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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認識長者 
雖然大部份長者並無嚴重殘障，但身體機能逐步退化及疾

病帶來的功能障礙，於長者來說的確較為常見。以下是一些

可能因素： 

� 循環系統疾病，如中風和缺血性心臟病（冠心病）； 

� 精神疾病，如抑鬱和老年痴呆症； 

� 環境因素造成的跌倒及受傷； 

� 由於年長而引致的退化，如聽覺及視覺障礙； 

� 社會及經濟因素，社交上的孤立疏離。 

一些本地的研究指出，本港長者亦面對同類疾病和健康問

題。中風、老年痴呆症和骨折，是引致七十歲以上長者功能

障礙的最重要因素；筋骨肌肉毛病及所引發的痛症，亦減弱

了長者日常生活活動的能力；而認知障礙、功能喪失、弱視、

中風、柏金遜症和骨折，是導致長者入住院舍的重要健康因

素。此外，本港長者亦較多出現認知障礙，自殺率也較高。   
    

         
 

促進家居安老的健康策略 

健康普查的健康普查的健康普查的健康普查的    

正確觀念正確觀念正確觀念正確觀念    

推廣健康生活推廣健康生活推廣健康生活推廣健康生活

的資訊的資訊的資訊的資訊    
正確使用藥物正確使用藥物正確使用藥物正確使用藥物 

促進家居環境促進家居環境促進家居環境促進家居環境

的安全的安全的安全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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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感覺器官老化感覺器官老化感覺器官老化感覺器官老化     

視覺：人的視力在十幾歲時達到最高峰，40 歲後開始退化，

最常見的是「老花眼」，對左右兩方的事物反應能力較

慢。亦會出現淚管閉塞，令外溢淚水增加。 

聽覺：隨著年紀變大，內耳感受頻率的聽覺神經逐漸萎縮、

內耳細胞慢慢退化，30 歲後聽力逐漸損失，但年紀愈

大會有重聽、耳聾的現象造成與人溝通的困擾，還可能

形成個體多疑與 

嗅覺：年紀愈大鼻腔內嗅覺細胞數量減少、嗅覺靈敏度下降，

平均每 20 年下降一半； 

味覺：因舌頭上味蕾的數目減少，到 70 歲味蕾數目僅為 20

歲的六分之一； 

觸覺：最明顯的就是反應變差，特別是接近手指或腳趾尖的

部位。對各種感覺，如痛覺、溫差感的敏感性下降，

未能清楚感受天氣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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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心肺功能心肺功能心肺功能心肺功能    

運動時較以前容易氣喘，

一般的日常活動則無礙 

三三三三))))    筋骨肌肉筋骨肌肉筋骨肌肉筋骨肌肉    

關節痛楚，尤其是過重者的

膝關節  

四四四四))))    記憶能力記憶能力記憶能力記憶能力    

記憶力和學習能力減弱。 

五五五五))))    排泄系統排泄系統排泄系統排泄系統    

較容易便秘，夜尿較以前頻

密，甚至大小便失禁 

第二章 血壓是什麼? 

血壓是指心臟將血液泵入血管時，血管壁所受的壓力，亦是

其中一種主要的生命表徵。 

「「「「上壓上壓上壓上壓」：」：」：」： 

當心臟收縮時，血管內的血液最多，此時的血壓亦最高，稱

為收縮壓。 

「「「「下壓下壓下壓下壓」：」：」：」： 

當心臟舒張時，血管內的血液最少，此時的血壓亦最低，稱

為舒張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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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血壓 

利用一套既定的準則或工具作出有判斷性的觀察，以判斷甚

麽是異常情况的。 

應該準確記錄並報告所有異常情況，以便給與適當的處理。 

量度血壓前之準備 
� 準備所需物品 

� 檢查血壓計是否操作正常 

� 確定長者明白有關程序 

� 協助長者坐在舒服的位置 

� 替長者脫去緊束手臂的衣物 

� 預備紀錄表 
  

 

 

1. 將環臂帶中央部份緊束於上臂； 

2. 而環臂帶的下沿需距離手肘彎約一寸以上 

3. 不要束得太緊或太鬆 

4. 手肘彎部份要好好乘托並應與心臟保持同一水平。 

5. 請長者放鬆及保持安靜 

6. 開動血壓計，等待數字停止跳動 ( 約一分鐘 ) 



6 

 

 

 

 

 

 

 

 

 

 

 

 

 

影響血壓原因： 
� 年齡：血壓會隨著年紀增長而升高，因血管壁彈性因年

齡增長而減弱，血壓會因而升高 

� 溫度：在寒冷環境中，會使全身血管收縮，血壓上升 

� 活動 

� 情緒：焦慮或壓力 

� 疾病：- 低血壓：腹瀉、嘔吐、貧血、內出血、嚴重燒

傷、心肌梗塞 

- 高血壓 

 

檢查後處理： 
血壓檢驗血壓檢驗血壓檢驗血壓檢驗 > 140 / 90：：：：定期檢驗血壓及鼓勵健康生活模式 

1個月內血壓持續高於個月內血壓持續高於個月內血壓持續高於個月內血壓持續高於 160 / 100，，，，應該應該應該應該：：：： 

• 尋求醫療檢查及治療 

• 定期檢驗血壓 

• 鼓勵健康生活模式 

 

 

指數指數指數指數 評估分類評估分類評估分類評估分類 

不超過 140/90mmHg 正常 

160-200/90-120  要覆檢 

超出 200/120  轉介醫生 

正常血壓 

上壓高於 140 

下壓高於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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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理想體重保持理想體重保持理想體重保持理想體重    

不要暴飲暴食，吃適量澱粉質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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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吃脂肪及高膽固醇食物少吃脂肪及高膽固醇食物少吃脂肪及高膽固醇食物少吃脂肪及高膽固醇食物    

如豬油、油條、奶油、豬腦、

鵪鶉蛋、魷魚、墨魚等。 

飲食要以清淡為主飲食要以清淡為主飲食要以清淡為主飲食要以清淡為主    

少吃太鹹的食物如鹹魚、

腐乳、鹹蛋、豆豉、蝦

醬、話梅、榨菜等。  

適量的運動適量的運動適量的運動適量的運動    

有助降低血壓，可請教

醫生有關運動的事宜。 

第三章 高血壓 

徵狀  

高血壓本身大部分沒有自覺徵

狀，小部分會有頭痛、頭暈、 

疲倦等。 

高血壓的危險性 

如果高血壓沒有被控制和加以 

治療，將會導致以下的併發症： 

� 心臟衰竭 

� 冠心病 

� 腎衰竭 

� 中風 

高血壓患者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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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壓的分類 

一般約 90%的高血壓人士患病原因不明，這類高血壓稱為「原

發性高血壓」，成因可能與遺傳有關。「原發性高血壓」通常

在中年後出現。  

另外的 10%高血壓人士可能因為其他疾病導致高血壓，如腎

病或內分泌失調。 

這類高血壓稱為「繼發性高血壓」。 

如何導致高血壓? 
以下是患高血壓的危險因素： 

� 年齡：患病風險隨著年齡增長而升高 

� 家族史：親屬患過此病的人士，患上的機會較高 

� 體重：過重或肥胖的人士 

� 飲食：長期進食高鹽份（鈉）食物 

� 生活習慣：吸煙、嗜酒、缺乏運動、精神緊張 

 

高血壓的分期 

 收縮壓

（mmHg） 

舒張壓

（mmHg） 

成年人高血壓前期 

（正常長者） 

120 - 139 80 – 89 

高血壓一期 140 – 159 90 – 99 

高血壓二期 ≧ 160 ≧ 100 

嚴重高血壓 ≧ 180 ≧ 110 

成年人高血壓前期 

（正常長者） 

120 - 139 80 –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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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低血壓 
收縮壓和舒張壓低於 90/60 mmhg，則為低血壓。常見於女孩

子、貧血病患、過勞之人、腸胃不好及腦力工作者等。 低血

壓雖然不算是一種疾病，但可能是由其他疾病所致，而且它

會使人頭暈眼花、精神疲憊、注意力不集中或昏倒、休克等。

瞭解低血壓的原因，好保健或治療，才能避免影響日常生活

和產生併發症。 

血壓低的因素及成因 

低血壓可分為「原發性低血壓」及「繼發性低血壓」兩類，遺

傳性體質導致「原發性低血壓」。 

繼發性高血壓繼發性高血壓繼發性高血壓繼發性高血壓：：：：主要由其他疾病或身體變化影響到體內循環

和內分泌而引起, 如心臟疾病、心肌梗塞等… ，影響心臟搏

出血液的功能，使心臟輸送血量減少，以致循環障礙而引起

低血壓。  

暫時性大失血暫時性大失血暫時性大失血暫時性大失血：：：：手術、外傷的大量出血，使體內循環的血液

量驟減，而引起暫時性低血壓。 

甲狀腺機能甲狀腺機能甲狀腺機能甲狀腺機能：：：：甲狀腺機能低下時，會出現氣力減退、身心疲

憊、畏寒、皮膚乾燥等現象，而引起內分泌障礙性低血壓。 

低血壓的症狀 
� 部分低血壓患者完全沒有症狀，有些人則會出現耳鳴、

頭痛、頭暈、暈車船、 眼花、肩膀痠痛、四肢冰冷、疲

倦、思考力減退、注意力不集中等; 

� 嚴重症狀會出現: 心悸、呼吸困難、甚至昏厥、女性出現

無月經等現象。 

� 出現上述症狀時，應馬上找醫生作健康檢查，以便查出

真正的致病因，即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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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位性血壓低/ 姿勢性低血壓 

（Orthostatic hypotension） 

� 藥物相關性 

� 血液輸出量不足 

� 自主神經系統問題 

� 原發性姿勢性低血壓 

� 心臟本身問題 

� 一般而言，無症狀的低血壓並不具有臨床意義，不需作

進一步的檢查，也不需治療。而有症狀的低血壓則需就

醫作進一步的診斷，找出可能的病因。治療的原則是先

除去已知的原因並治療。其次才考慮使用提昇血壓的藥

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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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基本健康評估 

 

 

 

 

 

 

 

 

觀察表徵： 

    

 

    

    

    

    

 

    

    

    

(A) (A) (A) (A) 皮膚狀況皮膚狀況皮膚狀況皮膚狀況    

� 觀察皮膚狀況主要看皮膚的

顏色，乾濕度和異常情況。 

� 正常的顏色應該是紅潤，質軟

滑和微溫。 

 

(B) (B) (B) (B) 面部表情面部表情面部表情面部表情    

面部表情可以顯示人的內在情

況，例如滿面倦容是表示身體衰

弱，面容扭曲則表示忍受痛苦

等。觀看面部表情只可得到一個

基本概念，而不能以其異常情況

指出有何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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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C) (C) 清醒程度清醒程度清醒程度清醒程度    

 

 

 

 

 

 

 

 

評估精神狀況： 

觀察長者的記憶力及精神狀態，有否變得日益健忘，智力退

化，性格有所改變等。 

1. 喪失近期、甚至較遠期的記憶 

2. 思考、計算及接受新事物會出現困難，對時間及方向感覺

混亂 

3. 判斷力減低，日常居生活技能受到影響 

4. 性格改變，缺乏主動性 

5. 情緒不穩定，容易生氣及激動 

6. 日夜顛倒，影響慣常的睡眠模式  

7. 逐漸至完全失去認知、自我照顧能力，忽視個人衛生 

8. 日漸消瘦，走路不穩或甚至臥床不起 。 

  

五五五五 

個個個個 

程程程程 

度度度度 

完全清醒完全清醒完全清醒完全清醒 

倦睡倦睡倦睡倦睡    

能回答簡單問題，但可能對身邊發生的事含糊

不清 

半昏睡半昏睡半昏睡半昏睡    

不能答話，但能遵行簡單指令 

昏睡昏睡昏睡昏睡    

只能感覺痛楚 

昏迷昏迷昏迷昏迷    

完全沒有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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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如何控制高血壓 
一般人有高血壓問題，因為不會伴隨太多的不舒服，而常常

被忽略。然而高血壓是心血管疾病、中風及腎衰竭的危險因

子之一。有研究指出，長期血壓過高會增加腦中風及心血管

疾病的發生率。而愈高的血壓，併發腦中風及心血管疾病的

比例會愈高。如能將控制血壓在正常血壓範圍內，則可降低

相關併發症的發生。 

指數指數指數指數    評估分類評估分類評估分類評估分類    

不超過不超過不超過不超過 140/90mmHg 140/90mmHg 140/90mmHg 140/90mmHg 正常 

160160160160----200/90200/90200/90200/90----120 120 120 120     要覆檢 

超出超出超出超出 200/120 200/120 200/120 200/120     轉介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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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    改變生活模式改變生活模式改變生活模式改變生活模式    

對所有人來說，奉行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預防高血壓的良方，

而對高血壓患者來說，健康的生活方式更是治療方案中不可

或缺的一環。 改變生活模式如注意日常飲食健康，減少高鹽

食物，定時運動及保持心境輕鬆能使血壓下降，加強降血壓

藥的效用，以及減低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食鹽的主要成份為鈉，進食過多的鈉會令血壓上升。因此，

高血壓患者必須養成健康飲食習慣及避免攝取過量鹽份。 

 

 

 

 

 

 

 

 

 

 

 

 

 

 

 

 

 

 

 

 

� 多進食蔬菜和水果 

� 選擇新鮮肉類和蔬菜 

� 採用天然調味料，如蔥、蒜、洋葱、芫茜、

胡椒粉、檸檬汁來增添食物的色、香、味 

� 選擇低脂肪食物 如瘦肉、脫脂奶 

� 留意營養標籤中的脂肪，鈉（或鹽）和 

糖分的含量 

� 少吃加工腌製和含高鹽分食物 

(如梅菜，腐乳，火腿，香腸) 

� 避免攝取過量鹽分，建議每天不多於 1 茶匙鹽

（約 5 克）（=2000 毫克鈉） 

� 減少 豉油、蠔油、腐乳、茄醬及鹽的用量 

� 減少進食高脂肪食物 

� 避免即食食物，如薯片、蝦條、即食麵 

� 避免快餐食物，如意大利薄餅及即食飯盒 

� 減少出外進食 

� 避免“撈汁”及額外加添調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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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最好能用 30 分鐘。進行中等 

(例如急步行)或劇烈強度的帶氧體

能活動。帶氧體能活動，則可以最少

每次 10 分鐘的方式來累積進行。 

每周至少 2 天進行肌肉強化活動。 
 

        
減少飲酒能顯著減低收縮壓和舒張壓的平均值，所以高血壓

患者應減少飲酒。 

而吸煙亦會導致血壓上升，

就算使用無煙的煙草及雪茄

也會引致血壓上升。所以，

減少飲酒及戒煙可減低整體

心血管疾病風險。長者應學

習自我鬆弛方法，保持正面

人生觀，積極面都壓力。 
 

        
血脂主要是由三酸甘油脂及膽固醇組成。血脂異常是指血液

中三酸甘油脂或血脂蛋白濃度異常，是引致心血管疾病的主

要風險因素。保持健康的飲食習慣及恆常運動，有需要時接

受藥物治療，有助控制血脂於理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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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    定期定期定期定期覆診診診診    

長者應按醫生的建議定期覆診及定時定量服藥，高血壓患者

一般需要長期服藥，切勿自行胡亂調節服藥劑量。與醫生訂

定目標血壓水平，血脂水平及體重指標，每年接受身體檢查，

平時也要注意身體狀況，留意有否出現血壓高的併發症。 

建議檢查項目：  

� 體重指標及腰圍 

� 血糖 

� 血壓 

� 血脂 

� 腎功能檢查（包括尿液蛋白檢查） 
 

八八八八))))    定時服藥定時服藥定時服藥定時服藥    

高血壓治療以改善生活習慣開始，如未能因此而達至理想的

血壓水平，則必須考慮加上藥物治療。高血壓暫時未有根治

的方法，所以長者必須跟從醫生的治療方案，以控制病情，

預防併發症。長者必須清楚明白自己服用的藥物，及必須依

從醫生處方定時服藥。 

 可請醫生解釋你的藥物，如何服用，可能的副作用； 

 服藥後如有不適，應儘早向醫生查詢。 

 切勿自行調較藥量或停藥，血壓藥必須長期服用才能有

治療效果 
 

九九九九))))    自我監察血自我監察血自我監察血自我監察血壓    

為長者定時量度及記錄血壓，可以透過長期紀錄的結果監察

長者的病情。而定期的血壓紀錄應於覆診時交醫生，讓醫護

人員知悉降血壓藥的效果及作為治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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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量血壓注意事項 

1.選對時間  

� 每次測量的時間最好固定，早上剛起床

或晚上睡前量最好，最好固定時間。 

� 如果有服用降血壓的藥物，也要在吃藥

前就量測。 

2.姿勢正確  

� 找一張有椅背的椅子，身體輕鬆向後靠。 

� 雙腳平放在地上，不可交叉，也不可講話。 

� 手臂一定要與心臟同高，並且將手心向上，放鬆不要施力。 

� 左、右手的血壓不同，應選擇偏高的那隻手（一般人通常

是右手）固定量測。一開始最好多日記錄左、右兩隻手的

血壓，之後再選取數值較高的那隻手固定量。 

3.選對情況  

� 量血壓前要靜靜地休息 10-15 分鐘。 

� 運動、匆忙奔走或吃飯、泡澡之後，都要休息 10-15 分鐘。 

� 測量前也要避免抽煙或者喝茶、咖啡、以及含有酒精的刺

激性飲料。 

4.選對壓脈帶尺寸  

� 壓脈帶的鬆緊會影響血壓值，綁好的壓

脈帶要留下可伸進 2根手指頭的空間。 

� 選擇血壓計時，最好選擇適合自己手臂

圍的尺寸。 

� 穿著一般衣服或薄毛衣時可直接量，捲

起袖子反而會讓壓脈帶不平穩，太厚的

大衣、毛衣或太緊的緊身衣就要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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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血壓高要睇急診嗎？ 

答：高血壓是慢性病，若每日正確測量血壓發現，平日血壓

若大於 140/90mmHg，就叫做高血壓了。如果每日按時

服藥，時常測量，應該可以穩定控制，不該因此倉皇跑

急診。 

問：偶爾頭暈目眩血壓竄升，需不需要睇急診？血壓高到多

少，需要掛急診？ 

答：一般來說，惡性高血壓才需要緊急處理，它的症狀包括

胸悶、氣喘、肢體無力、水腫、意識不清，這類病人的

血壓通常超過 180/120mmHg。 

問：什麼情形會造成惡性高血壓？ 

答：最常見的原因還是平日疏於保養，缺乏穩定控制；只有

少數人是來自內分泌異常或懷孕併發症。 

一旦發生惡性高血壓，不只要睇急診，並且也常見轉往

加護病房治療。 

若僅僅頭暈加血壓升高，沒其它症狀，急診醫生會讓病

人靜坐休息，平緩情緒後，再量量血壓， 

若休息充足後，血壓慢慢平穩，便不需緊急治療。 

問：血壓到底需要控制到什麼程度？ 

答：一般無症狀的病人，門診血壓最好小於 140/90mmHg；

若合併糖尿病，則希望血壓控制到小於 130/80mmHg； 

至於心衰竭病患或腎病變，則可能需控制得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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