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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四節，分別為第一節氣喘概述、第二節運動處方、第

三節運動心理，以及第四節氣喘兒童運動相關研究。

第一節 氣喘概述

一、氣喘定義與症狀

氣喘是一種呼吸道的慢性發炎疾病，其中肥胖細胞及嗜伊紅性白

血球的浸潤，在氣喘病理發生上均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此種發炎反

應，易導致過敏體質者產生廣泛性且多樣化的氣道阻塞，但可自行緩

解或經由藥物而獲得改善。此外，發炎亦增加呼吸道對各種不同刺激

產生過度反應，原因包括遺傳因子及外界環境中過敏原或非過敏原的

刺激。（謝貴雄，1995；高碧霞、王資惠，1997；周正成，1997；吳

克恭，2002）。簡而言之，氣喘是一種臨床的症候群，其病症三大特

點分別是：(1)慢性氣道發炎、(2)可逆性氣流阻塞（呼吸道阻塞）(3)

呼吸道對多種刺激物之反應性增加（湯仁彬，1994；葛應欽，1998；

彭萬誠，2000；李佩伶，2003）。

兒童氣喘症狀上，有些人以典型喘鳴發作呈現，但更多數則以長

期慢性咳嗽為主要症狀（周正成，1997）。其實，氣喘症狀常因人而

異，臨床最主要的表徵有：反覆性、陣發性咳嗽、胸悶、呼吸急促和

喘鳴（周正成，1997；葛應欽，1998；彭萬誠，2000； Sheffer, 1992）。

最典型的症狀是呼吸短促、呼吸道產生較多黏液、呼吸聲較大（哮

喘）、慢性咳嗽、胸悶和呼吸困難等（鄭志富，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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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喘成因與診斷

（一）氣喘成因

誘發氣喘的原因可依有無過敏性疾病家族史分為下列三類（陳力

振，1999）：

1. 過敏性或外因性氣喘：多有過敏性疾病家族史，同時發病年齡

比較小。

2. 內因性氣喘：大部分無過敏性疾病家族史，很多是成人才發

病。

3. 混合性：氣喘的發作和過敏性及非過敏性因素都有關，是常見

的類型。

臨床上，成人氣喘以內因性為主，兒童則以混合性或外因性為主

（黃焜璋，1991）。

（二）氣喘的診斷

對於氣喘病童的診斷，病史是重要的。在實驗室檢查方面，可做

的檢查有：胸部 X 光檢查、共通的遺傳性過敏檢查、痰及鼻黏膜分

泌物嗜伊性白血球檢查、支氣管誘發試驗，以及肺功能的檢查（林錦

榮、張憲淞、唐聚誠，1993；陳力振，1999；李佩伶，2003；行政院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04），特別是肺功能測量，可以評估氣道的過

度反應性（吳克恭，2002）。

三、流行病學觀

由歷年之研究可知，台灣地區從民國 63 年至民國 85 年，台北市

國中學生氣喘盛行率增加十多倍（行政院環保署，1997；呂克桓等，

1988；吳家興等，1998； Kao et al., 2005）。在氣喘發作頻率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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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的人一年當中發作 5 次到 11 次，19.2%發作超過 11～12 次以上

（周正成，1997）。

部分研究探討兒童氣喘發作的年齡，周正成（1997）和吳克恭

（2002）指出氣喘初次發作年齡 30%在 1 歲以內，到 2 歲時為 50%，

而在 5 歲以前則高達 80%。呂克桓、謝貴雄（1988）的資料亦顯示，

17.59%的氣喘病患在一歲以前初次發病；60.75%在五歲以前發病。

陳淑賢（2000）所調查的氣喘兒童中，有 72.8%亦在 5 歲以前被診斷

出患有氣喘。賴香如、黃璟隆、吳德敏、余坤煌、吳玉萍（2001）調

查台北市和宜蘭縣六所小學四至六年級和四所國中一至三年級 447

位氣喘兒童初次發病時間，發現 36%在五歲以前發病，49.6%在六到

十一歲間發病，11.6%在十一到十五歲間發作。 Kao et al. (2005) 調

查桃園一年級（6-8 歲）和八年級（13-15 歲）6190 名學童，結果發

現 6-8 歲學童氣喘盛行率顯著高於 13-15 歲。在氣喘發生後，有 50%

的人會終生存在；剩餘的 50%則會自己痊癒（陳啟章，1994）。Brooke

et al. (1995) 的研究發現，145 位學齡前出現喘鳴症狀的兒童中，仍有

37.9%在小學低年級時持續有喘鳴的症狀；15.2%有反覆咳嗽的症

狀。林錦榮等（1993）則指出：30-50%的人在青少年時期症狀可能

會消失，但部份症狀消失的病童在成年期又會復發。

就兒童氣喘性別上的差異來看，多數學者發現男生氣喘盛行率大

於女生 (Kao et al., 2005； Morton & Fitch, 2005)。吳克恭（2002）發

現，青春期以前的男與女氣喘盛行率約為 2：1，到青春期則男女比

率約相等。周正成（1997）指出，男女氣喘比率約為 5：3。陳淑賢

（2000）調查台北縣、台北市八所國小三年級以上 13884 位兒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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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 277 位氣喘兒童，男生佔 70.4%，女生佔 29.6%，男女氣喘比為

2.4：1。賴香如（2001）調查台北市與宜蘭縣六所國小四至六年級與

四所國中氣喘學生，男生佔 58.3%，女生佔 41.7%，男女氣喘比約為

1.5：1。

四、運動誘發型氣喘

（一）定義

運動誘發型氣喘（Exercise-induced asthma，以下簡稱 EIA）是指

因運動而導致呼吸道痙攣、狹小，以及患者出現喘鳴、咳嗽、呼吸短

促、胸痛等症狀的現象（邱艷芬，2003；Massie, 2002），約有 70-80%

的氣喘病童在開始持續運動後 6-8分鐘內就可能發生（王亭貴，1996）。

發生運動誘發型氣喘是因運動時呼吸速率與換氣量增加，加上可

能經由嘴巴呼吸，讓大量空氣進入呼吸道，造成呼吸道水分流失增

加、溫度改變，變得比較敏感；或因支氣管充血膨脹，呼吸道變狹小

而引起氣喘（蔡欣潔，1995；林瑞興，1996）。雖然氣喘兒童發生運

動誘發型氣喘的比率高達 75~90%（邱艷芬，2003），但只要做好預防

措施，仍可有效避免運動誘發型氣喘發作，還是可以參與身體活動

（Wheeler, 2003）。

（二）預防方法

為了預防運動誘發型氣喘發作，以下就運動時需考慮生理、心理

因素、天候與環境因素加以說明。

1. 生理及心理因素

氣喘兒童身心狀況佳與病情控制良好時，就不容易在運

動時氣喘發作。感冒等上呼吸道感染、疾病初癒、過度疲勞、



13

睡眠不足、情緒緊張、壓力過大、氣喘已發作時都不適宜運

動。（陳淑如等，2001；長庚兒童醫院氣喘衛教中心，2002）

2. 天候因素

外在溫度下降是誘發氣喘的重要因素，所以要避免在乾

冷環境中運動。若無法避免，應使用口罩或圍巾以保護氣

管，並減少呼吸道水分流失（林貴福，1995；何茂松、鄭鴻

衛、王挽華，1998；陳淑如等，2001；Disabella & Sherman,

1998）。運動時為避免呼吸道水分流失，應盡量用鼻子吸氣，

才能將空氣加以溫暖、過濾與潤濕（蔡欣潔，1995；林瑞興，

1996；陳淑如等，2001；陳君毅，2004），以預防運動誘發

型氣喘。

3. 環境因素

運動時應選擇空氣流通的場所，避免在空氣污染指數偏

高的環境下運動，如：汽機車廢氣多、二手菸、塵土飛揚或

是過敏原多的地點，像地下室、地毯處等（林貴福，1995；

何茂松等，1998）。 Klein and Timerman (1994) 指出運動應該

安排在污染或煙霧較不嚴重的時段進行，最好避免在充滿交

通廢氣和工廠的環境中進行。

綜上所述，氣喘是一種慢性疾病，臨床症狀以喘鳴和咳嗽為主。

根據相關調查研究可知以五歲前發病者為多，男童又比女童高。其中

運動誘發型氣喘（EIA）通常在氣喘病童持續運動後 6-8 分鐘內發生，

為了預防 EIA，必須選擇在個人生理和心理狀況穩定下、天候和環境

適當的條件下進行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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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運動處方

一、運動處方定義

早在 1950 年代美國生理學家卡波維奇曾提出運動處方（Exercise

Prescription）的概念。1969 年世界衛生組織（WHO）使用運動處方，

而在國際上得到認可（高華君，2002）。運動處方定義依學者觀點而

有所差異，綜合整理如表 2-1。

表 2-1 運動處方相關定義

研究者 年代 定義

加賀榖熙彥∙淳

（引自高華

君，2002）

1983 運動處方是以獲得個人期望的體力為目標，並以

適應其體力現狀所決定的運動質和量。

卓俊辰 1986 運動處方是依據個人身體狀況與需求擬定合適

的運動內容，包括運動項目、運動強度、運動持

續時間與運動頻率。

周士枋

（引自高華

君，2002）

1990 在運動療法的治療中，常以處方的形式來確定運

動的種類和方法、運動強度、運動量，並提出在

治療中應注意的事項，即為運動處方。

劉紀清

（引自高華

君，2002）

1991 對從事體育鍛鍊者或病人，根據醫學檢查資料

（包括運動試驗及體力測驗），按其健康、體力

以及心血管功能狀況，結合生活環境條件和運動

愛好等個體特點，用處方形式規定適當的運動種

類、時間及頻率，並指出運動中的注意事項，以

便有計畫地經常性鍛鍊，達到健身或治病目的。

李再立 1995 運動處方是運動教練或運動指導員，對所指導的

運動所擬定的運動內容或個人接受建議，以身體

的活動為養生方法的過程，其需以系統化和個別

化的原則來設計。

黃平山 1996 運動處方非一套一成不變的方程式，其乃根據個

人的體能、需要和進度而靈活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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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運動處方相關定義

研究者 年代 定義

林貴福、盧淑雲 1998 運動處方即為運動訓練計畫。是指針對個人身體

的活動能力、健康或復健等特殊需求，以運動科

學發展一套個人專屬的運動計畫進行訓練，並檢

視修訂運動訓練計畫。

方進隆 2005 運動處方不是一次即成，它要依個人對運動之反

應(Response)或適應(Adaptation)而有所調整, 也

會因不同階段而修正其目標或方向，故它是一個

依狀況而調整運動內容的過程。

綜合上述，運動處方是個別化的運動計畫，目的會因個人的興

趣、需要、背景和健康狀況之不同而有差異（方進隆，1993），內容

則包括了運動項目、運動強度、運動持續時間、運動頻率與漸進原則。

二、運動處方制定的基本原則

運動處方依目的和對象而有所不同。高華君(2002)指出，運動處

方可分為以下三類。

1. 競技訓練運動處方：運動員根據運動處方進行科學訓練，以

提高身體素質和運動技術水平。

2. 預防保健運動處方：健康人和中老年人應用運動處方來鍛鍊

身體，以增強體質，提高健康水平。

3. 臨床治療運動處方：對成人病患可應用運動處方，以治療疾

病、提高康復及醫療效果。

在制訂與實施運動處方時，應注意事項下列基本原則（高華君，

2002）：

1. 健康情況：擬定運動處方時，應考慮個人健康情形。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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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動處方要以每一個人為主體，注重個別差異：每個人身體

條件皆不同，也經常有變化。所以，必須根據每個人的身體

情況，因人制宜，個別對待。

3. 依全身耐力為制訂基礎：在測定運動處方時，除了要考慮性

別和年齡差異外，更應依據體適能等情況做基礎來制訂運動

處方。

4. 保持安全界限和有效界限：身體條件差的人（年老、體弱、

成人病者），容許運動條件受限制較多，制定運動處方時必須

嚴格規定運動內容；反之，身體條件好的人，自由度大，運

動內容不須嚴格規定。

5. 體質基礎差異和運動效果的特殊性：鍛鍊體質差的人，從事

強度小的運動，也能收到顯著的效果。而鍛鍊體質強的人，

則要求更高的運動強度刺激，方能見效。

三、運動處方的內容

運動處方內容會因對象不同而有差異，其中對運動員和一般民眾

開立的運動處方就有許多相異之處。在美國所提及的運動處方通常是

針對一般非運動員所設計的計畫，處方計畫應依 MR FIT 原則來設

計，即符合運動方式 (mode) 、漸進式負荷原則 (rate of

progression) 、運動頻率 (frequence) 、運動強度 (intensity) 與運動

時間 (duration) 等原理（方進隆，2005），以下針對運動處方五原則

加以說明。

（一）運動方式 (mode)

運動方式指的是運動的種類或項目。在訂立運動處方時，以選擇

自己喜愛、有氧運動和方便且可隨時從事的運動方式為主，如此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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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及有效的進行運動。行政院衛生署（2004）指出運動種類需依自

己喜歡的來做選擇，並按照技術性及強度分為三級。黃璟隆、顏大欽、

賴香如、蔣立琦（2004）調查台北市和桃園縣四所國小一至四年級氣

喘兒童 228 位，結果發現：氣喘兒童在學期中對田徑（跑步、跳高、

跳遠和鉛球等）、球類（籃球、排球、躲避球和羽毛球）、體操（墊上

運動和健身操等）、舞蹈（有氧舞蹈和民族舞蹈等）和體能（國術和

跆拳等）等五類運動中，運動喜歡程度的高低順序為：球類活動

（90.3%）、體能活動（87.3%）、田徑活動（85.9%）、體操活動（85.1%），

對舞蹈活動的喜歡程度最低（58.8%）。在運動種類上，氣喘兒童在學

期中最常做的運動種類，前五名分別為：跑步（78.1%）、騎腳踏車

（69.7%）、游泳（58.8%）、羽毛球（42.5%）和籃球（41.7%）。

方進隆（1993）、林貴福等（1998）和許樹淵、崔凌震（2004）

則進一步指出有氧運動是大肌肉參與、有節奏，可維持長時間且強度

不太劇烈的運動（持續實施），例如：快走、慢跑、登山、騎自行車、

游泳等。基本上，最方便的是快走運動，而家中可做的運動，如：固

定腳踏車或板凳，隨時隨地進行而不受伙伴和氣候限制。

依上所述，氣喘兒童的運動方式需依照個人喜愛、有氧運動和方

便性做選擇，方能增加運動的持續性。運動項目以能夠增進心肺功能

之有氧運動或其他休閒活動為佳（方進隆，1993）。長庚兒童醫院氣

喘衛教中心（2002）和教育部（2003）則建議氣喘兒童以間歇性運動

方式和游泳等水上運動為合適的運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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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動強度 (intensity)

運動強度係指運動激烈程度有多強、多激烈（高華君，2002）。

通常用以下兩種方法來衡量：

1. 運動強度範圍：

行政院衛生署（2004）指出運動強度範圍，可依個人最大心

跳率來預估，而每個人最大心跳率就是 220 減去實際年齡。一般

人的運動強度範圍為預估最大心跳率的 55%~80%。 Rimmer

(1989) 建議氣喘兒童運動強度應設定在最高心跳值的

60%~75%。

2. 自覺費力程度（rate of perceived exertion，簡稱 RPE）：

瑞典生理學家 Borg (1982) 所創自覺費力程度量表（表

2-2），是以自己的感覺來評估運動強度的方法，通常運動中的自

覺強度以數字 6-20 表示，7 以下表示非常輕鬆、13 表示有點吃

力、19 以上表示非常吃力。學者就建議執行有氧運動時 RPE 指

數宜在 13-15 之間。

表 2-2 自覺費力程度量表

等級 感覺程度

06-07

08-09

10-11

12-13

14-15

16-17

18-19

20

非常、非常輕鬆

非常輕鬆

頗輕鬆

有些吃力

吃力

非常吃力

非常、非常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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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動時間 (duration)

運動時間是指主要運動時間長短，運動處方一般建議持續達

20~60 分鐘之間。美國運動醫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以下簡稱 ACSM）2003 年指出一個完整的運動訓練處方應

包含 5~10 分鐘之暖身運動、30~40 分鐘的有氧活動及 5~10 分鐘的緩

和運動。對氣喘兒童而言，有氧運動運動時間每次以 20~30 分鐘為宜

（何茂松，1998；陳淑如等，2001；長庚兒童醫院氣喘衛教中心，2002；

邱豔芬，2003； Disabella & Sherman, 1998）

（四）運動頻率 (frequence)

運動頻率應根據運動的強度、時間及個人體能而定（黃平山，

1996）。為了保持及改善體能狀況，必須養成規律運動的習慣，通常

每週至少運動三天才會顯現訓練效果（ACSM，2003）。行政院衛生

署（2004）建議慢慢增加至每天運動並維持下去，這此種運動頻率才

有增加心肺耐力的效果。氣喘兒童的運動頻率和一般正常兒童並無顯

著差異，建議每週運動 3~5 次（林瑞興，1996；何茂松等，1998；陳

淑如等，2001； Disabella & Sherman, 1998）。

（五）漸進式負荷 (rate of progression)

一般根據運動處方進行適量運動的人士，經過一段時間的運動練

習後（大概六至八星期左右），心肺功能應有所改善。此時，無論在

運動強度和運動時間方面均逐漸加強，所以運動處方應根據個人進度

而修改（黃平山，1996），亦可藉由增加運動強度與持續時間，或者

二者同時增加來提高負荷（方進隆，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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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運動處方之設計需要根據個人的身體限制、對運動的

喜愛，按照運動處方擬定步驟來訂定屬於個人或族群的運動訓練計

畫，同時須注意運動的各項基本原則及注意事項。在實施運動訓練計

畫一段時間後，可參考循序漸進的負荷原則，檢視和修定個人運動計

畫，並在「檢測→ 設定運動處方→ 執行運動處方→ 檢測→ 執行修正後

的運動處方→ 再檢測」的循環下，建構與儲備優異的身體能力（王順

正，2002）。

第三節 運動心理

簡曜輝等（2000）指出運動心理相關探討主要有兩個目的：（1）

瞭解心理因素對生理或表現的效果；（2）瞭解參與身體活動對心理發

展、健康及全人幸福的效果。希望透過一些方針與原則來幫助成人及

兒童參與運動，並從中得到益處。

目前國內外對運動心理層面所進行的研究面甚廣，茲將學者專家

所探討的運動心理因素要項之結果整理如下：

一、運動滿意度

Martin (1988) 指出，滿意是指個人對某事件的期望與其所感受到

該事件實際結果間的一致性。當所感受到的實際結果等於或超出所期

望的，便覺得滿意；反之，則不滿意。滿意是指願望或需求的達成，

假如個人達成此需求或願望，則會感到滿意，否則會感到不滿意而可

能不再參加學習。因此在學生學習活動上會因感覺或態度不同，而影

響其學習活動或學習過程中，願望和需求的達成（馬芳婷，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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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喘兒童的運動滿意度研究，目前僅有黃璟隆等（2004）調查台

北市和桃園縣一至四年級氣喘兒童228位，結果顯示氣喘兒童在學期

中對田徑、球類、體操、舞蹈和體能等五類運動中的滿意度，以對體

操活動的滿意程度為最高（86.8%），對舞蹈活動的滿意程度最低

（67.1%）。

綜合上述，可知透過運動滿意度是可以瞭解學生運動現況，發掘

問題與解決問題，但目前研究甚少，因此未來尚需繼續探討運動滿意

與學生運動行為之相關性。

二、運動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是社會學習理論中的重要概念 (Bandura, 1977)，係指個

人對完成特定行為所需之各項能力的評估。Schunk and Carbonair

(1984) 認為自我效能是個人對自己最高能力的信念，而非真正的能

力，並確定個人在特定情境下，其特定行為的自我效能是重要的。

Matthie (1989) 針對青少年運動行為進行多變項研究，發現自我

效能可以解釋青少年運動行為最多的變異量。此外，也有研究指出自

我效能是青少年的體能活動相當強的預測因子 (Ferguson, Yesalis,

Pomrehn & Kirkpatrick, 1989； Greenockle, Lee & Lomax, 1990； Sallis,

Simons-Morton & Stone, 1992)。

相關調查研究中指出，運動自我效能與學童的身體活動量有關

（蔡淑菁，1996；藍辰聿，1998；胡雅婷，2002）。陳淑如、張文英、

潘美蓉、鄭綺（2002）則以台北市某醫學中心小兒氣喘過敏科的 102

名 10-18 歲的氣喘病童為對象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實際身體活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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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高者，自我效能也較高。

在介入研究方面，許麗芳（2003）以護校二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

實驗組、校內對照組與校外對照組分別為 88 人、89 人和 99 人，進

行 12 週運動計劃介入，結果發現介入後實驗組運動效能顯著優於校

內對照組，但與校外對照組間則無顯著差異。

林虹良（2005）以氣喘兒童及其父母為研究對象，實驗組和對照

組分別為 16 對和 25 對親子。在氣喘夏令營後，一個月（後測一）及

二個月（後測二）時以問卷進行氣喘兒童運動自我效能評量，結果顯

示介入後，實驗組運動自我效能之後測一和後測二得分均沒有顯著優

於對照組。

由上述結果可知，運動自我效能與身體活動有關，運動自我效能

愈高者，氣喘兒童身體活動量愈高。而在運動計畫介入後對運動自我

效能之影響，仍無一致性結果，有待進一步繼續探討

三、運動享樂感

享樂感是一種最理想的心理狀態，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追求的一

種心理活動，此活動可以促使個人採取某些行為，應具有下列三個向

度： (Kimiecik & Harris, 1996)

1. 是一種正向的情感，真實的反應出個人的歡欣、喜悅、快樂

等情緒。

2. 是一種認知的向度，引領個人成功的運動技巧去順應環境。

3. 是一個人最理想的心理狀態，能夠為了自己的目的而去從事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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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lan and Lethwaite (1986) 指出，運動享樂感是執行運動行為

時的重要內在動機，可使人認知到能力與滿足感的提升，是一種正向

的運動經驗感受，使運動者感受到愉悅、快樂。

相關調查研究發現運動享樂感與運動行為有關（李思招，2000；

郭曉文，2000；鍾東蓉，2000）。 Weston, Macfarlane and Hopkins (1989)

調查 408 位氣喘兒童對身體活動的看法，結果發現其能享受運動樂

趣，多數屬於動態性生活型態；但是他們在運動之前比正常的學童顯

得較為緊張。

綜上所述，運動自我效能越高、運動享樂感越多，對於運動行為

都有正面的提升效益。回顧國內外目前對運動社會心理因素方面之研

究，多針對運動自我效能、運動社會支持、運動健康信念、知覺運動

障礙和知覺運動利益，而在探討運動滿意度和運動享樂感上之研究則

是缺乏的。另外，這些研究多在調查運動心理變項與身體活動、規律

運動或運動行為之間的相關，在介入研究上較為不足。因此，本研究

加入運動心理變項，探討介入對運動心理變項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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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氣喘兒童運動相關研究

有關氣喘兒童運動研究可分為二方面：氣喘兒童運動狀況及相關

因素的探討，以及氣喘兒童運動介入之研究。

一、氣喘兒童運動現況及相關因素

國內外相關研究發現，氣喘兒童體能狀況弱、體育學習和表現差。

Ludwick et al. (1986) 就氣喘兒童體適能進行研究，調查 65 位氣喘患

者的研究顯示，65%氣喘患者體適能屬於較差。另一項對 39 位氣喘

兒童的調查，也指出與正常的孩子相比，氣喘兒童的最大攝氧量顯著

較低 (Orenstein, Reed, Grogan & Crawford, 1985)。

身體活動方面，賴香如（2001）引用 Nystad 的測量方式評比台

北市五所中小學四至九年級氣喘學生與健康對照學生在身體活動表

現和學習體育上的差異，結果發現氣喘組和健康組的運動頻率和運動

時數並無明顯不同，但是七至八年級的氣喘學生自覺體育活動表現較

差，學習體育困難度較高。胡雅婷（2002）針對台北縣某國中一、二

年級的氣喘和非氣喘學生做比較，亦發現最近一年氣喘曾發作者、最

近一年氣喘為發作者和非氣喘者三組的身體活動量無顯著差異。吳玉

萍、賴香如（2003）調查宜蘭縣礁溪鄉三所國小與四所國中 89 位氣

喘學生與 178 位健康對照學生，結果顯示氣喘學生在體育活動表現、

學習體育難易度等均較健康對照學生差，而學習表現會因疾病嚴重度

增加而較差。

部分研究則指出，氣喘兒童過於嚴格限制自己的活動 (Pedersen,

1997)，使得戶外運動、學校活動或遊戲受到限制 (Juniper, 1997)，進

而導致氣喘兒童體適能弱和體育學習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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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運動對氣喘兒童極為重要，1974 年在美國西雅圖舉辦一場

有關兒童運動與氣喘的研討會，目的在考量氣喘對身體活動量的影

響，並為開業醫師提供一些指引。 Ghory (1975)將研討會的結論摘錄

如下：

1. 醫師的目標應該協助氣喘學生儘可能過著一般的生活。

2. 氣喘疾病未治療可能干擾學童的運動能力，然而氣喘學童若

能持續從事規律運動，則可從中獲利。

3. 適當的醫療管理下，多數氣喘學生能參與正常的體育課和競

技運動。

4. 氣喘學生不應被過度保護而避開身體活動，反觀之，我們更

應該要鼓勵其從事運動。

Pierson and Robert (1986) 調查597位參加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的

選手，發現有67位選手患有運動引起的支氣管痙攣（exercise-induced

brochospasm, 以下簡稱EIB），其中有41位獲獎，包含金牌15面，銀

牌21面和銅牌5面，他們參加的運動項目共有29項之多。研究者據此

指出運動能力並不受限於氣喘，很多的奧運金牌得主都是氣喘患者，

其他像職業籃球、棒球及足球很多明星球員也都是氣喘患者，氣喘患

者在良好照顧和治療下，仍是可以參與各種適當的運動競賽，表現也

十分優異。

二、氣喘兒童運動介入之研究

介入性之相關研究中依運動訓練方法的不同分為下列兩類。

（一）單項式運動訓練介入研究

在國內方面，洪文平（2003）針對 30 名門診氣喘兒童進行六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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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訓練、每週三次，以及每次 50 分鐘的課程來進行。其運動指導

程序分為暖身、主要、和緩和運動來進行。並設定運動強度在最高大

心跳率的 65%，結果發現實驗組經六週游泳訓練後，第一秒最大呼氣

量 (FEV1)、尖峰呼氣流速 (PEF) 的表現達顯著差異；而肺活量 (FVC)

未達顯著差異；另外，控制組在 FVC、FEV1、PEF 的表現上均無顯

著改變，且實驗組氣喘嚴重度改善的人數顯著多於控制組。

翁志航（2004）進行八週的游泳訓練課程來探討氣喘兒童的體適

能、肺功能、嗜酸性白血球、免疫球蛋白 E 及嗜酸性白血球陽離子蛋

白之影響。篩選罹患第一級或第二級之 7-10 歲氣喘兒童 36 名，實驗

組及對照組各 18 名，其中實驗組參與八週游泳訓練課程。研究對象

於訓練前、後接受體適能檢測、肺功能檢測及血液取樣分析，結果顯

示：介入可以改善氣喘兒童的身體組成，提升氣喘兒童的柔軟度、肌

耐力及心肺耐力等體適能項目。在肺功能及呼吸道發炎介質方面，兩

組之第一秒最大呼氣量 (FEV1) 有顯著差異，但呼吸道發炎介質沒有

差異。

陳俊杰（2005）針對 32 名氣喘兒童進行太極拳訓練，探討氣喘

兒童肺功能與心肺耐力的影響。設計為期 12 週、每週三次、每次 45

分鐘和強度為最大心跳率 45-60%的陳式太極拳訓練，並對實驗組做

介入。分別於訓練前、訓練 6 週及 12 週後接受肺功能檢測，檢測項

目包括休息時肺功能、運動完 800 公尺後肺功能和運動完 800 公尺並

喝冰水後肺功能，並於訓練前及 12 週訓練後進行 800 公尺心肺耐力

檢測。結果發現實驗組休息狀態下之肺活量 (FVC)、第一秒最大呼氣

量 (FEV1)和尖峰呼氣流速 (PEF)之前後測差皆有顯著改善，以及實

驗組運動後肺活量 (FVC) 和第一秒最大呼氣量 (FEV1) 之前後測差

有顯著優於對照組，兩組運動後喝冰水的肺功能皆無顯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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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虹良（2005）以氣喘兒童及其父母為研究對象，實驗組和對照

組分別為 16 對和 25 對親子，研究設計上實驗組參與為期 1.5 天的氣

喘夏令營，包含宣導持續運動之好處、游泳教學和家長座談會，對照

組則給於門診常規護理指導。並於前測、一個月（後測一）及二個月

（後測二）後檢測尖峰呼氣流量記 (PEF%)，結果顯示：介入後實驗

組 FEF%顯著低於對照組，可見氣喘夏令營的介入無法有效改善

PEF%。

蕭文華（2006）針對平均年齡 10.3±1.0 歲的氣喘學童進行間歇性

跑走運動，探討氣喘學童在肺功能、心肺耐力與免疫球蛋白 E 的影

響，設計為期八週、每週三次、每次 45 分鐘，以及運動強度達最大

心跳率的 50-70%的訓練計畫。運動前、後檢測項目包括：肺功能檢

測（FVC、FEV1、FEV1/FVC%和 PEF）、800 公尺跑走測驗和免疫球

蛋白 E。結果發現：介入後，兩組 FVC、FEV1、FEV1/FVC%和 PEF

均未達顯著差異，在免疫球蛋白 E 檢測上實驗組優於對照組。由此可

知間歇性跑走運動無法有效改善氣喘兒童肺功能。

回顧國外相關研究， Nickerson et al. (1983) 對 15 位慢性嚴重氣

喘兒童進行六週長距離運動訓練，發現心肺功能有明顯改善，更沒有

因運動而產生肺功能改變及引起支氣喘痙攣。結果顯示氣喘病患可藉

由運動的訓練來增進身體健康。

Jain et al. (1991) 針對 46 名 11-18 歲之間年輕氣喘患者，參加 40

天的瑜珈訓練，時間為每天早上 90 分鐘及下午 1 小時。並用下列三

種測驗方式及用藥上的良好反應來評價瑜珈訓練的成效：(1)12 分鐘

行跑行走測驗；(2)體適能指數 (Physical Fitness Index)；(3)運動穩定

指數 (Exercise Lability Index)。結果發現，受試者的肺功能明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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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女性；男、女生的 12 分鐘行走測驗與體適能指數有顯著；其

中有 14 名輕度氣喘病人維持兩年無氣喘症狀出現的記錄。

Neder, Nery, Silva, Cabral amd Fernandes (1999) 對 42 位年齡介於

8-16 歲的穩定中、重度氣喘兒童進行有氧訓練計畫，並做臨床上的評

估、氣喘症狀記錄等改變的比較。研究結果顯示，接受訓練的群體之

最大攝氧量等有氧適能上有顯著，且研究對象的每日使用吸入性或口

服類固醇的藥量也減少。可知不論疾病的嚴重性如何，短期的有氧訓

練對氣喘病人是有利的，。

（二）複合式運動訓練介入研究

Szentagothai et al. (1987) 自 1981 年起以 5-14 歲間的氣喘兒童為

研究對象，進行長期身體活動計畫，內容包括游泳、室內活動（競賽、

接力賽和輕鬆或費力的遊戲）和跑步；並藉由監測氣喘症狀、用藥、

活動情形及體適能的改變來評價計畫成效。完成第一年計畫的 121 名

兒童，大部分氣喘症狀出現天數、用藥、缺課及住院率明顯降低。父

母對計畫評價亦指出，51.2%同意兒童健康改善很多；40.5%同意有

改善；沒有變化的佔 7.4%；僅有 1 位（0.8%）認為對健康有惡化情

形。而在第二年研究結果發現學童的改善亦能持續，根據 Cooper test

（12 分鐘跑步測驗）發現，氣喘兒童的參與表現與非氣喘兒童一樣

好，且氣喘兒童的心血管效確實能有效改善。

van Veldhoven et al. (2001) 針對 47 位門診氣喘確診患童（8-13

歲）進行三個月運動計畫訓練，計畫目的希望氣喘兒童能從運動中獲

得成就感與增進耐力，增強其身體活動的表現與自尊，並學習適應氣

喘與問題解決和情緒控制。介入課程包括：一、每週兩次一個小時的

團體運動，二、20 分鐘的家中運動。團體運動包括 10 分鐘暖身、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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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的體適能訓練和 15 分鐘不同的身體活動，並在運動前或後提供

孩童有關運動和氣喘衛教。結果發現，運動計畫顯著提升氣喘兒童最

大攝氧量、跑步耐力與降低最大心跳率，在兒童的氣喘適應行為上也

有所增強。而家長對計畫均持正向反應，指出介入改善了孩子的活

動，並且發現氣喘兒童在戶外待得比較久，與同學玩樂的時間也增

長。兒童也指出他們知道如何在運動時掌控自己的氣喘，也在計畫中

享受到運動的樂趣，雖然他們還是比較不喜歡跑步這部分。

Wekesa and Langhof (1993) 進行一項實驗研究，目的在評價氣喘

兒童的協調能力，以及短期訓練計畫對協調能力的影響。研究對象為

17 名 9 至 14.5 歲之德國氣喘兒童，他們參與了由一名體育老師指導

每週三次，每次持續 45 分鐘的訓練課程，運動項目包括家庭網球、

室內曲棍球、爬山、游泳等。每次課程從 10 分鐘的熱身活動開始，

強調技巧訓練和適當的協調性，最後有 3 分鐘的放鬆時間。在運動訓

練課程結束後，採用 Kiphard & Schilling 於 1974 所發展的兒童身體

協調性測驗 (the Body Coordination Test for Children) 評估其協調

性。研究結果指出，氣喘兒童的協調性在訓練之後明顯增加，但協調

能力的改變與研究對象的出席情形、運動整體表現進步情形無相關存

在。研究者因此主張氣喘兒童並非如一般人所認為的不健康，且其協

調能力可藉由短期訓練來增進。

另外，有些學者針對氣喘兒童運動計畫介入之相關文獻加以回顧

整理。 Ram, Robinson and Black (2000) 為了評估體能訓練對氣喘學

生肺功能、症狀、心肺適能和生活品質的成效，以八歲以上氣喘病童

為搜尋對象，進行至少每節 20 分鐘、每週二次、至少四週的體能訓

練之相關文獻，包括來自Medline Embase、Sport discus、Science c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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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和 Current contents index 等實證研究報告。結果收集到八篇研究

符合文獻回顧的標準，共 226 位研究對象。在後設分析後，研究者指

出體能訓練雖無法改變靜止時的肺功能，但對最大換氣量等心肺適能

的改善則有幫助。

Rosomini (2003) 為了解游泳訓練對氣喘孩童與成人的好處，則

回顧相關文獻，發現游泳比起其他陸地活動較不會使氣喘病情惡化，

甚至可以緩解癥候的嚴重性。訓練後的結果顯示：氣喘兒童其最大攝

氧量、肺活量 (FVC) 和心跳率都有顯著改變；且氣喘誘發支氣管痙

攣和上課缺席率都減少。最後，對所回顧之游泳訓練研究實施方式提

出建議，認為可採三階段來進行，第一階段：進行三週，每次 15 分

鐘，基礎心跳率≧20%以上；第二階段：進行三週，每次 30 分鐘，

基礎心跳率≧50%以上；第三階段：進行三週，每次 60 分鐘，基礎

心跳率≧75%以上。

在分析運動計畫對氣喘兒童的益處上， Szentagothai et al.（1987）

發現運動計畫的益處包括降低急性惡化的頻率和嚴重度、減少用藥、

缺課率和改善自信。另有學者亦指出，透過規律且多次數的中強度有

氧運動計畫的實施，氣喘兒童可獲得與非氣喘者相同的生理效果，尤

其是換氣效率、最大換氣量、殘氣量、及更具效率的換氣型式等有氧

適能的增進。另外，也可能產生心理與社會的效益，進而改善自我形

象及獲得同儕、父母較大的認同與接受（林貴福，1995）。

綜合而言，國內外探討運動介入對氣喘兒童肺功能、體適能之影

響研究，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在設計運動計畫訓練中，主要分為兩類：

第一類為單一運動項目，包括：游泳、跑步、瑜珈、太極拳等；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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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為複合式運動訓練；其中又以單一項目居多，在為氣喘兒童設計複

合式運動訓練上，國內尚未有研究進行運動介入。

另外，許多文獻回顧研究中亦指出規律的運動訓練不僅改善氣喘

兒童身體工作能力也提高氣喘兒童本身健康，且運動訓練也可降低氣

喘患者的藥物治療，進一步可以預防氣喘發作。

鑑於國內外學者對氣喘兒童進行運動訓練後之成效，因而本研究

即針對氣喘兒童設計個別化的運動處方，讓氣喘兒童依照的個別條件

來選擇並執行運動計畫。希冀透過運動處方的介入，幫助氣喘兒童穩

固健康的生理-心理-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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