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CUS 健康講座 | 準高血壓的健康邊緣值

了解自己的血壓
你了解自己的血壓值是多少?它是
否處於正常狀況? 同時, 對於血壓偏高
的標準知道多少? 如果對這些問題的答
案模糊不清, 那便要好好關心自己的血
壓狀態。因為血壓數值的高低, 最能反
應一個人的身體健康狀況。
2003年美國心肺血管協會針對現代
人的血壓問題, 曾對正常健康狀態的血
壓值做過重新釐定, 將正常標準值, 降
低為120/80mmHg(毫米水銀汞柱), 這個
新的標準數值說明, 有數千萬的“邊緣
人”, 其實已屬高血壓病患。這也意味
著愈見升高的血壓問題, 不但影響著大
眾的生活與健康, 同時也顯示現代生活
與血壓高低越來越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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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美國心肺血管協會公布的血
壓新準則指出, 約4500萬名原來被認為
血壓屬於正常或處在正常邊緣的美國
大眾, 實際上應屬於“準高血壓”的(prehypertension)病例, 該協會同時建議大
眾, 多運動少吃鹽, 調整生活習慣, 以降
低患上高血壓的機率。
這項刊登在“美國醫學會期刊”網
站的新準則, 將正常血壓標準向下調為:
心臟收縮壓(systolic pressure)和舒張壓
(diastolic pressure)在120/80mmHg以下;
而在“正常”至140/90mmHg間, 則為“準
高血壓”。至於高血壓的標準, 則未做
改變, 即達140/90mmHg或以上, 便屬高
血壓。
新準則認為,
以前視為正常的
120/80mmHg, 其實還不算健康, 醫學研

究發現, 當血壓值超過115/75mmHg, 會
開始對血管造成損害, 甚至是以前認為
正常血壓的130/85mmHg, 日後患上心臟
病導致死亡的可能, 也會增加一倍的機
率。
新準則強調, 雖然血壓隨年紀增長
而上升, 但若能及早注意血壓的問題,
至少可將血壓逐漸升高的時間, 往後推
移, 也就是說, 拉長血壓緩慢升高的時
間,
以逐年推遲血壓對健康的無聲威
脅。
降低了標準線的新準則, 對許多血
壓常年維持在120/80mmHg上下, 自認
血壓屬於正常的人而言, 現在竟被毋歸
為“準高血壓”患者的類別, 確實十分震
驚。然而這也是一項警訊, 提醒大眾更
應重視血壓數值高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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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下城醫院這項自1994年開始
進行的研究, 可以明顯看出, 華裔中風
美國心臟協會的瓊斯說, 美國幾乎 病人因為患有高血壓, 但未經治療的比
有三分之一病患, 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壓, 例確實不低。而更讓醫界憂慮的是, 許
甚至是已被診斷為患有高血壓的, 竟也 多華人對自己的血壓實情並不十分了
有高達三分之二的病人, 病情並未獲得 解, 一些潛藏著“準”高血壓可能因素的
良好的控制。
人, 也面臨血壓增高的威脅。
紐約大學下城醫院腦神經專科符傳
研究分析顯示, 在這些未進行高血
孝主任指出, 該院針對華裔中風進行的 壓治療的病例中, 有不少病人根本不知
研究分析發現, 有高達六成五的華裔患 道自己患有高血壓, 導致腦出血的機會
者, 並未有效控制高血壓。
大增。研究小組推測, 這或亦與華裔中
該院追蹤調查華裔中風病患的研 風患者中, 腦出血比例突顯較高的現象
究, 和第三次全美健康營
養調查數據比較顯示, 高
血壓未獲控制的華裔高
達65%, 較美國白人的53%
為高; 華人不知自己患有
高血壓的比例為36%, 亦
較其他族裔為高。但在
接受高血壓的治療方面,
華人的72%則比白人的
81%為低; 另外, 知道自己
患有高血壓, 華裔的24%
也較白人的29%低。
腦血管疾病的臨床
表現, 也就是我們經常聽
到的腦中風,
它是一種
突發性神經學方面的問
題。腦中風是成年人所
常見及嚴重的腦部疾病,
也是導致中老年人身體
殘障的主要原因之一。
符傳孝醫生表示, 華裔
有所關係。
發生腦中風的年齡層, 較其他族裔為早
醫學研究發現,
血壓高低會隨生
的數據, 也說明了, 華人較其他族裔要更 活、情緒而變化多端。但是也因為高
早的面臨中風危機。而更讓醫生擔心的 血壓沒有顯著病徵, 患者不易察覺明顯
是華裔病人並不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 不適, 在引發重大併發症前, 並未出現
特別是已有高血壓病史者, 卻沒有適時 足以提醒人的徵狀, 它所造成的無形殺
獲得治療, 提早預防;相對的, 亦間接提 手威力, 亦格外強大。
早出現中風病症。
他指出, 血壓與腦出血中風的關係 血壓形成的機制
十分密切。中風發生率增加的關鍵, 仍
在於血壓的高低。要預防腦出血, 關鍵
當血液經由心臟送出,
在血管內
在於病人血壓的控制好壞。這也就是 運行時, 加諸血管壁的壓力, 便稱為血
說, 若能良好控制高血壓, 便可大為降低 壓。它是由前後兩個數字來表達, 位列
腦出血的中風發生機率。
前面的, 是當心臟收縮時所產生的血壓,

缺乏定期測量 不知血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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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收縮壓, 正常的數值為120mmHg;
後面的則是心臟舒張時的血壓, 正常情
況下為80mmHg, 血壓數值是以毫米水
銀汞柱(mmHg)為單位。
人體因為有一個類似加壓幫浦的
心臟, 它不斷將血液打入全身的動脈血
管, 以提供氧氣, 藉以維持生命。由於
心臟加壓及動脈血管壁本身的彈性, 使
得血液與血管壁接觸時氣產生壓力, 這
便是血壓的由來。
健康成年人的血壓數值範圍較廣,
因為個人健康狀況差異而有所不同, 而
且由於情緒影響, 也會出現
高低不同的測量結果。例如:
休息、睡眠時, 血壓會低些;
心情緊張、運動或吸菸, 則
會促使血壓升高; 此外, 隨著
年齡老化, 由於血管趨於硬
化等多種原因, 收縮壓的血
壓值, 亦會隨之增高。
高血壓是無聲無形的殺
手, 許多人因為對它不了解
或疏於注意而失去健康, 甚
至喪失生命。其實它是非常
普遍的疾病, 且不會因為族
裔不同, 而產生高低不一的
罹患率。但是華裔對血壓高
低的控制, 卻是不夠重視, 甚
至不認為必須定期檢查測量,
往往因為疏忽了血壓升高的
現象而危及健康。
醫界研究發現, 容易患
上高血壓的人群特性有: 家族中有高血
壓患者(特別是父母親); 40歲以上的中
年人; 體型肥胖者; 吸菸飲酒及習慣高
鹽飲食者; 長期工作過度疲勞、生活緊
張的人等。
醫生指出, 高血壓患者初期不一定
會有明顯症狀, 多數人是在例行的健康
檢查中, 發現血壓數值有異。高血壓可
能出現的症狀包括: 早晨醒來頭頸部痠
痛、頭暈、耳鳴、視力模糊等。
高血壓是許多中老年人的共同問
題, 不過, 除非特別注意自己的健康狀
況, 當患者發現血壓有問題時, 往往已
出現影響日常生活的症狀。若等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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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嚴重併發症, 才有所憬悟, 很可能為
時已晚。

資訊小站

血壓值在什麼情況下, 才算正常?

血壓增高危害直逼心臟
其他有關高血壓的併發症,最為人
所熟知的莫過於腦中風。當血管硬化
的情況出現在腦部時, 很容易發生血管
破裂, 這時腦細胞會因為缺氧而失控。
最明顯的後遺症, 就是患者在中風後,失
去語言、運動甚至感覺的能力,這不僅
對病患本身是種極大的傷害, 對陪伴照
顧的親屬來說, 也是一種負擔。
別小看血壓對身體的影響, 即使血
壓只是輕度偏高, 也會對心臟造成負擔,
造成心室肥厚。而動脈血管壁則會因
為高血壓而帶來硬化的危機, 從而增加
血管栓塞的機會。
醫生同時發現, 經常有患者對血壓
高的治療不以為意, 往往由於吃了藥也
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而未持續追蹤治療,
進而影響身體健康。
依照世界衛生組織釐定的高血壓
定義, 當血壓處於140/90mmHg以下時,
可視為正常, 但是若超過此一標準, 便
可認定為高血壓,必須看醫生進行定期
檢查, 同時, 更不可忽略經常定時測量
血壓的必要性。
事實上, 在140/90mmHg此一標準
以下, 也是有所區分的。站在醫學的立
場, 不只是140/90mmHg, 包括血壓值在
130-139/85-89mmHg範圍內的現象, 則被
視為血壓是“有點偏高的正常狀況”。
醫生指出,血壓處於這個範圍內的人, 應
該每年看一次醫生, 以切實了解、掌握
血壓的變化。
美國心肺血管協會的新準則, 並未
降低高血壓的標準; 但是提醒血壓值在
120/80mmHg至140/90mmHg間的大眾,
不可輕忽血壓值的變化, 需隨時注意,
可能會有血壓升高的威脅。
要避免血壓升高, 主要還在於生活
習慣規律健康, 特別是注意經常運動的
重要性, 遠離菸、酒及刺激性食物, 注
意飲食均衡、作息正常, 是預防血壓升
高的基本原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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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現代飲食習慣改變, 大眾過
於耽迷於電視、電腦及電動遊戲的
生活型態,

再加上缺乏足夠的運動,

人體血壓值的健康正常範圍, 亦有所
調整。
面對高低不同的血壓數值情況,
應該採取那些處理步驟?
依照世界衛生組織釐定的標
準, 成年人的收縮壓與舒張壓分別為
120/80mmHg(毫米水銀汞柱)時,

是最

好的血壓狀況, 並不需要擔心血壓高
的問題。
當血壓處於130/85mmHg的情況
時,

原本被定為屬於正常的血壓值,

依照美國心肺血管協會的新準則, 將
之提升為“準高血壓”的範圍。
醫界建議, 除了定期測量血壓, 同時為避免血壓發生變化, 應該每隔兩
年前往醫師處檢查, 以隨時掌握身體的血壓狀況。
如果血壓位於130-139/85-89mmHg的範圍, 在醫學上稱之為“有點偏高
的正常狀況”, 新的準則也將之列為“準高血壓”, 以提醒大眾注意血壓
問題。
由於這個數值已接近世界衛生組織所釐定的高血壓標準, 建議必須每
年看一次醫師, 以確實了解血壓的變化。
對超過50歲的人來說, 心臟收縮壓控制在140的標準數以下, 要比降低
舒張壓還要來得重要。
經過多次詳細檢查, 若經醫生診斷確定為高血壓, 對於不同的血壓數
值, 高血壓也做了不同階段的區分。
當血壓數值達到140-159/90-99mmHg時, 醫界歸類屬於初期的高血壓。
在這種情況下, 大多的患者沒有出現明顯症狀; 然而, 不要以為沒有徵狀呈
現, 便忽略了高血壓的存在, 應該及早看醫生, 進行必要的治療。
特別要提醒的, 有關高血壓的控制, 過去的建議是以140/90mmHg為正
常範圍。然而鑑於現代人生活型態改變, 慢性疾病纏身, 控制血壓實屬對
抗慢性病的基礎, 現代醫界對血壓的控制標準, 也有所降低,通常建議是在
130/85mmHg的範圍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