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地區高血糖、高血脂、高血壓盛行率調查
新發現個案追蹤問卷
【請依『受訪個案檢驗結果名冊』，挑選出篩檢為新發高血糖、新發高血脂及新發高血壓個
案，並填入以下資訊】
個案編號：_________________
□1. 為新發高血糖個案【請詢問第二頁】
□2. 為新發高血脂個案【請詢問第三頁】
□3. 為新發高血壓個案【請詢問第四頁】
訪問記錄：
訪問日期（或預計訪問日期） 訪問時間（24 小時制）

訪問結果

□1. 成功

1

91 年____月____日

______時______分

2

91 年____月____日

______時______分

□1. 成功
□0. 失敗，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

3

91 年____月____日

______時______分

□1. 成功
□0. 失敗，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

□0. 失敗，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次電話追蹤開頭語】
___先生／女士您好，我是衛生所公共衛生護士，在 _____ 月 _____ 日到您家中做過健康檢
查，請問您收到我們寄出的報告了嗎？
□1. 有
【請進行後續頁次各疾病別訪問】
□0. 沒有 【請再次確認受訪者地址，並先將檢驗結果告知。問卷暫緩進行，並在掛斷電
話後通知研究中心。於兩週後再進行第二次電訪】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次電話追蹤開頭語】
___先生／女士您好，我是衛生所公共衛生護士，在 _____ 月 _____ 日打過電話知道您當時
還沒收到檢驗報告，請問您現在收到我們寄出的報告了嗎？
□1. 有
【請進行後續頁次各疾病別訪問】
□0. 沒有 【請說明報告將於近期內到達，並直接進行各疾病別訪問。掛斷電話後再告知
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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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糖新發個案
1.1 收到報告，得知可能有高血糖後，有再找另一名醫師確認嗎？
□1. 有

□ 沒有
您沒有再找另一位醫師，為什麼？
□ 2. 沒有時間去找醫師
□ 3. 高血糖沒有什麼，不需要再看醫師
□ 4.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頁問卷結束】

1.2 醫師診斷您有高血糖嗎？
□1. 有【續問 1.2a】

□2. 沒有

【本頁問卷結束】

1.2a 您現在有沒有在吃降血糖的藥物?
□1. 經常或按時服用

□2. 偶而或必要時服用

□3. 沒有

1.2b 除了吃藥外，在日常生活上，目前您是不是有注意或是用其他的方法來控制糖
尿病？【可複選】
【先讓個案自己說，個案未提到的，再探問有沒有用該方法來控制糖尿病】
自述有

探問有

□a.

□a. 控制體重

□b.

□b. 少抽菸或飲酒

□c.

□c. 養成運動習慣

□d.

□d. 飲食控制(多吃纖維、均衡飲食等)

□e.

□e. 生活規律、避免熬夜、放鬆壓力等生活調適

□f.

□f. 其他(請寫出)
□g. 都沒有用什麼方法來控制糖尿病

1.2c 您有沒有因為糖尿病特別去做眼睛(視網膜)檢查?
□1. 有

□2. 沒有

1.2d 您有沒有因為糖尿病特別去做腎功能的尿液(微量白蛋白)檢查?
□1. 有

□2. 沒有
【本頁問卷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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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脂新發個案
2.1 收到報告，得知可能有高血脂後，有再找另一名醫師確認嗎？
□1. 有

□ 沒有
您沒有再找另一位醫師，為什麼？
□ 2. 沒有時間去找醫師
□ 3. 高血脂沒有什麼，不需要再看醫師
□ 4.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頁問卷結束】

2.2 醫師診斷您有高血脂嗎？
□1. 有【續問 2.2a】

□2. 沒有

【本頁問卷結束】

2.2a 您現在有沒有在服用控制血油的藥？
□1. 經常或按時服用

□2. 偶而或必要時服用

□3. 沒有

2.2b 除了吃藥外，在日常生活上，目前您是不是有注意或是用其他的方法來控制血
液脂肪過高的問題？【可複選】
【先讓個案自己說，個案未提到的，再探問有沒有用該方法來控制高血脂】
自述有

探問有

□a.

□a. 控制體重

□b.

□b. 少抽菸或飲酒

□c.

□c. 養成運動習慣

□d.

□d. 飲食控制(避免動物性脂肪與高膽固醇食物、多吃纖維)

□e.

□e. 生活規律、避免熬夜、放鬆壓力等生活調適

□f.

□f. 其他(請寫出)
□g. 都沒有用什麼方法來控制高血脂
【本頁問卷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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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壓新發個案
3.1 收到報告，得知可能有高血壓後，有再找另一名醫師確認嗎？
□1. 有
□ 沒有
您沒有再找另一位醫師，為什麼？
□ 2. 沒有時間去找醫師
□ 3. 高血壓沒有什麼，不需要再看醫師
□ 4.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頁問卷結束】
3.2 醫師診斷您有高血壓嗎？
□1. 有【續問 3.2a】

□2. 沒有

【本頁問卷結束】

3.2a 您現在有沒有在服用控制高血壓的藥？
□1. 經常或按時服用

□2. 偶而或必要時服用

□3. 沒有

3.2b 您有沒有定期在量血壓? 【若有】是多久量一次?
□1. 很少量或每月少於一次
□2. 每月二、三次

□3. 每週一、二次
□4. 幾乎每天量

3.2c 除了吃藥外，在日常生活上，目前您是不是有注意或是用其他的方法來控制高
血壓？【可複選】
【先讓個案自己說，個案未提到的，再探問有沒有用該方法來控制高血壓】
自述有
□a.
□b.
□c.
□d.
□e.
□f.

探問有
□a. 控制體重
□b. 少抽菸或飲酒
□c. 養成運動習慣
□d. 飲食控制(如:少吃鹹、吃清淡點、避免高膽固醇食物)
□e. 生活規律、避免熬夜、放鬆壓力等生活調適
□f. 其他 (請寫出)
□g. 都沒有用什麼方法來控制高血壓

3.2d 你的高血壓情形是不是已經控制住了?是已經控制良好，還是不太好、有時候
還是會血壓高，或控制不好、常常會有血壓高的情形?
□
□
□
□

1.
2.
3.
4.

控制良好
不太好，有時會血壓高
控制不好，常常血壓高
仍在觀察中，現在覺得和沒發現高血壓前的情況沒什麼不同
【本頁問卷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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