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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為
「全球

頭號殺
手」的

心臟

病，每
年導致

約一千
七百萬

人死亡
，

相等於
每兩秒

就有一
人死於

此病，
情

況嚴峻
。為了

喚起市
民對心

臟健康
的

關注，
世界心

臟組織
聯會早

於200
0年

起便開
始舉辦

「世界
心臟日

」，希
望

透過推
廣，讓

大眾認
識何謂

健康的
生

活方式
，以及

預防心
臟疾病

的重要

性。

人的身
體就像

一副機
器，需

要集

合大大
小小的

部分配
合才能

運行。
而

心臟就
是當中

最重要
的大齒

輪，透
過

血管把
血液輸

送全身
，以推

動各器
官

的健康
運作。

然而，
一旦這

個「大
阿

哥」出
現毛病

，骨牌
效應就

會隨時
出

現，影
響其他

器官的
正常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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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骨牌效應一樣，若血管長

期受壓，血管內壁的組織便會容易

老化，導致變硬和增厚，令血液流

動緩慢，從而形成血栓，阻塞血

管運行。這時候，人的身體就如隱

藏着計時炸彈一樣，有機會因心肌

梗塞而死亡。因此，要預防心臟

病，還是應該從最初的源頭着手，

好好控制血壓，以免加重心臟的壓

力觸發難以想像的後患。

這亦是今年「世界心臟日」舉

辦的真正意義。

除了關乎自身健康外，李醫生

指出這亦加重了醫療制度的負擔。

「據公立醫院對冠心病的統計顯

示，每年有近二萬人因此

而入院，加上患有心臟

病的病人需反覆進出

醫院，無形中增加了醫療上的負

擔。這不但是香港需面對的問題，

更是世界醫療系統同樣面對的難

題。」

原發性佔逾九成

全港大約有一半成年人患有血

壓高，當中可分為原發性和繼發性

兩種。原發性血壓高的原因不明，

但卻佔總血壓高人數的90-95%，

有研究顯示有機會是由遺傳因素所

致；而繼發性血壓高則佔總患者人

數的5-10%，主要是由其他特定疾

病所致，如腎炎、賀爾蒙分泌過盛

等。

雖然原發性血壓

高的成因還有待研

究，但醫學界一

般相信與遺傳有莫大的關係。今年

美國John Hopkins大學發表了一項

長時間的調查，這項調查早於一九

四 七 年 便 開 始進 行 ， 共 跟 進 了

1,160名男生的血壓。當中發現，

若父母皆是血壓高患者，兒子在三

十五歲出現血壓高的機會，比父母

都不是血壓高患者的人高出二十

倍。由此亦證明了遺傳對患上血壓

高的影響力。

可是，無論是原發性或繼發性

的血壓高，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

在患上血壓高的初期，身體通常不

會出現明顯的徵狀，導致大部分人

都不知道自己患上血壓高。因此，

為免患病而不自知，大家應定期進

行身體檢查，盡快找出病源，及早

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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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經常聽人說血壓高會影響心臟機能，你又是否真

 正知道甚麼是血壓呢？

A1： 血壓是指血液流動時對動脈壁所產生的壓力。當

 心臟收縮時，血液對血管壁造成的壓力較大，稱

 為收縮壓（又稱上壓）；當心臟舒張時，血管壁

 所受壓力較細，稱為舒張壓（又稱下壓）。

Q2： 血壓點算高低？

A2： 正常的血壓收縮壓應該在140以下，而舒張壓則

 在90以下。根據數據顯示，如果收縮壓超過160

 或者舒張壓超過90，心臟病的發病率會比血壓正

 常的人高出五倍。

血壓Q&A

血壓多誤解
誤解： 正確解答：

情緒經過受壓，不懂得自我 任何人也可能患上血壓高，

放鬆的人容易有血壓高？  所以都應時常注意自己的血

 壓。

血壓高患者經常會頭痛及容 患有血壓高的人，絕大部分

易疲倦？ 無任何病徵。

當病情受到控制時，便不需 血壓高是不能根治的，因此

再服食降血壓藥物？ 患者應按時服藥，以免病情

 再度惡化。

年 九 月 的 最 後 一 個 星 期

天，便是世界心臟組織舉

辦「世界心臟日」的大日子，全球

共有超過一百個國家參與這項盛

事。由2000年起，今年已是第九

屆舉行，而2008年的主題就定為

「認識血壓 護心有法」（Know 

Your Risk，Focus On Hyperten-

sion），強調血壓健康對於心

臟健康的重要性。

冠心病最為普遍

今年世界心臟日選擇以

血壓作為主題，可見血壓問

題對心臟有着極其重要及密

切的影響力。據香港心臟專

科學院代表李樹堅醫生表

示：「心臟病的死亡率中，

以冠心病排最高。而冠心病

又名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

心臟病，血壓高是主要

原因之一。當血壓過

高，令血管長期受

壓，容易使血管內

壁失去彈性，加速

血管硬化和脂肪積

聚，導致粥樣動脈硬

化，即冠心病。」

每

香港心臟專科學院代表李樹堅醫生

料庫資 你知話

少部分血壓高患者或會出現頭痛的徵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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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壓高初期不像其他疾病般有

明顯的徵狀，所以患者並不能察覺

自己已得病，很多時都是在進行身

體檢查或治療其他疾病時才發現，

因此靜悄悄發生的血壓高又稱為

「沉默的殺手」。及早診斷和治療

血壓高可以防止或延緩併發症，避

免不必要的損害，李樹堅醫生表

示：「部分血壓高人士或會感到頭

暈、頭痛、疲倦，但更多人是完全

不自覺的。即使不是冠心病，長期

血壓高對心臟都會造成負擔，如果

打理不好的話，嚴重者會發生腦血

管意外（中風）、冠心病、心臟衰

竭和腎衰竭。」

血壓高心臟病皆可無徵兆

心臟問題十分廣泛，較常見的

有冠狀動脈心臟病（簡稱「冠心

病」）、心律不正、心瓣膜病、心

臟衰竭、心絞痛等，而香港較多人

患的是冠心病。由於心臟與血管有

密切的關係，所以控制好血壓是預

防心臟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心臟病

可以全無症狀，亦可能出現心絞

痛、氣促和心悸不安等現象，部分

人更會在毫無徵兆下突然死亡。懷

疑患有心臟病的人士應趕快進行全

面的身體檢查：包括心電圖檢查及

血液測試，亦可按需要進行超聲波

檢查、運動心電圖、心導管檢查

等。若證實患有心臟病，情況輕微

的話，一般接受藥物治療便可；若

病情較為嚴重或危害到生命，可能

要採用手術治療，例如通波仔、放

置內支架、搭橋、安裝起搏器等。

香港心臟專科學院義務秘書暨

世界心臟日2008專責籌募委員會主

席王國耀醫生指出，近十多二十年

來，在中國因中風而死亡的個案非

常嚴重，其中因血壓高而中風的機

會較平常人高四至五倍，實在不容

忽視。血液是由心臟泵出再流經身

體各個部分，所以血壓高除了直接

影響心臟運作外，還有可能併發其

他疾病。有數據顯示，血壓高人士

患冠心病的機會較平常人高三至五

倍，而常見的心臟問題則有心肌肥

厚令心跳紊亂或心臟衰竭；因大動

脈撕裂（如上主動脈）而死亡；大

動脈底部膨脹引致心瓣倒流。

血壓高影響血液流通

此外，血壓高原來亦會牽連眼

睛和腎臟。由於腎是身體相當充血

的器官，若腎小球因遭受到血壓高

的強大壓力而受損，會提早纖維

化，導致蛋白尿、血尿、腎衰竭

等，而血壓高加上糖尿，又會加重

腎衰竭的情況。至於眼睛方面，眼

球過長且血壓升高，會造成視網膜

脫落或撕裂；若血壓高而影響到眼

神經者，視力會變得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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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中風包括腦溢血和腦梗塞。近年來中風在東方人中極

為普遍，腦溢血是指由於血壓高使腦的微血管破裂，引起腦部

出血的疾病。腦梗塞是由於血壓高使腦部動脈內膜發生障礙，

障礙部分形成血栓，腦細胞遭到破壞，造成與腦溢血相同的後

果，就是部分的腦部組織壞死。中風如果情況輕微，會導致行

動不便或大小便失禁，嚴重者則可能會引致半身癱瘓或有生命

危險。

何謂腦中風？

藥物對治療血壓高一般有很理想的效果，但必須

得到病人的充分合作。即按醫生指示定時及長期服藥

和定期覆診，並注意生活上的調適：

控制血壓十件事

由於血壓高超過九成是因遺傳而來的，因此飲

食習慣其實只是誘發原因，並不是直接導致的元

兇。不過，維持健康的飲食習慣仍然是必需

的。在日常的飲食中，切忌進食多油、多糖、

多鹽及肥膩的食物，盡量減低血管間的脂肪

積聚，讓血管更流通，血液運行得更順暢。

健康飲食知多少

其實，膽固醇亦有好壞之分，「好膽固

醇」能把血管內過多的膽固醇帶回肝臟，再排出

體外；相反，「壞膽固醇」則會把膽固醇帶到其他

器官的血管，令脂肪積聚，收窄血管，阻塞血流。

據臨床研究發現，「好膽固醇」的水平每提高

1%，患上心臟病的風險便減低2%至3%。因此，要增

加「好膽固醇」，除了需要多做運動外，亦需多吃含

不飽和脂肪酸及少糖食物。另外，對於部分長期服藥

的心臟病患者來說，除了服用他汀類藥物來控制「好

膽固醇」水平，亦可考慮同時使用煙酸類藥物，它能

有效紓緩血管內壁的厚度增加，減低心臟病發及中風

的機會。

心血管健康
有賴好膽固醇

你知話

你知話

多啲知

你知話

1. 停止吸煙 。

2. 戒掉喝酒。

3. 不要暴飲暴食，保持理想體重。吃適量澱粉質食

 物例如粥、粉、麵、飯、麵包、薯仔等；少吃糖

 類食物，如糖果、甜餅、雪糕、甜品等。

4. 飲食要以清淡為主，少吃鹽、豉油及太鹹的食物

 例如鹹魚、腐乳、鹹蛋、豆豉、蝦醬、話梅、榨

 菜等。 

5. 少吃脂肪及高膽固醇食物例如豬油、油條、奶

 油、內臟、鵪鶉蛋、魷魚、墨魚、臘味等。 

6. 研究證明，多進食含鉀量豐富的食物例如番茄、

 紅蘿蔔、香蕉、果仁等，有助降低血壓及減低中

 風的危機。

7. 不要以為患了血壓高便不宜運動，其實適量及持

 之以恒的運動有助降低血壓水平。 

8. 爭取充足的休息。

9. 避免精神緊張。

10. 定期檢查身體，控制血壓的水平。

世界心臟日2008專責籌募委員會主席王國耀醫生

定期為自己量度血壓，以免患上血壓高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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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心臟病於香港的死亡人數還未超

越癌症，但據全球統計數字來說，心臟病及

中風已是全球第一號殺手。據李樹堅醫生透

露，近年港人對心臟病的認知愈來愈豐富，

預防工夫亦愈做愈好，加上醫療科技進步，

直接令心臟病的死亡率維持在很平穩的水

平，最近甚至有輕微下滑的趨勢。

料庫資

你知話

香港去年十大疾病
死亡人數（資料：衛生署）

一般而言，男性比女性較早及較易患

上心臟病，這是不可改變的事實。男性患

上心臟病的機會比女性高三至五倍，但在

女性停經或五十歲後，這個差距會收窄。

雖然女性患心臟病而死亡的機會會增

加，但仍比男性為少。要探討當中

的原因，李樹堅醫生認為可能

是男性的飲食習慣以肉類

為主有關，但這只是

一個參考的解釋。 

男性更容易患上
心臟病？

血壓高是世界嚴重的健康問題

之一，香港人亦深受其威脅。王國

耀醫生說：「在香港，五十歲以上

的人士中，15-16%有血壓高，其

中四分之一人完全不知道自己有血

壓高；知道自己有血壓高但治療不

達標的佔三分之二；知道自己有血

壓高而又治療達標的只有四分之

一，可見自覺性不足及沒有持續跟

進治療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僅四分一人治療達標

血壓高是一種長期和慢性的疾

病，治療一定要有耐性。如果血壓

只是輕微上升，或沒有特別的致病

成因，病人可嘗試改變起居模式包

括飲食習慣、生活節奏及運動量等

來改善情況，若持續進行三至六個

月仍未能穩定血壓水平，便要服用

降血壓藥來控制。很多藥物都能有

效地控制血壓及減少併發症的出

現，但必須長期服用，其間需定期

前往醫生處覆診，檢查血壓的水

平。王醫生強調，血壓高治療不達

標的主要原因是病人自行購買降血

壓的成藥來服用，又或未經醫生許

可，自行停服或故意漏服處方的降

血壓藥。須知降血壓藥物是終身性

服用的，病人的血壓是靠藥物控制

在理想水平，所以即使血壓回復正

常或沒有了症狀仍要繼續服用， 

因 為 突 然 停 藥 可 出 現 「 反 跳 現

象」，使血壓急速回升，嚴重者可

導致抽搐或昏迷。

十大排名 （依次序） 死亡人數

1. 惡性腫瘤 12,314

2. 心臟病 6,373

3. 肺炎 4,978

4. 腦血管病 3,513

5.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2,096

6. 疾病和死亡的外因 1,844

7. 腎炎、腎變病綜合症和腎變病 1,347

8. 敗血病 737

9. 糖尿病 506

10. 慢性肝病和肝硬變 400 

運動有助增加「好膽固醇」，減低心臟病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