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健康話題）提供特殊疾病和條件的信
息；Educational Campaigns and Programs（教
育活動和項目） 提供一些項目和合作夥伴設計
的減少疾病危險的信息；Resources （資源）包
括出版物，烹飪書籍和健康概況表格，這些可以
下載到您的電腦 裏。如果您沒有安裝網絡，有
很多出版手冊，烹飪書籍和健康概況表格可以寄
到您的家裏。如想得到這些材料，可以發電子郵
件到NHLBIinfo@nhlbi.nih.gov  在您的信中要
包括可以回郵的電子郵件地址， 打電話給美國
心肺血液研究所 (NHLBI) (301) 592-8573 （這
不是免費電話），或寄信給以下地址索取這些材
料：

NHLBI Health Information Center（美國心肺
血液研究所健康信息中心）
P.O. Box 30105
Bethesda, MD 20824-0105

請注意您下載這些信息到您的電腦上是免費的，
大多數（但不是所有的）出版小冊子是免費的
。

由MESA 項目辦公室，美國心肺血液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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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心臟健康的信息來源

什麼是心臟病發作？從哪裡我可以為我的家庭找
到健康的食譜？不同的飲食習慣可以幫助降低我
的血壓嗎？
什麼是健康的體重？我需要做多少健身活動？回
答這些問題和其他更多的問題就在您的手指尖！ 

美國心肺血液研究所 (NHLBI; www.nhlbi.nih.
gov), 即為MESA 提供資金的組織，是美國健康
研究院27個研究所和中心之一。每個研究所和中
心都有它們自己特定的網站。美國心肺血液研究
所 (NHLBI)的網站有很多與心臟，肺，血液和睡
眠障礙有關的健康話題。包括科普教育手冊，烹
飪書籍，健康概況表格，和針對特殊讀者包括非
裔美國人，亞裔／太平洋島國居民，拉美裔，美
國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兒童和婦女的資
源信息。許多在網上發表的文章有英語，西班牙
語和其他語言的版本。

怎麼找到這些信息？
輸入網址www.nhbi.nih.gov. 在左上角，點
擊 Public可以到Health Information for the 
Public（公開的健康信息） ，鏈接Health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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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狀動脈鈣化指數（CAC) 是否應作為決定每天服用
阿斯匹林預防心臟病的指標？
By Michael Miedema, MD, MPH, Minneapolis Heart Institute

低劑量阿斯匹林治療目前推薦給很多已患
心血管疾病的病人，以及患心臟病和中風
的危險性增加的一些人，阿斯匹林常被稱
為血液稀釋劑具有減少血液凝結成塊的能
力。在提供給心臟和大腦營養的動脈中，
阿斯匹林有助於預防血液凝固引起血流堵
塞而導致的心臟病和中風。儘管研究顯示
阿斯匹林可以降低心臟病和中風的危險，
它也同時增加了內出血的危險。

我們利用MESA研究資料預測那些從每天
服用阿斯匹林預防心臟病和中風最受益的
人。我們運用從CT掃描得到的冠狀動脈鈣
化指數（CAC)作為一項測量在冠狀動脈裏
結塊（或堵塞）的數量，冠狀動脈是提供
血液到心臟的動脈。MESA研究已經顯示這
是一個很好的預測未來心臟病和中風的檢
查，然而，冠狀動脈鈣化指數（CAC)的測
量目前還沒有被醫生和其他醫療機構用來
決定每天需要服用阿斯匹林的治療 。我
們在觀察是否冠狀動脈鈣化指數（CAC)可
以幫助確定那些危險性足夠高的人群，他
們服用阿斯匹林的潛在的益處可能大於它

的風險。

我們發現那些至少有中等程度冠狀動脈鈣
化（CAC指數>100)的人患心臟病和中風的
危險足夠高，他們服用阿斯匹林的潛在的
益處可能大於它的風險。於此相反，我們
發現那些沒有冠狀動脈鈣化的人患心臟病
和中風的危險明顯低，他們服用阿斯匹林
的潛在的益處可能不會大於它的風險。

基於這些研究結果建立了目前有關誰將會
受益于每天服用阿斯匹林的治療指南。在
將來，基於像MESA這樣的研究結果，醫療
保健機構可以 考慮像冠狀動脈鈣化指數
（CAC)的檢查來幫助決定誰應當服用預防
性藥物的“個性化”檢查。與此同時，在
您開始服用阿斯匹林之前，於您的醫生或
保健人員交談。阿斯匹林還具有此處描述
之外的其他健康影響和對其他藥物的相互
作用，所以要確保服用它對您是安全的，
如果您被告知需要每天服用阿斯匹林，要
繼續服用直到您的醫生告訴您要停用。

在美國心肺血液健康研究院（NHLBI)網站www.nhlbi.nih.gov 可以找到心臟健康食譜書，在這個簡訊
的最後封面有包括雞肉燉菜的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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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研究顯示我們在哪裏居住與某些行
為，例如吸煙，保持健康的體重和充分的
鍛鍊有關。其他研究顯示有食品雜貨店處
於您家附近與保持健康的身高體重指數
（BMI）有關（BMI是您的體重是否健康
的標誌）。還有報告如果您居住在一個有
許多健身房，公園和其他可以健身活動的

地方，您更有可能有健康的身高體重指數
（BMI），然而，過去還沒有研究通過這些
因素和 許多其他因素包括膽固醇水平，血
壓和吸煙結合起來，觀察您的居住地區是
如何與您的總體的心血管健康有關。

利用第一次MESA檢查的資料和MESA的居住

社區附加研究，我們觀察了這個問題——
您的居住社區與您的總體健康有關聯嗎？
我們使用了地理信息系統軟件（一種通過
地理位置觀察資料的方式——類似谷歌地
球）來幫助我們畫出MESA參加者居住的位
置的地圖，在這些社區中，我們還觀察了
1）食品店的密度；2）店裏出售健康食品
的能力；3）健身活動資源如健身房和行步
道；4）社區“可步行性”（根據一項調查
包括有關有多容易在社區行走，有多經常
看到其他人在社區行走和有多少機會在社
區內走路和鍛鍊。5）社區安全 ；6）社區
凝聚力（一種測量社區鄰里之間關係和信
任的指標）我們發現居住的社區有很多地
方可以健身和活動及居住在可以行走的社
區與較好的心血管健康有關聯。 我們沒有
看到心血管健康與食品店密度，健康食品
的利用，社區安全或社區凝聚力有關聯，
儘管這些因素已經在其他研究顯示與特別
的心血管危險因素和條件有關。

總體而言，我們的研究顯示您在哪裏居住
與您的總體心血管健康有關。一個問題留
給將來的研究是社區是否建得更易於行走
和增加居民健身活動的條件，將引導那裏
的居民保持較好的心血管健康

您住在哪裏和您的總的心血管健康

By Erin Unger, MD,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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