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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NO! 諾貝爾、卜派、COVID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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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諾貝爾吃「炸藥」？— No!

1768 年英國醫師 William Heberden 首度發表有關狹心症 (angina pectoris) 的臨床報告。
1867 年倫敦 St. Bartholomew 醫院的心臟科醫師 Thomas Lauder Brunton 在 Lancet 發表了一
篇論文介紹他使用 amyl nitrite 治療狹心症的報告1。這成了那個時代狹心症的標準治療方針。
amyl nitrite (C5H11ONO; 亞 硝 酸 戊 酯，屬 於 一 種「有 機 亞 硝 酸 鹽 」），是 1844 年 法 國 化 學 家 
Antoine Balard 合成的。美國藥學家 Horatio Wood 於 1871 年發表 amyl nitrite 在治療狹心症上
應很有臨床價值的看法。

至 於 今 日 用 來 治 療 狹 心 症 的 nitroglycerin(e) 
(C3H5N3O9; 硝基甘油；三硝酸甘油酯，屬於一種「有機硝
酸鹽」），則是 1846 年義大利化學家 Ascanio Sobrero 在
法 國 發 明 的「火 藥 」。1867 年 諾 貝 爾 (Alfred Bernhard 
Nobel) 將它變成「安全」到可以使用的「炸藥」產品，稱
之 dynamite。（圖一） 即便如此，1864 年 9 月在瑞典發
生的火藥工廠爆炸，諾貝爾幼弟被炸身亡。1860 年代末期
火藥工廠的工作人員發現在週一上班時常常會頭痛，而週
末休假離開工廠就好了；相反的，有狹心症的工作人員則
發現上班時不舒服的症狀會消失而週末會復發。後來學者
發現其背後的原因就是 nitroglycerin 帶來的血管擴張效
應2,3。英國醫師 William Murrell 於 1878 年首度將 nitroglycerin 用於治療狹心症病患，並於 1879 
年發表成果，確認 nitroglycerin 對治療狹心症的價值4。他發現 amyl nitrite 的作用時間較短，約 
90 秒，而目前的數據顯示 nitroglycerin 作用時間較長，給藥後 30 分鐘吸收與代謝達到最高點5。
1880 年代，「狹心症」尚屬少見疾病！從 1940 年代至今，醫界已逐漸使用 nitroglycerin ( 一種「有
機」的「酯」類 ) 作為治療狹心症的第一線藥物了。

曾凱元 ( 前台大醫院核子醫學部主任）

圖一、諾貝爾 No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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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諾貝爾的火藥工廠就是以 nitroglycerin 為原料生產炸藥的。諷刺的是，諾貝爾年輕時就
罹患了「狹心症」！1890 年他的醫師開給他的處方就是 nitroglycerin，也就是要他服用他用以生
產火藥的材料來治療他的心臟病！1896 年 10 月 25 日他在病中寫信給他的朋友 Ragnar Sohlman 
提到：「命運真是捉弄人啊！我的醫師竟然要我服用 Trinitrin (N/G 1) 治我的病，他們避免使用 
nitroglycerin 這個名稱而用“Trinitrin”，以免嚇壞民眾！」。

諾貝爾有心血管與腦血管疾病，然而他拒絕服用 nitroglycerin 治療。1896 年 12 月 10 日死於
中風。

1998 諾貝爾醫學獎 — NO (nitric oxide)

Nitroglycerin 在生物體內的作用機制要到 1970-1980 年代才逐漸分曉。

Nitroglycerin 在給藥吸收之後需要先進行體內生物活化 (bioactivation) 才能發揮療效。主要
的化學反應在細胞的粒線體內進行，透過 ALDH-2 (aldehyde dehydrogenase-2) 這個酶的作用經
由中間產物，再透過血管內皮細胞釋放 NO (nitric oxide; 一氧化氮 ) 進行後續的反應。它作用的對
象限於管徑在 100μm 以上的冠狀動脈、側枝循環、主動脈以及 ( 大 ) 靜脈，舒緩心肌血氧供應不足
的問題，達到血管舒張治療狹心症的目標。

其實自從 1776 年英國化學家 Joseph Priestley 發現 NO 之後，這個由一個氮原子跟一個氧原
子構成的 NO 分子名聲並不很好。它出現在汽車排放的廢氣，它會破壞臭氧層、造成酸雨，是工業、
空氣污染排放的毒性物質，而且是可疑的致癌物質。香菸的煙霧裡頭也有 NO。怎麼突然間鹹魚翻
身成了人類心臟疾病的「救心」呢？隨著 NO 在生醫研究領域的頭角崢嶸，1992 年 Science 雜誌推
薦 NO 為「年度風雲分子 Molecule of the Year」6。

1953 年起美國學者 Robert F Furchgott (SUNY Health Science Center in Brooklyn) 所領導的
研究團隊開始對血管舒張的機轉進行研究。他們這個團隊在 1980 年發表論文指出，神經傳導物質
acetylcholine 經由與血管內皮細胞的 muscarinic 受體作用之後可以讓血管內皮細胞釋放出一種
因子，這個物質會引發鄰近的平滑肌細胞鬆弛，達到血管舒張的效果7。1982 年將之命名為 EDRF

（endothelium-derived relaxing factor 內皮衍生舒張因子 )。他們發現血管內皮細製造 EDRF 的過
程中需要氧氣與鈣離子的參與。此外，Furchgott 的團隊還證實酸性的 nitrite (NO2

- 亞硝酸鹽 ) 可以
製造 HNO2 (nitrous acid; 亞硝酸 )，HNO2 後續會產生 NO 與 NO2，透過這種方式所產生的 NO 也
會引發血管平滑肌鬆弛的效果。

但是，那時候還沒有注意到 EDRF 與 NO 之間有什麼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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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年 起 美 國 NIH 的 Ferid Murad 進 行 cGMP (cyclic guanosine monophosphate) 的 研
究。在 1976-1979 年間，他發現血管內皮細胞的 NO 會刺激一種酶 guanylate cyclase (cytosolic 
guanylyl cyclase; sGC)，NO 會與 sGC 的 heme (Fe II) 結合，催化 GTP (guanosine triphosphate)
變成 cGMP，進一步促成平滑肌細胞的鬆弛。換句話說，NO 的增加引起 sGC 的增加，sGC 的增加
促進 cGMP 的增加，造成後續血管平滑肌細胞的鬆弛。NO 算是第一個 biological messenger，而 
cGMP 算是 second messenger。1981 年 Murad 投入有關 EDRF 對於 cGMP 作用上的研究，他證
明了 nitroglycerin ( 一種 nitrate; NO3

-，硝酸鹽 ) 以及 nitrite (NO2
-  ; 亞硝酸鹽 ) 都會透過產生 NO 

來達到血管平滑肌細胞鬆弛的效果。為了與這些外來化學物質區隔，他特別將 EDRF 稱為內因性
(endogenous)「含氮血管舒張物質」。後來，Murad 獲獎時任職於 UT Medical School, Houston。

1977 年 Louis J Ignarro (New Orleans Tulan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所領導的研究
團隊看到了 Murad 有關 NO, nitroglycerin 等的研究論文，1983 年起開始研究 cGMP 是否與 EDRF 
產生的作用相關。1985 年轉任 UCLA School of Medicine。

EDRF 跟 NO 之間已經越走越近了。

1986 年 7 月在美國明尼蘇達州 Rochester 的研討會上，Furchgott 的團隊以及 Ignarro 的
團隊同時提出 EDRF 即是 NO 的看法。1987 年雙方都以論文正式發表，EDRF 即是 NO，NO 即是
EDRF。

百年來 Nitroglycerin 透過 NO 治療狹心症所帶來的經驗與機轉上的研究終於洗刷了 NO 一直
以來的污名。1998 年諾貝爾醫學獎頒給 Robert F Furchgott, Ferid Murad, Louis J Ignarro 等 3 人，
NO 是心血管系統的傳訊分子 (signaling molecule)。從此 NO 在生醫研究、應用的範疇幾乎無所不
在。

NO 怎麼來？怎麼去？

外來投予的 nitroglycerin 可以透過產出 NO 來治病，一般「正常」人的血管內皮細胞又是
透過怎麼樣的機制來生產 NO 達到血管舒張的「生理」效應呢？ 1982 年 Degucci 報告腦子裡的
一種胺基酸 L-arginine 與 NO 的產出有關。1986 年他證實了哺乳類細胞會使用一種稱為 NOS 
(nitric oxide synthase) 的酶製造 NO。1987 年 Hibbs 報告 macrophages ( 巨噬細胞 ) 也會經由 
L-arginine 加強其殺菌等細胞毒性效應。易言之，L-arginine 是 NOS 的受質 (substrate)，NOS 催化 
L-arginine 生成 NO，正常細胞如果要生產足夠的 NO，必須要提供足夠的 L-arginine。

接下來幾年 Marletta & Stuehr, Palmer & Moncada, Bredt & Snyder, Stuehr & Nathans 幾組
研究團隊發現了人體內有 3 種 NOSs 參與體內 NO 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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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S-1 (Bredt & Snyder 實驗室 ): 神經性或腦子的 NOS，即 nNOS，心肌細胞、血管平滑肌細
胞以及心臟的自主神經元細胞都有之。控管的基因位於第 12 對染色體。

‧NOS-2 (Stuehr & Nathan 實驗室 ): 引發性 (inducible) NOS，即 iNOS，細胞在正常狀況下不
會發生作用，在某些特殊狀況下，如內毒素、cytokines 引導下的免疫反應會「引發」巨噬細胞、肝
臟等細胞產生 NO。 而且，可以在短時間內製造大量的 NO 以應付身體防禦的需求，同時，它的作用
效期還相當長。不過，如果製造的量過多，造成靜脈過度舒張時，反而會引發敗血性休克。控管的基
因位於第 17 對染色體。

‧NOS-3 (Murad 實驗室、Moncada 實驗室 ) : 內皮性 (endothelial) NOS，即 eNOS，與心臟的
血管內皮關係最密切，與維護正常、健康的心血管舒張功能上最為重要。控管的基因位於第 7 對染
色體。

這就是所謂的「古典 L-arginine-NOS 通路」。有異於外來投予 nitroglycerin 經由粒線體的 
ALDH-2 產生 NO 的途徑。

不論是內因性由 L-arginine 製造的或外因性由 nitroglycerin 製造的 NO，製造出來之後就要執
行它在各式細胞裡的功能。不過，由於其作用半衰期十分短暫，約只 2-70 秒鐘，因此，除了就近在生
產的細胞內 (autocrine) 或經由 NO 的親脂性 (lipophilicity)，滲透到鄰近的細胞內 (paracrine) 發
揮作用之外，它必須經由 storage ( 儲存 ) 及 translocation ( 移動 ) 才能發揮遠距的 (endocrine) 
效應。為達到遠距離作用的目標，它必須先進行生化上的「轉型」( 氧化或還原反應 ) 再經由血液、
紅血球運送 ( 移動 )，輸送至身體其他需要的部位。這種生化上的轉型包括 NO ( 由 2+ 價）還原
成 HNO (nitroxyl,1+ 價 ) 或 NO 氧化成 NO2

- (nitrite,3+ 價 )，這些經由血液輸送到遠端的 nitrate, 
nitrite，可以由遠端局部組織的氧氣含量高低來進行最合適的氧化或還原反應，以符合需求。在某
些缺氧 ( 缺血 ) 組織、細胞，這個過程可以用來解決缺氧的問題。整個看來人體利用 NO 的系統是
一個非常完整而有效率的系統。換句話說這是人體為了保證在某些缺氧的組織、細胞還可繼續獲得 
NO 的一種方式。

此外，原本認為呼吸、換氣系統只有氧氣、二氧化碳的參與，現在的觀念認為呼吸、換氣必須加
上 NO 這第三種氣體的參與。在此，NO 成了短期間內調控組織氣體交換的「氧氣感知器」。它可以
引發低氧時需要的血管舒張，擴大血管管徑，增加血液流量，以有助於進一步將氧氣轉交給缺氧的
組織、細胞。

卡通大力水手 Popeye the Sailor 的爆發力 — 來自 NO

其實，上帝創造人類還提供了一個更有效率利用 NO 的系統。當 NO 代謝成 nitrate 經由血液循
環供應全身使用，如果還有剩餘的話，大部分 (60-65%) 會經由小便排出。另外，我們血漿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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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trate 高達 25% 會到達唾液腺並且濃縮提昇到血漿內濃度的 10-20 倍而由唾液腺分泌到口腔。靠
著口腔 ( 舌背 ) 與胃腸道的益生箘還原酶將這些 nitrate 還原成 nitrite 吞嚥進入胃腸道循環使用8。
這就是 nitrate 的「腸道—唾液腺循環」(entero-salivary circulation) 9,10。

人類除了利用食物中蛋白質所含的 L-arginine 作為製造 NO 
的原料外，還可以透過其他含有 nitrate/nitrite 的食物直接補充
製造 NO 的原料。事實上，人體 60-80% 的 nitrate 來自蔬菜，尤
其是綠葉青菜。蔬菜中的波菜、萵苣、甜菜根、芝麻菜、捲心菜、
蘿蔔、胡蘿蔔、小黃瓜、芹菜、羽衣甘藍、小白菜、牛蒡、小松菜、
白菜，等，都含有大量的 nitrate。這些 nitrate 經過上消化道咀
嚼、消化、吸收之後，跟唾液腺分泌的 nitrate 一樣，靠著口腔、
體內的益生箘，將這些 nitrate 還原成 nitrite。記得我們小時候
看的大力水手卡通卜派在吃了菠菜之後透過誇張的口腔咀嚼動作

（產生 NO ？）然後吞下，才能發出「爆發性」的力量除暴安良。難
不成這是畫卡通影片人的智慧嗎？（圖二）

人類在處理肉類食物的歷史上，在未有冰箱發明、普及之前，最初是使用食鹽來乾燥肉類以達
到長期保存的目標。意外的，由於食鹽中混雜到「硝」(saltpeter, potassium nitrate) 使得醃肉的色
澤 ( 粉紅色澤來自 nitrosomyoglobin)、風味、防止脂肪的氧化以及細菌的滋生上更為有效之後，逐
漸的使得硝成為醃製肉品上不可或缺的材料。這些硝含有 nitrate，而 nitrate 經某些細菌轉變成 
nitrite 及 NO。nitrite 的「抗氧化」可以減少醃肉的脂肪氧化；NO 遇到酸之後產生亞硝酸可以殺死
肉品中的病原菌，讓醃製肉品在食用上更為安全。然而，這些添加的硝總是或多或少會殘留在醃肉
中，所生成的 NO 在胃裡面遇到胃酸形成亞硝酸，「如果」亞硝酸再進一步與肉 ( 蛋白質）分解生成
的 secondary amine 在胃中 形成 N-nitrosamines，就 成了 1970 年 代 被 廣 泛報 導會「伴 隨 」
(associated with) 胃癌、大腸癌發生的危險因子，也被列為「惡名昭彰」11-14。那時我就讀醫學系，老
師教我們的、書上寫的、媒體報導的，醃肉、燻肉有亞硝酸鹽，不能吃，唯恐會「伴隨」致癌機率的
增加。

大勢所趨之下，美國肉品加工廠推出 non-cured ( 不添加 nitrate, nitrite) 的醃肉、燻肉產品。
然而，其中真的就「不含」nitrite 嗎？文獻指出所謂的 non-cured 是透過添加蔬果汁，例如芹菜汁、
菠菜抽出粉，等作為「醃製」的材料。在不同的濃度 ( 量 )、溫度、時間下會有不同的風味 ( 效果 )。
而芹菜、菠菜卻是上述幾種高含量 nitrate 的蔬菜。這不是換湯不換藥嗎？畢竟，要達到醃肉特殊的
風味，nitrate,nitrite 還是少不了的，不管你使用什麼方式！

圖二、大力水手卜派與菠菜（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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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間的過去以及研究成果的累積，nitrate 危害的證據似乎越來越薄弱而有益的證據卻越
累積越多。重要的是，胃液只會將蛋白質消化成 peptide，不會分解產生胺基酸，哪來的 secondary 
amine？那些 nitrate，nitrite 及後續產物在胃裡面根本不會生成 nitrosamine。那些細胞實驗、動
物實驗、公衛統計真是害人不淺啊！更何況，如果食物中的 nitrate 有害的話，那麼上述的「腸道—
唾液腺循環」所聚集在唾液中比食物內含更高量的 nitrate 不早就殘害人類了嗎？所以，唾液中 
nitrate 的含量比蔬果中的高，蔬果中的含量又遠遠高於醃製肉類內的含量！這醃肉所背負的污名
實在太久、太沈重了。

NO 用來對 COVID-19 抗疫？

上天賜給我們 NO，它的殺菌作用保護呼吸道 ( 鼻粘膜產生 )、胃腸道；平滑肌鬆弛作用維持正
常的血壓與血氧 ( 呼吸 )。NO 可以協助人類抗疫嗎？

1977 年美國麻省總醫院 (MGH) 的麻醉科醫師 Warren M Zapol 在 N Engl J Med 發表了他
在 ( 肺動脈 ) 高血壓的研究報告。在那個年代，對於肺高血壓並沒有特別的療法。他從 Murad, 
Furchgott 以及 Ignarro 等三位學者的研究成果裡了解 NO 是可以降低體循環血壓的。於是他跟他
的同事 Claes Frostell 進行動物實驗，於 1991 年證實了「有毒的」NO 在低濃度 (40-80 ppm) 下混
合氮氣、氧氣 (60-70%) 讓實驗動物吸入之後，既不會傷肺又可以透過肺泡進入肺血管之平滑肌細
胞，透過 sGC，cGMP 選擇性的鬆弛肺動脈降低肺高血壓，逆轉低血氧帶來肺血管收縮的後果。至於
多餘的 NO 迅速經由血紅素快速清除之後並不會影響體循環的血壓 (70% 吸入的 NO 在 48 小時之
內會以 nitrate 型態從小便排出 )。1991 年英國學者 Pepke-Zaba J 在 Lancet 也發表論文指出在 18 
名病患及 10 名健康人的研究裡，給予 40 ppm 濃度的 NO 下，證實了 NO 可以選擇並有效擴張肺血
管降低肺高壓。1993 年 Zapol 團隊在 8 名正常人進行 40 ppm NO 的吸入性研究，同樣證實了可以
造成肺血管擴張，逆轉低血氧造成的肺血管收縮。1992 年 Zapol 與同事 Jesse D.Roberts Jr.、小兒
心臟科醫師 Peter Lang 共同在 Lancet 發表了 6 名 PPHN (persistent pulmonary hypertension 
of the newborn； 新生兒持續性肺高血壓 ) 的臨床試驗成果，NO 可以逆轉這些新生兒的低血氧問
題。陸續在幾個大型類似的研究之後 NO 這個「有毒」氣體在 1999 年 12 月取得了美國 FDA 的核
准可以作為肺高血壓的治療「用藥」！2001 年歐盟通過，2008 年日本也通過了。為了解決「給藥」
技術上的困難以及降低昂貴的成本，2015 年 Zapol 的團隊開發了一套方便、實用的 NO 孳生器 (5-80 
ppm, 0.5-5 l/min)。從此，吸入性 NO (inhalation NO, iNO) 成了新生兒、小兒肺高血壓的一個方便
又有效的治療選項。

1967 年 Ashbaugh 首度發表有關成人 / 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 (ARDS; adult/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的報告。其實 ARDS 是一個涵蓋極為廣泛的病名，臨床上通常透過支持性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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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醫治病患。1993 年 Zapol 加入德國 Rolf Rossaint 等學者的研究，將 iNO 用於 ARDS 的治療，在 
18-36 ppm 濃度的 NO 下，有效的降低病患的肺高血壓，減少肺臟內靜脈血的右至左分流 (right to 
left shunt)，提升動脈血氧濃度，成為 iNO 的一項「仿單標示外使用」(off-label use) 嘗試！不過，由
於 ARDS 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泛，其他學者的研究指出，iNO 似乎只對於 ARDS 帶來的肺高血壓有效，
對於其他部分效果並不明顯。

2002 年年底中國華南傳出冠狀病毒感染造成某些國家與地區 SARS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CoV-1) 的疫情。中國北京幾家醫院在 2004 年發表了一篇論文使用 iNO 進行 14
名病患 ( 試驗組 6 名 ) 進行「救援性試驗」(rescue/salvage trial) 的研究報告15。論文是由瑞典
Uppsala 大學 Goran Hedenstierna 指導，第一作者是曾在他的指導下當 research fellow 的 Luni 
Chen 醫師。他們發現在這有限病例的試驗中試驗組在 iNO (30-10 ppm，逐日下降 ) 的給藥下，動
脈氧濃度會上升而且效果可以持續到停用之後。因而推論，iNO 的療效可能不限於肺部血管擴張，
應該還有支氣管擴張效應。接下來 Luni Chen 在實驗室裡證實一種化學物質 SNAP (S-nitroso-N-
acetylpenicillamine) 產生的 NO 會抑制 SARS 冠狀病毒危害細胞的毒性。另外，瑞典 Karolinska 
Institute 的研究證實 SNAP 同樣的效果之外，還證明了實驗室裡模擬感染引發 iNOS 合成的 NO 也
會抑制 SARS 冠狀病毒的複製繁殖。2020 年 8 月，Uppsala 大學的學者們同樣再度證實 SNAP 釋
放的 NO 可抑制 SARS-CoV-2 病毒的複製繁殖。

2019 年年底武漢肺炎從中國武漢發源開始席捲世界，造成「世紀瘟疫」。（圖三）

2020 年 3 月正當義大利疫情大量增加時，德國與義大利的專家針對他們初步的治療經驗提出
了 COVID-19 肺炎屬於一種「非典型」ARDS 的說法。指出肺部血流由於大量流到發炎、無法進行有
效換氣的部位，引發嚴重的低血氧甚至缺氧的症狀。這是在傳統 
ARDS 病人身上所沒有看到過的，尤其是在發病的早期。這個說
法聽起來似乎耳熟能詳，2003 年發生 SARS 疫情的時候，中國
不就是稱它為「非典」肺炎嗎？那時的 SARS 約有 20% 會出現 
ARDS。

其實，武漢肺炎的早期確實是「非典」，等到晚期，整個肺臟
的狀況在惡化時也就脫不了 ARDS 的典型表現了！2020 年 4 月
間，諾貝爾醫學獎得主 Ignarro 指出 NO 具有抑制血小板凝血
( 減少血栓 )、抑制病毒複製、傳播，鬆弛氣管與細支氣管以及血
管平滑肌，等的作用，應有助於 COVID-19 病患的治療16。2020 年 
5 月 Hedenstierna 提出一個「假說」，如果使用間歇性「短期 圖三、COVID-19 疫情席捲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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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出高濃度」(short bursts at high concentrations) 的 iNO 吸入方式治療，很可能讓肺臟那些還
能進行換氣部位的血管擴張，並且把無法換氣部位的血流「引導」到這個能換氣的部位，可以更有
效的提升血氧濃度。6 月間，他繼續呼籲趁早使用 iNO 治療 COVID-19 肺炎病患。

雖然 iNO 可能抑制病毒、抗發炎又可解決肺高血壓、動脈血氧濃度降低的問題，醫界還是以
「傳統療法」優先。過去一年多以來各地醫療資源瀕臨崩盤，不容易進行大規模的臨床試驗，文獻上

使用 iNO 進行 COVID-19 病患治療的臨床報告少之又少。包括 2020 年 6 月 MGH 在 6 名孕婦身上
使用 iNO 進行「救援性治療」(rescue therapy)。也在 5 名成人病患身上進行類似的治療。另外，波
士頓大學醫學院有 39 例，中國深圳有 5 例，德國有 5 例，法國有 34 例，義大利有 10 例等幾篇報告。

相對於過去一年多以來全球近兩億確診的 COVID-19 疫情不啻九牛一毛。在各地醫療資源瀕臨
崩盤的當下，實在不容易同時進行大規模的臨床試驗，COVID-19 病患在整個治療過程當中，或許需
要用到呼吸器，也許在最終用到葉克膜之前可以多少考慮使用 iNO 給予協助、治療，畢竟沒什麼壞
處。未來國內也許可以考慮進行這種經由 NO 孳生器給予 iNO 治療 COVID-19 的臨床試驗。

至於對一般人的防疫，有什麼啟示呢？

諾貝爾醫學獎得主 Ignarro 教授不斷強調，中年之後體內 NO 產能每況愈下，令人怵目驚心！逐
漸深入閱讀更多文獻之後再觀察國內疫情劇變，不禁要懷疑老年人以及罹患「慢性疾病」的人一旦
感染 COVID-19 肺炎之後，死亡率特別高，是否與 NO 的缺乏有關。

很多老年人以及本來就有「慢性病」的族群一旦罹患 COVID-19 肺炎之後容易出現血栓、低血氧
而且死亡率較高，這些剛好又是製造 NO 能力最差而且血液中含 nitrate, nitrite 濃度最低的族群。
為因應未來 COVID-19 病毒的「流感化」，也許我們除了遵照防疫新生活的規定以及施打疫苗之外，
應該儘量用鼻腔呼吸，利用鼻黏膜產生的 NO 來殺菌，多吃含 nitrate, nitrite 的蔬菜 ( 例如菠菜、芹
菜……，等 ) 提升我們血液中用來產生 NO 的材料，超前部署準備抵抗萬一入侵的 COVID-19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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