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臟檢查應如何選擇？ 
  隨著人們壽命 的增加， 心臟病已 成為 中老年人常見 疾病。因 此人們常 常

會遇到不同的 心臟病檢 查方法， 而心電圖 是最基本和最 常用的方 法。 

  心電圖又 可以根據 不同做法 分為：靜 息心電圖、24 小時 動態心電 圖和運

動平板心電圖 。 

  靜 息心 電圖，是病人在安靜狀態 下描 記的，一般 可記錄數 秒鐘，記錄患

者當時的心臟 電活動以 及傳導情 況。由於 其為一種無創 性的檢查，適用於 任

何人仕，特別 是自感心 悸、胸悶 和胸痛者；主要用來診 斷心律失 常（心動 過

緩、心動過速、心律不齊、異位搏動 等）和心肌缺血（心 絞痛和心 肌 梗 塞 ）。

對心臟變大、 藥物性心 臟病等也 有一定的 診斷價值。 

  24 小時 動態心 電圖 ，是通過跨在病 人身上的小型 計算機， 把病人 24 小時內 的心電信號

全部記錄下來，然後 通過計算 機分析後 得 出診斷。動 態心電圖 是對靜息 心電圖一 次 只能記錄

幾秒鐘的不足 的改善。如一些 心律失常的 病人，不正 常心電圖 不是經常 都有，有 時 每天只出

現幾次。因此，在醫 生診所做 靜息心電 圖 時，往往碰不上 異常的心電 圖，而動態 心 電圖不僅

能連續記錄 24 小時內 的全部心電 信量， 而且可以觀察 病人在不 同條件下 ，如運動 、進食、

睡覺等時的心 電變化， 以明確病 人不適的 原因，對臨床 診斷有一 定幫助。 

    運動平板心電圖，是通過增加運動量以觀察心臟的適應能力。其原理是運動時，心肌耗氧量增加，

冠狀動脈血流量不能相應增加，即引起心肌缺氧，心電圖上出現異常的改變；它是一種簡單實用、無創

傷和安全的檢查，因此其可作為冠心病早期篩查。如運動時胸痛，而靜息心電圖正常的病人，特別是年

齡>40 歲，腦力勞動者，可建議其作此項檢查，以便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冠心病。對心功能的評估也有

一定的幫助。 

韓花醫生供稿 

均衡飲食的重要性很多人都知道，但卻難以做到，究其原因如下： 
① 食物選擇不當 

在大街小巷的酒樓食店，美味食品琳瑯滿目，大多數人難以抗拒誘惑，選擇時考慮口味的吸引力多於營

養價值，如果任憑口感，可能極易沉溺於高脂肪，高膽固醇及甜食品中以致肥胖。 

② 不良飲食習慣 

由於工作緊忙，無法定時進食，甚至不吃早餐或省略午餐，結果導致多吃零食或晚餐過於豐富，這種不

健康飲食習慣，可能從小開始，形成日後難以改變的習慣，對成年肥胖有很大的影響 
③ 出 外 進餐 

今日的生活形態，許多主婦沒有充足的時間去準備營養膳食，因此慣常在外用餐，可能導致飲食不均衡。 
④ 偏      食 

許多人有偏食習慣，不喜吃某些營養豐富的食物，如蔬菜、水果及牛奶等，結果造成某些營養素缺乏。 
⑤ 不當的烹調方法 

如果食物烹調時間過長，烹煮溫度過高，許多維生素會在煮時消失；蔬菜、水果在水中浸的時間過長，

也會使維生素含量流失。加糖或味精，可以增加口感，但對患有某些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壓的人，會因

攝取了過多糖或鹽而加重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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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識“ 老人痴呆症 ”嗎?? 
老年痴呆症是在心智成熟後

意識清醒下，因大腦皮質神經元

退化變性，包括記憶判斷、抽象、

思考、推理等能力之退步，影響

生活及工作能力。主要可分為阿

滋海默氏症、血管性痴呆症，或

是兩者混合型式的疾病等。血管

性痴呆症是由中風和腦血管疾病

所致的，亦是造成老人痴呆症的

重要和普遍成因。 
臨床症狀可分為早、中、晚

三期來觀察：(一)早期的症狀包

括：記憶力減退(尤其是最近發生

的事情特別容易忘，而早年記憶

猶新)、空間結構異常(常導致無法

清楚的辨識方向而迷路)、抽象思

考能力退化(不能理解事物間的

異同)、計算能力衰退(如買賣東西

時特別容易混淆)等；(二)中期常

出現的障礙則包括：語言理解能

力下降(表達不清、弄不清別人的

意思)、社會判斷力減弱(如禮節的

忽略、行為怪異等)、以及規劃動

作能力的下降(如工具無法使

用、不知如何舉筷等)等；(三)到
了後期，病人的認知功能更嚴重

退化至「忘了我是誰」--認不出鏡

子中反映出的自己，也無法辨識

親人，語言表達的能力明顯退

步，喪失生活自理能力，甚至行

動困難，大小便失禁、長期臥床。

必須強調的是，約有半數的病人

於其病程中伴隨著精神病症，包

括妄想症、幻覺、暴力、憂鬱、

焦慮、睡眠顛倒等等。 
老年痴呆症的藥物治療方

面：其實患上老人痴呆症並非無

藥可救，只要診斷到可以治療的

原因，約十分之一的患者是可以

完全被治療的；其次，透過藥物

是可以改善患者的徵狀，改善智

能。 
所以老人痴呆症是有救的，而且

要早一點救!!! 
馮慧心姑娘供稿 

太陽下的安全活動守則----預防常識 

保柏的葆拉費格林（Paula Franklin）醫生作出以下

建議： 
 如果您的皮膚較白或屬於敏感皮膚、有雀斑或

痣，又或家族成員曾患皮膚癌，宜選擇防曬指數

最少 15 或以上的防曬用品；兒童也應使用防曬

指數最少 15 或以上的防曬用品，嘴唇、面脥及

鼻子可使用物理防曬膏； 
 應在出外 20 分鐘前塗上防曬用品。不要吝嗇使

用的份量，並應確保身體外露的所有部位均塗上

防曬用品，尤其是頸背，以及不常受到陽光照射

的部位，例如肚部及背部； 
 經常補塗防曬用品，尤其是在游泳或運動後。防

水的防曬用品可能更適合您； 
 上午 11 時至下午 3 時期間應在遮蔽的地方活

動，因為這個時段的日照最為強烈； 
 不要受雲層、布質太陽傘或甚至衣服的蒙騙，即

使為上述物品所遮擋，您仍有可能被太陽曬傷。 

 很多衣服都不能阻擋紫外光，所以替小孩穿上 T
恤可能仍未必足夠，需要穿上具防紫外光功能的

特別衣服； 
 在水中、水面或水邊活動，也要特別注意，因為

水會反射太陽的光線，令您更容易被太陽曬傷； 
 戴上能遮蓋面部及頸背的帽子； 
 多喝水，以防止脫水； 
 如果您被太陽曬傷，爐甘石藥膏或酸乳酪有助舒

緩赤熱的皮膚，您也可浸一個冷浴或來一個涼快

的淋浴。如果曬傷得嚴重，便應找醫生治理。 
最後，費格林醫生說：「很多人都愛天朗氣清的天

氣，但要注要到，您其實正在一步步令皮膚產生皺

紋及老化，更甚者是把自己推向皮膚癌的危機。日

曬絕對沒有安全的份量可言，大家應該以同樣的態

度處理太陽下的安全活動，那就是預防及保護永遠

勝於承受惡果。遵行太陽下的安全活動守則，便能

有助減少自處險境的機會。」 

最新通告： 
  由於近年百物騰貴，在醫療領域方面無論對病人及醫護人員都要做足各項保護措施，導致成本不斷

增加，而且我所已多年没有調整收費，因此為了保持我所的優質服務，故從 9 月 1 日開始作出以下調整： 
掛號費：42 元、頤老卡掛號費：38 元、福利卡掛號費：35 元、 
中醫跌打物理治療收費：45 元、中醫跌打物理治療福利卡或健康之友收費：40 元…… 

活動消息： 
  為了慶祝我所成立 55 周年所慶，於 5 月 28 日下午 3 時在聯邦酒樓舉行之『健康之友下午茶聚迎所

慶』，是日約有 200 多名會員及家屬參加，場面熱鬧，氣氛融洽，席間邀請了多名會員及醫護人員唱歌

助慶，還設有大抽奬等項目，直至 5 時左右在歡樂的笑聲中結束，各會員均希望我所能為他們舉辦多些

文娛、聚餐活動。 
最新活動消息： 
  我所每年為會員提供的免費身體檢查『健康之友同樂日』擬定於 11 月中舉行，敬請留意下期健康

之友會訊或於 10 月 10 日後致電 573834 鍾姑娘或吳姑娘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