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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膽固醇數值表
日期

LDL
（壞的）
膽固醇

HDL
（好的）
膽固醇

三酸甘
油酯

總膽固醇

非-HDL
膽固醇

降低膽固醇的
重要性
膽固醇過高時，就會增加心臟
疾病的風險，這就是必須降低
膽固醇的原因。
多從事體能活動有助於降低
LDL（壞的）膽固醇，亦可增
加HDL（好的）膽固醇，體能
活動不僅對心臟有益，還有助
於控制體重。保持體能活動會
讓您感到更有活力。

降低膽固醇的方式有兩種：

目標：

我的服藥紀錄表
藥物名稱

劑量

用途

服用時間

特殊指示

1. 調整生活方式。遵照醫師指
示，調整飲食習慣與運動模
式，包括：
- 均衡飲食
- 多運動
- 控制體重

您可以散步、跳舞或園藝，也
可以打保齡球或高爾夫球。但
在您開始進行任何運動計畫之
前，請務必先與您的醫師討論。

2. 藥物。您也可能需要藥物協
助降低膽固醇。
醫師可為您開立協助降低膽
固醇的藥物，您也可以請醫
師說明這些藥物如何產生作
用。請依照醫師與藥師的指
示服藥。

大部分的人都應該嘗試盡量每
天運動30分鐘，可以一次做
完，也可以分成幾次進行。
根據美國心臟協會的建議，每
一個星期至少從事5天，每天
30分鐘的體能活動，不僅有助
於降低膽固醇與血壓，亦可協

醫師會在您服藥期間，定期
為您抽血檢查膽固醇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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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降低或維持體重。
請洽詢您的醫師，您可以從事
哪些體能活動，並討論您應該
多久運動一次，每一次運動多
少時間。
如果您的體重過重，應該嘗試
減輕體重。減輕體重有助於降
低LDL（壞的）膽固醇。

多吃健康的食物，避免吃高脂
食物，有助於降低膽固醇濃度
與心臟疾病風險。健康的飲食
計畫包括：

多吃高纖食物。高纖食物例
如全麥麵包、全榖類榖片與
燕麥片，豆類食物亦富含纖
維，例如乾豆類與豌豆。

多吃新鮮的水果。新鮮水果
例如蘋果、香蕉、柳丁、葡
萄與甜瓜等。

多吃魚。部分膳食建議提倡
每週吃兩次魚肉，因為魚肉
富含omega-3脂肪酸，且有
證據顯示，omega-3脂肪酸
可降低心臟疾病風險，富含
omega-3脂肪酸的魚類包括
鮭魚、鮪魚與鯖魚。但魚類
若受到重金屬如汞的汙染
時，應特別小心。懷孕婦女
與哺乳的母親應避免食用汞
含量高的魚類。

多吃新鮮的蔬菜。新鮮蔬菜
例如綠色蔬菜、胡蘿蔔、菠
菜、花椰菜與蕃茄等。

小秘訣

減少脂肪攝取量。飽和脂肪
與反式脂肪皆會間接導致血
中的膽固醇量增高，若血中
膽固醇過多，可能會引發心
臟疾病。

請醫師協助您選擇健康的
食物，並請他們協助您擬
定運動計畫。

吃低膽固醇食物。許多含有
飽和脂肪的食物都含有膽固
醇，例如肝臟與其他內臟之
類的動物性食物，皆含有
膽固醇，還有蛋黃、全脂牛
奶、奶油與某些乳酪，亦皆
含有膽固醇。

烘焙、燉煮或蒸煮食物，避
免油炸。
在不沾鍋或一般鍋子中加少
量植物油，避免使用牛油或
起酥油。
湯煮好之後，放涼數個小
時，然後在食用之前，先撈
除上層的固態脂肪。
煮湯時，以調味料與香料植
物取代鹽巴或脂肪調味。
烹飪時使用低脂或脫脂牛奶，
避免使用全脂牛奶或奶油。
烘焙或烹飪時使用蛋白，避
免使用全蛋。

請仔細閱讀食品包裝上的食
物標示，這些標示可告訴您
食物中大致含有多少飽和脂
肪與反式脂肪，且可告知您
食物中含有多少膽固醇、纖
維與營養成分。

雞肉應先去皮，再烹煮。
嘗試以火雞肉取代食譜中的
牛肉。

以下為可協助您吃得更健康的
烹飪秘訣：

小秘訣
避免食用富含飽和脂肪、反式
脂肪與膽固醇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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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自己的
膽固醇數值

請記得注意自己的目標達成進
度，並嚴格遵循自己的計畫：
包括健康的飲食、多從事體能
活動，或許亦可服用藥物（如
果醫師建議）。請務必設法降
低膽固醇，以降低心臟疾病風
險，若能達成醫師為您設定
的LDL（壞的）膽固醇濃度目
標，將有助降低您的心臟疾病
風險。

追蹤紀錄膽固醇數值有助於監
測您的膽固醇控制進展。
紀錄您的膽固醇檢驗結果，做
為健康紀錄之一。

膽固醇過高會影響心臟的健
康，而導致心臟疾病風險增
高，因此瞭解自己的膽固醇數
值非常重要，您也須瞭解您的
膽固醇隨時間變化的情形。

追蹤紀錄膽固醇數值有助於瞭
解您的膽固醇控制計畫之成
效，亦可監測醫師為您設定之
LDL（壞的）膽固醇濃度目標
的達成進度。降低膽固醇有助
於降低罹患心臟疾病的風險。

醫師可協助您瞭解自己的膽固
醇數值，如果您的膽固醇過
高，請與醫師討論如何降低。
降低膽固醇有助於降低罹患心
臟疾病的風險。

請與醫師討論您的膽固醇數
值，以瞭解其代表的意義，並
瞭解正常的LDL（壞的）膽固
醇數值應該是多少。請記住，
降低膽固醇能大幅協助降低心
臟疾病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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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看醫師後都將您的膽固
醇數值紀錄下來，經過一段時
間後，您和醫師可共同檢視您
的膽固醇濃度之變化情形，以
便追蹤醫師為您設定之LDL（
壞的）膽固醇濃度目標的達成
進度。
最重要的是將LDL（壞的）膽
固醇降至您與醫師討論的目標
濃度，因為有助於降低心臟疾
病風險。
請使用本表追蹤您的膽固醇數
值之變化，以及您的LDL（壞
的）膽固醇濃度目標之達成進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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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藥物協助降
低您的膽固醇

紀錄您的膽固醇藥物服用狀況
紀錄您服用膽固醇藥物的狀
況，以方便與醫師討論您的任
何疑問與顧慮。

服用藥物協助降低您的膽固醇

您可使用本表紀錄您服用膽固
醇藥物的狀況。

服用醫師為您開立的藥物，並
瞭解服用的方式與時間。如果
未遵照醫師建議的方式服藥，
可能無法發揮藥物的功效。

每天在相同的時間服藥。將
服藥時間安排在您每天都必
須做某一件事情的同時，例
如，在刷牙之前服藥。

如果您有任何疑問或顧慮，可
請醫師為您進一步解說。

請務必遵循您的膽固醇治療計
畫，如果您對於治療計畫有任
何疑問，請洽詢醫師。

設定鬧鐘，或設定手機鬧鈴
提醒您服藥。

在您服藥後，您的膽固醇濃度
可能會降低，但是未經醫師指
示，切勿擅自停藥。

請家人或朋友協助提醒。
填寫服藥日誌。每一次服藥
時都必須進行紀錄，並紀錄
您服用的藥量，以及在日誌
上紀錄必須再訂購藥物或拿
藥的時間。

膽固醇藥物有助於維持低的膽
固醇濃度，如果停止服藥，膽
固醇可能會再次升高。您在停
止服藥之前，請先洽詢醫師。
記得服藥的秘訣

在冰箱或浴室鏡子上貼一張
提醒的便條紙。

以下為可協助您記得服藥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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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醫師與膽固
醇有關的問題
您可能會有一些與膽固醇有關
的問題，都可以詢問您的醫療
人員。
我應該多久檢測一次膽固
醇？

請討論您的膽固醇狀況，如果
您有任何不瞭解的部分，請勿
感到不好意思，應請醫療人員
再為您解釋一遍。

我有哪些會使膽固醇增高的
危險因子？

以下為您可能會想要詢問的膽
固醇相關問題：

我有哪些心臟疾病的危險因
子？

以下為您可在被告知膽固醇過
高時，詢問的問題：

我現在服用的是哪一種降膽
固醇藥物？

我的LDL（壞的）膽固醇數
值是多少？

我必須服用多少藥物？多久
服用一次？

正常的LDL（壞的）膽固醇
數值應該是多少？

我服用的藥物可能引起哪些
副作用？

我應該如何將我的LDL膽固
醇降至目標值？

如果忘記服藥，該如何？
我的藥物如何產生作用？我
如何知道它是否有效？

我可以藉由改變飲食或增加
運動量，控制過高的膽固醇
嗎？

我需要服藥多久？

我必須服用藥物降低膽固醇
嗎？

我的LDL（壞的）膽固醇數
值是多少？

小秘訣
請記得紀錄您想要詢問的
問題，並記得在下一次回
診時攜帶您列出的問題。

我應該多久檢測一次膽固
醇？

我的HDL（好的）膽固醇數
值是多少？

我還需要做些什麼？

我的膽固醇數值代表什麼？

以下為您可在醫師開立膽固醇
藥物給您時，詢問醫療人員的
問題：

正常的LDL（壞的）膽固醇
數值應該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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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健康衛教資訊
您必須重視自己的高膽固醇問
題，當您的膽固醇過高時，就
會有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您有能力降低您的膽固醇，當
您降低膽固醇後，即可同時降
低心臟疾病的罹患風險。您可
尋求醫師的協助。
與醫師攜手合作控制您的高膽
固醇問題。請務必遵循您的膽
固醇降低計畫，如果您不瞭解
您的風險或如何控制高膽固醇
問題，請詢問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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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秘訣
如果您的膽固醇偏高，請
向醫師詢問降低膽固醇的
方法。降低膽固醇有助於
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風
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