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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脂定義 : 

血中脂肪物質：
膽固醇、三酸甘油脂

高脂血症：
脂肪物質濃度高於正常值時所產生的疾病，它是造成動脈硬

 化症和心臟病發生的一個重要危險因子。

血脂異常：
膽固醇、三酸甘油脂值過高或高密度脂蛋白濃度過低時又稱

 為血脂異常



高血脂症可能原因：

1.遺傳：

2.次發性的因素：

3.飲食因素：

4.某些藥物：



高血脂症的分類高血脂症的分類 : : 

近年來學者提出較簡易之分類法如下近年來學者提出較簡易之分類法如下 : : 

（１）高膽固醇血症（只有膽固醇值升高）（１）高膽固醇血症（只有膽固醇值升高）

（２）高三酸甘油脂血症（只有三酸甘油脂值升高）（２）高三酸甘油脂血症（只有三酸甘油脂值升高）

（３）混合型高血脂症（膽固醇及三酸甘油脂值均升高）（３）混合型高血脂症（膽固醇及三酸甘油脂值均升高）



怎樣才算高膽固醇？怎樣才算高膽固醇？  

只有血液檢驗才可讓你知道自己的只有血液檢驗才可讓你知道自己的
 

膽固醇水平膽固醇水平



怎樣才算高膽固醇？怎樣才算高膽固醇？  
參考美國國家膽固醇教育計劃參考美國國家膽固醇教育計劃(NCEP)(NCEP)專家第三次報告專家第三次報告

血脂 正常(理想) 邊際危險 高危險

總膽固醇 (TC) <200(<160) 200~239 ≧240

低密度脂蛋白膽固醇
 (LDL-C)

<130(<100) 130-159 ≧160

高密度脂蛋白膽固醇
 (HDL-C)

≧40(≧60) <40

三酸甘油酯 (TG) <200(<150) 200-400 >400



分類 血脂濃度mg/dl

高膽固醇血症 總膽固醇(TC)≧200

混合型
高脂血症

總膽固醇≧200且三酸甘油酯
 ≧200

高三酸甘
油酯血症

三酸甘油酯（TG）≧200
膽固醇(HDL-C) <40

我國高血脂症(血脂異常)之分類
參考美國及歐洲動脈硬化學會（EAS）對血脂異常之分類



膽固醇是什麼？－膽固醇是什麼？－11

膽固醇是脂肪的一種膽固醇是脂肪的一種

膽固醇用來製造膽固醇用來製造

細胞膜細胞膜

賀爾蒙賀爾蒙

維他命Ｄ維他命Ｄ

膽酸膽酸

膽固醇

維他命D
(有助吸收鈣質)

賀爾蒙

膽酸
(有助吸收脂肪)

細胞膜



膽固醇是什麼？－膽固醇是什麼？－22

協助攜帶脂肪協助攜帶脂肪

到身體各處到身體各處

使脂肪可變成能量、使脂肪可變成能量、
儲存於或修補某部位儲存於或修補某部位

膽固醇是身体膽固醇是身体

不可缺的物質不可缺的物質



膽固醇從那裏來？膽固醇從那裏來？

兩者的平衡由身體自動調節兩者的平衡由身體自動調節

若調節一旦失效，或進食過量含豐富膽固醇的食物，

膽固醇過高便有可能出現

內：肝臟製造內：肝臟製造

外：高膽固醇食物外：高膽固醇食物





那類食物含高膽固醇？那類食物含高膽固醇？

動物脂肪動物脂肪

動物內臟動物內臟

含油脂類海產含油脂類海產

蛋黃蛋黃

所有植物均不含膽固醇所有植物均不含膽固醇



食物名稱 膽固醇 食物名稱 膽固醇 食物名稱 膽固醇

豬肉 126mg 牛 肚 150mg 鰻 魚 186mg

瘦豬肉 60mg 牛 腰 400mg 牙帶魚 244mg

豬 油 110mg 牛 油 110mg 墨 魚 348mg

豬 排 105mg 芝 士 140mg 魷 魚 1170mg

豬 腦 3100mg 奶 油 300mg 魚肝油 500mg

豬 肝 420mg 山羊肉 61mg 蝦 154mg

豬 肚 150mg 綿羊肉 70mg 蟹 164mg

豬 腸 150mg 羊 肚 41mg 蛤 180mg

豬 腰 380mg 羊 肝 610mg 蜆 454mg

火 腿 100mg 羊 油 89-122mg 海 參 0mg

臘 腸 150mg 兔 肉 61mg 海 蜇 24mg

牛 肉 106mg 草 魚 85mg 雞 60-90mg

肥牛肉 125mg 鮭 魚 86mg 蛋 黃 266mg

小牛肉 140mg 比目魚 87mg 魚卵 360mg

豬心 274mg 鯽 魚 90mg 蛋 白 0mg

牛 奶 24mg 鯇 魚 90mg 鴨 70-95mg

牛 腦 2300mg 雞胗 195mg 火雞肉 599mg

牛 心 14 雞肝 48 鵪鶉蛋 3640



膽固醇的種類膽固醇的種類

肝臟將膽固醇與脂肪及蛋白質結合，變成脂蛋白膽肝臟將膽固醇與脂肪及蛋白質結合，變成脂蛋白膽

固醇：固醇：

1.1.
 

乳糜粒脂蛋白乳糜粒脂蛋白（（ChylomicronChylomicron））

2.2.
 

極低密度脂蛋白膽固醇極低密度脂蛋白膽固醇 ((VLDL)VLDL)

3.3.
 

低密度脂蛋白膽固醇低密度脂蛋白膽固醇 ((LDL)LDL)

4.4.
 

中密度脂蛋白膽固醇中密度脂蛋白膽固醇 ((IDL)IDL)

5.5.
 

高密度脂蛋白膽固醇高密度脂蛋白膽固醇 ((HDL)HDL)



各種脂蛋白的組成份比較

脂蛋白名稱
乳糜粒
脂蛋白

極低密度
 脂蛋白
低密度
脂蛋白

高密度
脂蛋白

英文名稱 chylomicron VLDL LDL HDL
蛋白質 2 8 21 50
磷脂質 7 18 23 28
膽固醇 9 22 47 19

三酸甘油脂 82 52 9 3



不良的脂蛋白膽固醇不良的脂蛋白膽固醇

• 極低密度脂蛋白膽固醇 (VLDL)
• 攜帶脂肪到身體所需部位

• 釋放脂肪後變成 LDL

• 低密度脂蛋白膽固醇 (LDL)
• 是不良膽固醇

• 凝集成硬塊並沈積在血管壁，
 使血管變窄及失去彈性



有益的脂蛋白膽固醇有益的脂蛋白膽固醇

高密度高密度脂蛋白膽固醇脂蛋白膽固醇 ((HDL)HDL)
是有益是有益膽固醇膽固醇

收集及運送沈積在血管壁的收集及運送沈積在血管壁的
LDL LDL 回肝臟回肝臟



高膽固醇有什麼危險？高膽固醇有什麼危險？



高膽固醇高膽固醇 = = 無聲殺手無聲殺手

你雖然感覺不到任何病徵，你雖然感覺不到任何病徵，

但當但當膽固醇膽固醇在你體內悄悄地積聚，在你體內悄悄地積聚，

它便會在血管內壁而形成脂塊，它便會在血管內壁而形成脂塊，

使血管硬化及閉塞，使血管硬化及閉塞，

阻止血液及氧份流往身體各主要器官。阻止血液及氧份流往身體各主要器官。





高膽固醇會引致高膽固醇會引致......

若心臟血管閉塞若心臟血管閉塞

便會形成冠心病便會形成冠心病

引致心絞痛、心力衰竭、心臟病引致心絞痛、心力衰竭、心臟病
發，發，心肌梗塞心肌梗塞，，甚至突然死亡甚至突然死亡

若腦部血管閉塞或爆裂若腦部血管閉塞或爆裂

就會中風就會中風



患心臟病的高危份子患心臟病的高危份子

高膽固醇高膽固醇

高血壓高血壓

糖尿病糖尿病

身體過胖身體過胖

吸煙吸煙

步入中年步入中年

(45(45歲以上男仕、歲以上男仕、

5555歲以上女仕歲以上女仕))

家族心臟病史家族心臟病史



當你擁有越多這些高危份當你擁有越多這些高危份  
子，你受高膽固醇的威脅越子，你受高膽固醇的威脅越  

大大  

你亦會較易患上你亦會較易患上  
心臟及血管類疾病心臟及血管類疾病



高血脂症患者高血脂症患者：：

先經先經三至六個月三至六個月「「飲食療法飲食療法」處理，」處理，

如血脂仍高才考慮併以「藥物治療」。如血脂仍高才考慮併以「藥物治療」。



飲食療法處理步驟飲食療法處理步驟

第一期：降低總熱量、膽固醇第一期：降低總熱量、膽固醇300mg300mg已內、已內、

飽和脂肪酸飽和脂肪酸10%10%以下以下

第二期：降低總熱量、膽固醇第二期：降低總熱量、膽固醇150150--200mg200mg已內、已內、

飽和脂肪酸飽和脂肪酸7%7%以下以下



怎樣才可維持怎樣才可維持  
正常膽固醇水平？－正常膽固醇水平？－11

ˇ̌養成良好飲食習慣養成良好飲食習慣

少吃動物脂肪少吃動物脂肪

少吃高膽固醇食物少吃高膽固醇食物

少吃煎炸食物少吃煎炸食物

多吃多吃新鮮蔬果新鮮蔬果



可見與不可見脂肪，都盡量避免食用

可 見 脂 肪
肉 類 肥肉、培根、雞鴨皮、豬皮、魚皮。

脂肪類 奶油、油、豬油、沙拉油、麻油、瑪琪琳、烤酥油

不可見脂肪
五穀根莖

 類
酥皮點心、甜甜圈、燒餅、沙琪瑪、中西式糕餅

油脂類 蛋黃醬、奶精、花生醬、芝麻醬、瓜子、腰果、
 開心果。（酪梨、橄欖、椰子肉）

魚肉蛋類 香腸、熱狗、火腿、蛋黃、肉鬆、魚卵。

豆類 麵筋泡、油豆腐、炸豆包。

奶類 全脂奶類、冰淇淋、乳酪、鮮奶油。



食物選用原則：
 多用脂肪含量低者，少用高脂肪的產品

食物類別 可選用 應 避 免

五穀根莖類 生鮮類皆可隨意選用 油飯、高油麵包

奶類、乳製品
脫脂奶、低脂奶、低脂

 優酪乳、低脂起司乳酪
全脂奶、冰淇淋、起司

 乳酪

肉類 雞肉、全瘦的豬、牛肉
三層肉、五花肉、香腸

 臘肉等

蔬菜水果類 皆可隨意選用 無

魚貝海鮮
每週三次以上，可提供

 n-3脂肪酸
無

油脂 節制使用
隱性脂肪：西點、蛋糕

 、熱狗、巧克力等等



常用食物之油脂含量：

許多看不見的油許多看不見的油



SFA 飽和脂肪酸：

乳汁

乳脂

棕櫚油



不飽和脂肪酸：



脂肪種類 血膽固醇量 LDL量 HDL量 氧化型LDL量

SFA ↑ ↑ ↓ －

PUFA ↓ ↓ ↓ ↑

MUFA ↓ ↓ － －

SFA（飽和脂肪酸）
PUFA（多元飽和脂肪酸）
MUFA（單元飽和脂肪酸）

脂肪種類對血脂肪的影響



為什麼反式脂肪會有損健康 ？
反式脂肪會增加人體內LDL（即“壞”膽固醇），

同時又會減少HDL（即“好”膽固醇）
，因而增加患心臟病的風險。





多吃高纖維食品

適量的水果有益
 ，但不宜太大量
 ，以免攝取過多
 熱量



富含纖維質的食物

五榖根莖類
糙米、五榖米、玉米、蓮子、小麥、綠豆

 、紅豆、全麥土司、燕麥片、小米。

豆 類 小方豆干、黃豆、黑豆、毛豆。

蔬菜類 黃豆芽、鮮香菇、鮮洋菇、金針菇、牛蒡
 、青椒、空心菜、四季豆、地瓜葉。

水果類 西洋梨、柳丁、百香果、芭樂、帶皮蘋果
 。



隨時牢記隨時牢記  

三少一多三少一多

少油、少鹽、少糖少油、少鹽、少糖

多纖維多纖維



怎樣才可維持怎樣才可維持  
正常膽固醇水平？－正常膽固醇水平？－22

作適量運動作適量運動

保持理想體重保持理想體重

戒煙、戒酒戒煙、戒酒

保持心境開朗保持心境開朗

定期作身体檢查定期作身体檢查



規律運動的好處

降低 或 減緩 增加 或 促進

LDL
TG

體重

血壓

關節僵硬

HDL
心肺功能血液循環

 胰島素的感受性

新陳代謝



活動30分鐘所耗的卡路里

游泳 518卡 跳繩 224卡

跳舞 150卡 爬樓梯 141卡

打掃 114卡 快步走 114卡

騎腳踏車 92卡 泡澡 84卡

洗碗收拾餐具 68卡 洗衣服 57卡

坐公車(坐著) 53卡 穿衣服 41卡

坐公車(站著) 33卡 講電話 33卡

睡午睡 24 卡



維持理想體重

體重超重體重超重 ↑↑TGTG ↑↑LDLLDL ↓↓HDLHDL ↑↑胰島素阻抗胰島素阻抗

規律運動 ↓↓ TGTG ↓↓ LDLLDL ↑↑HDLHDL ↓↓ 胰島素阻抗胰島素阻抗

理想體重
 

=22×身高2（m 2
 

）±10%



香煙中的尼古丁會

刺激交感神經興奮，使血管收縮，

傷害血管壁，使膽固醇更易附著，

造成動脈硬化。

戒 菸

抽 煙 ↓↓HDLHDL ↑↑TGTG ↑↑LDLLDL ↑↑動脈硬化



戒 酒

酗 酒 ↑心跳 ↑血壓 ↑血管的衝擊力 ↑腦中風



若膽固醇依然處於危險水若膽固醇依然處於危險水  
平，你便要接受藥物治療平，你便要接受藥物治療



常見的降膽固醇藥常見的降膽固醇藥

他汀類他汀類

微纖維酸類微纖維酸類

尼古丁酸尼古丁酸

膽酸分解松脂膽酸分解松脂

奧米加３魚脂丸奧米加３魚脂丸



他汀類他汀類

作用：作用：

抑壓肝臟製造膽固醇，抑壓肝臟製造膽固醇，
降低降低 LDLLDL

較常見副作用：較常見副作用：

腸胃不適、頭痛、腸胃不適、頭痛、

肌肉酸痛肌肉酸痛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宜晚上服用宜晚上服用

若肌肉酸痛持續，若肌肉酸痛持續，

必須告知醫生必須告知醫生

• atorvastatin, 
fluvastatin, 

• pravastatin, 
simvastatin



微纖維酸類微纖維酸類

作用：作用：

主要降低三酸甘油脂主要降低三酸甘油脂

能減少能減少 LDLLDL，，增加增加HDLHDL

較常見副作用：較常見副作用：

腸胃不適、皮膚痕癢、腸胃不適、皮膚痕癢、
肌肉酸痛肌肉酸痛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若肌肉酸痛持續，若肌肉酸痛持續， 必必
須告知醫生須告知醫生

• benzafibrate
• fenofibrate
• gemfibrozil



尼古丁酸尼古丁酸  ((Nicotinic Acid)Nicotinic Acid)

作用：作用：

減低肝臟製造三酸甘油脂減低肝臟製造三酸甘油脂
及膽固醇，增加及膽固醇，增加HDLHDL

較常見副作用：較常見副作用：

面紅、皮膚灼熱、頭痛、面紅、皮膚灼熱、頭痛、
胃部不適、皮膚痕癢胃部不適、皮膚痕癢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宜飽肚服用宜飽肚服用

肝臟肝臟

膽固醇膽固醇



膽酸分解松脂膽酸分解松脂
作用：作用：

加促膽酸的排泄，從而加促膽酸的排泄，從而

增快膽固醇轉化為膽酸增快膽固醇轉化為膽酸

較常見副作用：較常見副作用：

便秘、腸胃不適便秘、腸胃不適

妨礙脂溶性維他命妨礙脂溶性維他命((A,D,K) A,D,K) 
的吸收的吸收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切勿與其他藥物一同服用切勿與其他藥物一同服用

應在應在11小時前或小時前或44小時後小時後

始服其他藥物始服其他藥物
膽酸分解松脂

膽酸

• cholestyramine



奧米加３魚脂丸奧米加３魚脂丸  ((OmegaOmega--3 marine triglycerides)3 marine triglycerides)

作用：作用：

減低三酸甘油脂減低三酸甘油脂

較常見副作用：較常見副作用：

作悶、胃氣漲作悶、胃氣漲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宜飽肚服用宜飽肚服用



服藥注意事項服藥注意事項

認識所服藥物認識所服藥物

每日定時定量服食每日定時定量服食

善存藥物於陰涼乾燥地方善存藥物於陰涼乾燥地方



總結：總結：

持之有恆的生活調節持之有恆的生活調節

和適當的藥物控制和適當的藥物控制

是治療高脂血症之有效方法是治療高脂血症之有效方法



嚇！嚇！趕快運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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