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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第 1334 次例會 2020 民國 一○九 年 五 月 廿六 日 【第二十五卷．第 三十 期】

上週民國 109 年五月十九日第

1333 次例會，邀請張詩聖醫

師 (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主任

秘書 ) 做「隱形殺手心血管疾病～

心臟科醫師教你如何心血管保健」

專題演講。

Rich 林耀清社長報告，歡迎

今日的講師張詩聖醫師，張醫師

是中國醫藥學院心臟科主任、中

國健診中心主任及兼院長室主任

秘書，感謝他百忙之中撥空前來

演講。

準社友 Hope 將在六月二日

宣誓入社，他已超過四次，而且

參與力非常高，也協助本社主辦

的地區講習會，我們熱誠歡迎他

的加入。

Rich 社長報告，歡迎陳維國

先生，他是 Lawyer 社友介紹的，

三個月前就曾蒞社見習，但因新

冠肺炎疫情的關係，我們休會一

段時間，今天再次歡迎他與會。

Rich 社 長 報 告，5 月 24 日

（星期日）奉 20-21 年度 Eyes

總監指示舉辦地區訓練會，當天

本社下一屆的社長、秘書、財務

五大主委一定要全員到齊。還有

十多位社友需出公差：社長我及

Gary、Archi、King、Model、

Kenchiku、Tony、Casa、Bob、

Accountant、Casting、Hope 以

上社友請於 8:30 以前到達現場，

我們要提前佈署，我們辦得好，

大家對南門的評價就會高，提昇

南門對外的形象。

Rich 社長報告，6 月 30 日在

霧峰球場舉辦 25 屆社長卸任盃高

爾夫邀請球賽，這是有史以來第

一次舉辦，有參加獎、飲料喝到

飽、洞洞有獎、趣味競賽…等等，

獎品相當豐富，另開闢 VIP 室有

中國牌戲，滿足每人個的需求，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Doctor 劉銖淇秘書報告，下

週二例會邀請 邵棟綱建築師專題

演講，請社友踴躍出席。

Doctor 秘書報告，六月二日

舉行慶生會暨歡迎新社友 Hope 宣

誓入社，請社友偕夫人踴躍參加。

例會結束後召開新舊任理事

會，請理事會留步。

  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資產訂價」變動下的「基準指標」檢視

主  講  人：邵棟綱 建築師（邵棟綱建築事務所 負責人） 



第1333次例會

上週民國 109 年五月十九日第

1333 次例會，邀請張詩聖

醫師 (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主

任秘書 ) 做「隱形殺手心血管疾病

～心臟科醫師教你如何心血管保

健」專題演講。

Surgeon 介紹張詩聖醫師，

張醫師跟我一樣，畢業於高雄醫

學大學，大學時就展現出他領導

者的丰采，說起話來如沐春風。

張醫師是有外科性格的內科

醫師，所以他後來選擇心臟科，

中國醫藥學院心臟科有三十多

這個角度來與大家分享。

心血管疾病可怕的地方，在

於它發作時是不會有任何症狀

的，跟腦中風是一樣的。這種病

症一發作，要嘛就上手術台，要

嘛就上神主台…來得快，去得也

快。

心血管疾病症狀警告有以下

幾個症狀：心痛（胸痛或胸悶）；

喘（胸痛合併喘氣）；盜冷汗（胸

痛合併冒冷汗）。

我們為什麼要認識心血管疾

病？因為心血管病是可以預防及

治療，或是可以得到改善的重要

疾病，及早就醫及治療都可以得

到不錯的療效。

1. 全球的第一位死因。

2. 發生心肌梗塞（心臟病

發）的病人，將近百分之三十的

人之前沒有胸悶不適過。

3. 發生心肌梗塞（心臟病

發）的病人，有 1/4 的病人在到

達醫院前即已經死亡。猝不及

防，造成患者與家屬終生遺憾。 

4. 年輕化趨勢，罹病者常是

家庭支柱或正值事業顛峰之時。

在心血管疾病危險因子，不

可改變的因子有：1. 年齡 2. 性

別 3. 家族史。

可改變的因子：1. 高血壓

2. 糖尿病 3. 高血脂 4. 抽菸 5. 肥

胖 6. 少運動 7. 精神壓力

為什麼要控制高血壓？控制

高血壓可以減少中風發生率大約

35-40%；減少心肌梗塞發生率

大約 20-25%；減少心衰竭大約

50%；整體死亡率大約 15%。

常有病人問我，血壓不正常

就要馬上吃藥嗎？這要透過長期

位主治醫師，在這眾多醫師，張

醫師是做心導管方面最優秀的，

所以很年輕就當上心導管室的主

任，代表他在這方面是非常專業

的。在臨床方面做得很好，很多

能力被賞識，後來擔任健康中心

主任，不到一年又擔任主任秘

書，也是中國醫藥學院最年輕的

主任秘書。

張詩聖醫師說，很高興今天

來南門社做經驗分享，我知道很

多社友也是醫師或是有醫療專業

背景，這部份我會以心臟科醫師

隱形殺手心血管疾病
～心臟科醫師教你如何心血管保健

主講人：張詩聖 醫師 
(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主任秘書 )

▲張詩聖醫師專題演講：隱形殺手心血管疾病～心臟科醫師教你如何心血管保健



血壓的監測，再由醫師判定是否

需要吃藥，有些病患是故意不去

量血壓，到已經有蛋白尿了到照

ｘ光片心臟肥大，他還是不想吃

藥，這種已經影響到中端器官的

損傷，容易引起併發症，影響後

果甚鉅。

很多人以為是吃高血壓的藥

吃到敗腎，其實是錯誤的觀念，

把血壓控制好是防止腎臟衰竭最

重要的措施之一。

另外，喝酒可以降血壓嗎？

剛喝完會降，長期喝較大量的

酒，會偏高，而且喝酒容易心率

不整，所以喝酒適量就好。

血 糖 異 常 的 觀 察 指 標：

1. 空腹血糖大於 126；飯後大

於 200；2. 糖化血色素 (HbA1c) 

>6.5%。 治 療 目 標：1. 血 糖 

<110/130；2. 糖 化 血 色 素 < 

6.5%/7%。

總膽固醇正常或低密度膽

固醇偏低，最後還是發生心血

管疾病，原因就出在三酸甘油

酯過高、高密度膽固醇偏低，

「這種人最容易被忽略。」因

此， 成年人理想的總膽固醇為

5.2mmol/L 以下。如果總膽固

醇值介乎 5.2 至 6.2mmol/L 之

間，便屬於偏高，6.2 或以上便

視為高危。如你的膽固醇高出理

想水平，應同時量度好膽固醇

（HDL）和壞膽固醇（LDL），

以便清楚了解你所面臨的風險。

血脂異常的治療：口服藥，

降低三酸甘油酯，提高高密度膽

固醇。

如何評估阻塞性冠狀動脈疾

病？ 1. 傳統方法可以用運動心

電圖、心肌灌流影像(核子醫學 )

的方法，來預測阻塞性冠狀動脈

疾病。準確度約為 70~85%。 

2. 侵入性冠狀動脈攝影：藉

由動脈穿刺，將導管由週邊血管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9~20年度 主辦 2020-21 地區訓練講習會
日期：109 年 5 月 24 日

地點：臻愛花園飯店 ( 台中市烏日區高鐵路三段 168 號 )



下週 例會

▲109.2.16(日)陳向榮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宋明吉伉儷、林丙

申伉儷、周鴻仁全家福、林永成社友

▲109.2.25(二)曾文和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陳棋釗社友、賴頼仁

淙伉儷、陳潤松伉儷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9~20年度 家 庭 懇 談 會

▲109.2.19(三)蘇朝坤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廖光亮伉儷、陳榮

鍠伉儷、江輝雄伉儷、曾文和伉儷、吳騰

彥伉儷

▲109.3.31(日)謝慶祥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廖德頼炯伉儷、李祐助

社友、蔡育偉伉儷、林永成社友

▲109.2.21(五)張長信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賴文瑞伉儷、何志修

伉儷、葉守正伉儷

▲109.3.3(二)陳棋釗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宋明吉伉儷、莊賜

濱伉儷、馮賀欽伉儷

109 年 6 月 2 日 ( 二） 六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放至主動脈幹。藉著注射顯影

劑，在X光機下進行投影照明。

3.640 切電腦斷層冠狀動脈

攝影，電腦斷層冠狀動脈攝影，

可以用非侵入性的方法 ( 只需要

靜脈注射顯影劑 )，便可以得到

冠狀動脈內部管道與動脈斑塊的

影像。

心血管疾病，尤其是心肌梗

塞，是能夠瞬間致命的疾病。初

期以活動時胸悶呼吸困難表現，

但也可能沒有太厲害的症狀，因

而輕忽。 

三高、抽菸、肥胖、不運動、

老年、男性等是心血管疾病的危

險因子。 

無症狀的族群是否接受心血

管疾病篩檢，目前缺乏大型研究

證據來支持嚴謹的建議。 

高風險或糖尿病患者接受冠

心病篩檢是較被接受的做法。 

心臟健檢的特性，可以幫助

及早偵測心臟疾病。冠狀動脈心

臟電腦斷層在診斷冠心症具有良

好的敏感性與特異性。 

最後，張醫師叮嚀大家，長

期的飲食、運動、戒菸甚至藥物

治療，才是最重要的保健之道。

吳騰彥報告高爾夫球賽
總幹事 Tony 報告 5 月份月

例賽：5 月 21 日 ( 四 )，地點：

南峰球場，上午 10：22 開球，

晚上用餐地點：印月餐廳，風雨

無阻，請大家提早報到並請隊友

邀請夫人一起參加。

出席率報告
Sugar報告出席率，社友70

人，請假11人，免計出席4人，
實際出席人數55人，上週出席率
83%，社長抽出席獎，恭喜Bistrs

、Kenchiku獲得禮品乙份。

糾察時間
Hebs 代理主持糾察時間，

謝謝 Lawyer、Bistro、Surgeon
、Sugar、Doctor 歡喜一筆。

點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