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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男、女性心血管疾病之分析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會計室 

一、前言 

    根據衛生福利部公布的109年新北市十大死因，心臟疾病與腦血管疾病分別名列第 

2、4名，心血管疾病近年來倍受重視，往往沒有明顯的發病前兆，卻留下嚴重的後遺

症和遺憾。本文藉由探討心血管疾病之相關分析，讓新北市民更加認識心血管疾病，

了解心血管的健康狀況並加以控制調養，能有效防止心血管病症的發作及其併發症產

生。 

二、 何謂「心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係指人體心臟本身的病變、營養心臟的血管(即冠狀動脈)及腦血管所

發生病變的總稱，換言之是指心臟病、中風以及與其相關的疾病。心血管疾病成因，

主要為血管硬化。當血液中的脂質過多，黏附在血管內壁上，引起硬化產生，使得血

管管徑變窄、血流阻力變大、血流量減少，以致於容易發生阻塞。由於血管中的動脈

及靜脈的構造與任務不同，當運輸營養及氧氣的動脈發生問題時，將會引起各種疾

病，若發生的部位在腦部或心臟，則將會對生命造成極大的威脅。 

三、 近 5 年心血管疾病數據比較 

    由 109 年新北市十大死因中可發現，心臟疾病為十大死因第 2 名，腦血管疾病為

第 4 名，進一步分析相關數據，心臟疾病及腦血管疾病死亡人數分別為 3,743 人、

1,505 人，其中男性為 2,180 人、883 人，而女性則為 1,563 人、622 人。 

    若以死亡率觀察，109 年新北市心臟疾病及腦血管疾病每 10 萬人口死亡率分別為

93.0 人、37.4 人，以性別分析來觀察，男性每 10 萬人口死亡率為 110.9 人、44.9 人，

女性每 10 萬人口死亡率則為 75.9 人、30.2 人。 

    由表一可看出近 5 年「心臟疾病」一直為新北市十大死因中第 2 順位，而且死亡

人數呈現逐年增加趨勢，且男性死於心臟疾病人數遠高於女性。 

表一  105 至 109 年「心臟疾病」死亡人數及順位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年別(年) 105 106 107 108 109 

十大死因順位 2 2 2 2 2 

死亡人數(男) 1,935 1,947 2,214 2,103 2,180 

死亡人數(女) 1,200 1,399 1,471 1,430 1,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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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二可看出近 5 年「腦血管疾病」為新北市十大死因中第 4 順位，女性死亡人

數略低於男性死亡人數。 

表二  105 至 109 年「腦血管疾病」死亡人數及順位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心血管疾病患者，要注意保暖及溫差變化，當氣溫降低時，尤其是寒流期間，低

溫狀態下，身體需要更多熱量，心臟便需更「出力」才能應付，又身體血管收縮，會

造成血管阻力及血壓上升，使心臟負荷增加；而心臟冠狀動脈也會收縮，尤其在心臟

血管已有動脈硬化狹窄處，更易受寒冷而縮緊，造成血流不順暢，加劇心肌缺氧、心

絞痛症狀，甚至誘發併發症如血壓飆高、急性中風、心肌梗塞、猝死之發生，所以在

冬天，因心血管疾病而死亡的人數會增加。 

 
圖一  105 至 109 年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數比較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由上述討論可觀察出，心血管疾病男性死亡人數略高於女性，根據醫學研究指

出，女性乃是因為荷爾蒙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可以促進血管內皮細胞的功能，避免血

管硬化，這種保護作用，直到更年期來到，女性荷爾蒙的製造減少後即慢慢消失，故

女性心血管疾病之發生率，五十歲以前約佔男性的一半，五十歲以後即呈緩慢增加的

現象，而到了六十歲以後，其發生率即與男性不相上下。更須注意的是，女性心血管

疾病患者在發病時，症狀的表現較不典型，加上女性血管較細，雖然發病的平均年齡

較男性晚，一旦發病，血管阻塞更快，病情更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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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危險因子 

    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因子，一為不可控因子：如為年齡、性別、家族史及種族；另

一為可控因子，即可透過治療與預防來控制，如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抽菸、缺

乏運動、壓力、肥胖。 

    因此想要遠離心血管疾病，可以先從控制這些對健康造成影響的因素著手，養成

良好的生活習慣，時常保持好心情，避免緊張、焦慮和憂鬱等負面情緒，降低血管受

到損害的機率，都是減少罹患心血管疾病的方法。 

(一)高血壓 

    隨著人口老化、飲食西化、缺乏運動、肥胖等趨勢，患有高血壓的人愈來愈多，

而高血壓為造成心血管疾病最重要的危險因子，血壓自115/75mmHg開始，收縮壓每上

升20mmHg，舒張壓每上升10mmHg，心血管死亡率則會增加1倍。成人正常血壓值的

定義則為收縮壓低於120mmHg且舒張壓低於80mmHg。高血壓定義區分如表三所示。 

表三  高血壓定義 

 收縮壓(mmHg) 舒張壓(mmHg) 

正常高血壓 <120 <80 

高血壓前期 120-139 80-89 

第一期高血壓 140-159 90-99 

第二期高血壓 ≥160 ≥100 

資料來源：國民健康署「高血壓防治手冊」。 

(二)高血脂 

    根據醫學研究，總膽固醇以及低密度膽固醇（壞膽固酵）的濃度愈高，冠心病的

機會相對愈高。血脂，係指血液中的脂肪，主要包括膽固醇及三酸甘油酯。當血液中

流通之膽固醇或三酸甘油酯之濃度高於正常值時，稱為高血脂症(如表四所示)。高血脂

有如體內的恐怖分子，平時不易出現徵兆，但一發病，即可能會因冠狀動脈硬化引發

心肌梗塞而喪命。 

表四  成人血中膽固醇及三酸甘油酯濃度 

項 目 理想濃度 邊際高危險濃度 高危險濃度 

總膽固醇 (非禁食) <200mg/dl 200-239mg/dl >240mg/dl 

低密度膽固醇 (禁食 12 小時) <130-159mg/dl 130-159mg/dl >160mg/dl 

三酸甘由油酯 (禁食 12 小時) <200mg/dl 200-400mg/dl >400mg/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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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三)糖尿病 

    糖尿病會加重心臟的負擔，增加罹患冠狀動脈心臟病的風險。糖尿病患者比無糖

尿病者罹患心臟病的風險高，並容易罹患有心血管併發症，因而導致提早死亡。高血

糖會使得動脈壁蛋白糖化，血管管壁容易受損，並加速斑塊沉澱於心臟冠狀動脈，形

成動脈硬化、增厚，致使負責輸送血液到心臟肌肉的血管管腔變窄，心肌無法獲得充

足的血液與氧氣，而造成心臟疾病。     

五、結論與建議 

    除了認識容易造成心血管疾病發生的危險因子外，改變生活習慣是更積極實際的

預防，從飲食、戒菸、運動、健康檢查開始進行： 

(一)維持健康的體重 

    臺灣目前肥胖或過重的準測仍是根據衛生福利部的建議，包含 BMI 和腰圍。肥胖

被定義為 BMI 大於 27 kg/m2或男性腰圍超過 90 公分(約 35.5 吋)及女性腰圍超過 80 公

分(約 31 吋)。過重被定義為 BMI 介於 24 至 27kg/m2。許多國內研究支持把腰臀比也

納入肥胖之的界定，腰臀比即指腰圍和臀圍的比值，計算公式為：腰圍÷臀圍，正常建

議的比值是：男性為 0.85 至 0.90，女性為 0.75 至 0.80。根據研究顯示肥胖與罹患心血

管疾病、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是有正向關係的。 

(二)清淡飲食：避免大吃大喝 

    飲食上要把握少鹽、少油、少糖、少辣原則，多吃新鮮、天然的食物、多吃蔬果

和全穀類、多吃深海魚肉、多攝取大豆蛋白質。飲食上少攝取飽和脂肪、少熱量、少

鹽，避免鈉含量高的醃製、加工食品。烹調上可多採用水煮、清蒸、涼拌等作法，多

吃蔬菜水果，保持排便順暢，並且吃到八分飽即可。 

(三)戒煙 

    許多人都知道吸菸會導致肺癌，卻不知吸菸將會影響自己與家人心肌梗塞和中

風。美國疾病管制局出版的菸害報告指出，男女性吸菸者比非吸菸者有高達2 ~ 7倍的

心血管疾病死亡風險，且吸菸者的配偶、父母、家人因暴露於二手菸環境，將會提高

中風與心臟病的機率。臨床研究顯示，菸品中的尼古丁等物質，會加速動脈硬化，讓

血液黏稠、血管缺乏彈性，一旦引發阻塞會造成缺血性中風，若是血管破裂，則會造

成出血性中風，菸品對心血管造成的危害，亦容易引發心肌梗塞。 

(四)多運動 

    運動對身體的好處多多，除可以改善全身血液循環狀態，增強心、肺、血管功

能，並可減少脂肪、降低體重，增強肌肉功能，改善身體作工的能力，還可降低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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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固醇、三酸甘油脂、及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增加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減少心臟血

管疾病發生率。建議維持每週五次、每次 30 分鐘的中度身體活動，包括走路、使用大

眾運輸、做健康操、跳韻律舞、慢跑、騎自行車等，所有運動不嫌晚，可以從每天運

動 15 分鐘開始，再逐漸延長運動時間，多動多流汗，對身體健康益處多多。 

    為了帶動市民規律運動與身體活動風潮，達成預防及反轉衰弱、減緩疾病失能之

目標，截至 109 年底新北市已正式營運 16 座國民運動中心，並提供 65 歲以上銀髮族

群及低收入戶公益時段免費使用相關設施、針對高齡族群舉辦銀髮族運動推廣進修課

程，以全方位推廣全民運動、營造健康、幸福的新北市。 

(五)定期健康檢查 

    為維護中老年人健康，早期發現慢性病、早期介入治療，建議 40 歲以上未滿 65

歲民眾每 3 年 1 次成人健檢，隨時監測自己的健康狀況，新北市為照顧市民健康，提

供更完善的健康篩檢服務，結合四大癌症篩檢、成人健康篩檢，形成一套整合性健康

篩檢，服務內容包括 BMI、腰圍、血壓、血糖、血脂等心臟病重要危險因子的檢查，

如表五所示。 

表五  成人免費健康檢查對象及項目 

對象 項目 

40-64 歲以上民眾，每 3 年 1 次 

1、 基本檢查：身高、體重、 血壓、身體質量指數(BMI )、腰圍、

視力 

2、 尿液檢查：尿液蛋白質 

3、 血液生化檢查：腎絲球過濾率、肌酸酐、血糖、血脂（總膽固

醇、三酸甘油酯、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膽固

醇）、GOT、GPT 

55 歲以上原住民、罹患小兒麻痺且年齡在 35 歲以上者、

65 歲以上民眾，每年 1 次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