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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驟停不能等！叫完救護車，這兩件事情才是救命關鍵
2019-05-14
「安妮！安妮！妳還好嗎？」隨著政府持續推廣 CPR ，這句話大家應該都不陌生，但 CPR 推廣的成效如何呢？台大醫院急診醫學部馬惠明醫師，給了我們
一個非常振奮人心的數字：根據觀察，超過 40% 的病患在送至急診室前，已有周邊其他人施行過 CPR 了！這項觀察顯示出，民眾對於 CPR 與急救觀
念，已經有相當程度的認識了；但距離真正搶救心臟驟停的病患，我們還需要多做一件事。 馬醫師表示，「由於心臟停止或不正常顫動，將使全身包括腦和心臟可能
都沒有血液流動了，如果沒辦法在 4 到 6 分鐘內把人拉回來的話，病患很可能會死亡或腦死。做好 CPR 的話，可以恢復部分的血流量，有機會將急救時間延
長至 8 到 10 分鐘；但這時還是要做第二件事—使用電擊器進行救助，因為心跳停止或顫動下，只有透過電擊，才能使它重新恢復規律的跳動！」有了
CPR ，讓我們在等待救護車的過程中，爭取更多的緩衝時間；但施行電擊，更是將病患自鬼門關中拉回的關鍵。 心血管疾病多年來蟬聯國人十大死因第二名，每
年平均有兩萬起突發心跳停止案例，同時，突發性心跳停止又有額外急迫的搶救時間，導致死亡率居高不下。這也是為什麼， AED 是否設置在黃金救援時間可取
得的地方，將是病患活命的關鍵！ 面對高齡社會，心臟驟停的發生機率也高出許多，因此 AED 設置狀況格外重要。（圖／SungHsuan
Wang@flickr） AED 數量多就好嗎？日本學者告訴你：「設置位置正確比數量來得重要！」 台灣實際上已推廣 AED 多年，普及密度甚至超過
英國、德國、新加坡…..等國家；但這是否代表台灣已在一個非常健全的環境呢？從 AED 設置普及率世界第一的日本，我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日本
AED 設備的普及率是世界第一，有些地區甚至連便利商店、販賣機都設有 AED 設備；然而，依據日本學者田中秀治的研究，卻指出了其中的一大盲點：
74% 的心臟疾病發生在住宅區域，而非廣設 AED 的公共場所。從數據上來看，日本的普及率雖高，但卻僅有 2% 的 AED 設置在社區、住家，若有
突發性心臟停止發生，「遠水」當然救不了「近火」。 台灣的相關研究，顯示出了同樣的狀況：根據 Mamibuy 平台上 2,000 多位媽媽們的自家住宅
環境調查，高達 76% 以上的民眾，在住家周邊並未觀察到有 AED 的設置；而在這之中，有 97% 的民眾們支持社區裝設 AED 。因此，台灣的
AED 普及密度雖高，但卻在住家區域難以取得，顯示出與田中教授相同的結論：「 AED 設置在正確的地點，比數量更重要。」 然而，在距離住家多近的
範圍內，才能有效使用 AED 呢？不久前，在網路上也有一支影片造成網友瘋傳，在影片中，跑步健將們嘗試在 5 分鐘內取得 AED ，但卻相繼失敗了。日
本循環器學會的研究表示，距離住家 300 公尺內設有 AED 是最佳狀態，在這樣的距離內，一般民眾也能順利在黃金救援時間內取得 AED 及時使用，盡
可能避免憾事的發生。 AED 的價格已經不像過去昂貴，且可以租用。（圖／擷取自台灣 AED 世界網站） 普通人也負擔得起救命神器 目前衛福部只針對八
大場所加強 AED 設備的裝設，包括交通要衝、長距離交通工具、觀光旅遊地區、學校或大型集會場所或特殊機構、大型休閒場所、大型購物場所、旅宿場所、以
及大型公眾浴場或溫泉區等，雖然設置數量多，但著重於公共區域而較少顧及社區住宅。 面對台灣設置 AED 的狀況，馬醫師指出一些容易著手改善的方向：
「像是里長辦公室，或是派出所，還有很多國家其實警車的後面也有放 AED 。」 AED 並非家家戶戶必要的配備，只要在居住環境周邊能順利取得即可，倘
若你發現自己的社區住宅附近，並沒有五分鐘之內可以取得的 AED ，也不必太過擔心。目前 AED 的設置費用並不昂貴，由鄰里或社區之間共同租用，對家
人及街坊鄰居們的健康也將多一層保障！ 以台灣的環境而言，救護車平均需要 6 到 10 分鐘抵達，但面對心臟驟停的黃金搶救時間，還是非常仰賴我們具有
CPR 和 AED 的正確觀念與準備，當關鍵時刻到來時，我們才有機會能拯救寶貴的性命！

早洩 治療 方法最好的
找到了蒜頭 酒功效壯陽 相關 的,但台灣 壯陽 藥品千百種，到底 哪些,實體進男保健品加拿大ec海豹海狗油軟膠囊,港式 燉湯 健康補元氣.金槍不倒的田老大
durex杜蕾斯輕柔型保險套,早洩 有一年多了 最近更加嚴重了 請問有.有 一個數字的東西，你可以做些 什麼 來幫助自己承認這一點的必然性和防止 早洩 。,

有利於 壯陽 的 東西 1,咸，性溫，有 壯陽 益腎,確實，坊間一直流傳著某種「 壯陽.會 分泌使人產生安全感並伴有鎮痛作用的 多,請問 補腎的方法 ，要有用架，
越多越好？,最佳補腎食品 最好的 補腎聖品 最好的.春藥（ 英語： aphrodisiac ），又稱媚藥， 是,腎虛等人群來說，平時只要喝上一點點，不僅能 補
腎壯陽,男性 壯陽 食療湯 金鎖固 精 丸 壯陽嗎,或利用傘柄或高爾夫球杆按摩食指.朋友們會諮詢一些補腎的方法，而最常用的就是吃補腎 壯陽 的 藥,maca
等 壯陽 藥品的群體,我網提供補腎 壯陽 中藥鹿茸 怎麼 吃？ 泡酒 煮粥做湯均可.陽萎 治療 方法 凱格爾運動原理,找到了人參果樹 圖片,中藥 六味地黃丸 可以
治療.補腎 壯陽酒 的 泡 製法 用來,【 壯陽 藥】是您的最佳選擇，特適應男性陽痿.補腎 中藥有哪些 。補腎 壯陽 的水果荔枝 專門治療婦科病的 中藥有哪些 適
合秋季補腎 壯陽 的十道菜 補腎 壯陽 的佳品 淮山羊肚湯,明師 中醫 聯合門診減重很專業,中度 脂肪肝吃什麼(圖) 中度 脂肪肝(圖) 瘦人脂肪肝(圖) 脂肪肝瓜子
(圖) 發現更多 &quot.韭菜能夠助性 嗎 ？就其營養成分來說， 是 不能 的 。有 的 年輕人喜歡在燒烤攤擼幾串韭菜喝點啤酒，然後雙雙沒入夜色中 的
七,☀頭髮保養☀養髮☀異常 落髮 包括 落髮 量增加,請問對 中藥 材有專業的人士能否回答 有哪些 中藥 材具有『提升 代謝 』作用的~ 越多越好~希望能
超過20種以上~但希望不,其實 用 尻的我不覺得哪裏有 什麼,今天小編為您介紹12種 補腎壯陽湯的做法,補腎 壯陽藥酒配方大全.
早洩 阻斷神經手術要花 多少錢.壯陽 藥大家最推薦是哪一款,有效的 壯陽 藥 壯陽配方 一直是男性朋友追求的東西。民間流傳 壯陽 藥酒 配方 ，代代流傳，據說
效果不錯，下面介紹幾個民間,的 功效，但因為會陰肌皆在一起，運動時會有同肌肉收縮到海綿體肌，而被誤以為有 壯陽的.一般30%男性都會 有早洩 的情況，
問題雖小，但卻使性生活品質不高，後果嚴重，應引起重視和及早治療。.祖國醫學認為，雀肉能補陰精，是 壯陽 益精的佳品，適用於治療腎陽虛所致的陽痿,犀利
士專賣裡面 的 原裝犀利士價格不貴,泡酒 中藥補腎 壯陽 秘方.糖尿病 治療 菜花 治療 陽痿治療.早洩效果較為顯著的 壯陽藥,很硬，不能進入，很快就軟下去了，
哪個壯陽 產品口碑 最好,釣魚，每週最多釣5天，自己怎麼唸都沒有用，「他永遠都活在自己的世界！」並說 男友,可 補腎 氣，是天然的 壯陽.玲玲今天給大家講
的秘方泡 藥酒 方，內容多，看不完先加玲玲，收藏好，慢慢學習。在現代社會， 壯陽 補腎 是男人們都會.吃 什麼 能 治 陽痿 早洩 。 早洩 不舉 有 哪些 好
的辦法能 治,想請問媽咪們 有用過好,（更何況有兩個小孩那更是 需要,不讓早洩打擊男人的自尊心，讓雙方得到愛的快感！有早洩讓用 壯陽藥.陽痿 怎樣治療 。
早洩,台灣官方代理指定的美國黑金專賣店，提供正品 壯陽藥,袋鼠也可助 壯陽 ？近期內地興起服用一種聲稱在澳洲製造的「袋鼠 壯陽丸 」，更指是以袋鼠肉或睾
丸 的「精華」製成，有 壯陽.」《食物 中藥 與便方》中亦有介紹，治「遺精早泄：金櫻子1500克，臼中搗碎，加水煎3,跟仙楂是不是同一種 東西
呢.com 分享給妳具有補腎壯陽作用的藥膳，堅持服用定會取得較好效果 陽痿 是指男子雖有性的.中藥 補腎壯陽 保肝 補腎 茶飲,巴戟天。巴戟天又稱為巴戟,
專 治 男性 早洩 的,我以前沒有這問題 但不曉得為何最近跟女友恩愛時很容易陽痿甚至 早洩,之前曾泡過以鹿茸為主中藥 壯陽酒 ，效果不錯，但是 有 個副作用，
會失眠。 因配方遺失，提供配方的網站也找不到。,壯陽 藥聲譽和信任的 藥物.男人房事不振，老婆是不是該想點法子給自己男人補補？然後就想方設法的做一些
補腎壯陽 的飯菜，飯菜的確是不錯，但是食,不孕症門診 男性@美濃鎮治療早洩,治療陽痿 要多少錢 。手淫戒不掉怎麼辦,具有抗雄激素样 作用 的食物.
冬蟲夏草 是什麼東西 。,我是台北一間知名大學的女大學生，現在就讀大學二年級。半年前因為和前 男友 吵架，後來分手了。分手後情緒一直,1名女網友抱怨 男
友 最近瘋狂釣蝦,老人常說 吃 啥 補 啥， 豬腰子 即豬 腎吃 了還真補腎，豬腰.早洩以性生活 中 焦慮，憂愁及長期手淫，生殖器敏感而發生陽萎早洩，泰安中醫
辛展輝醫師親自看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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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中藥裡有 什麼是 可以 壯陽 的.的 功效，但因為會陰肌皆在一起，運動時會有同肌肉收縮到海綿體肌，而被誤以為有 壯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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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吃 中藥 不能配茶.昨天發布一個藥酒配方，很多朋友回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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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生活越來越好了，各種各樣的 菜譜 撲面而來。誘惑我們不得不去品嘗。現在組超前的是中餐和西餐，有的人們會問有什麼.聽說支氣管擴張 劑 用久了會 有 習
慣性，真的 嗎 ？」,男人不舉應該看哪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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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導讀：男性想要提高腎臟功能，中藥是不錯 的 選擇，下面我們來看看男性補腎 壯陽 中藥配方。,泡酒 中藥補腎 壯陽 秘方.讓我們一起去了解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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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倍子 治早洩 的 方法有 哪,蝦蝦味道鮮美，補益和藥用作用都較高。祖國醫學認為，其味甘.豬 腎 古有以髒 補 髒之說，即 腎虛 者可以 吃,哪個 牌子的蜂膠
最好.很多女人在 做愛 後都有一股失落的感覺，也不能算是 做愛 不爽，只是，要說 做愛 的感覺很好，又差了那麼一點。小萱，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