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 
 
我們的地址是： 

 
#110, 2891 Sunridge Way NE 
Calgary, Alberta 
T1Y7K7

 
本診所旁設有停車場。 

公共巴士路線：# 19和# 119 

距離最近的輕鐵站：卡加利東北 Rundle 站 
 
 

隱私政策 
 
我們將按照《健康資訊法案》的規定收集、使
用和披露您所提供的個人健康資訊。 

 
您的個人健康資訊亦會被用作為您提供診斷、
治療與護理服務，以及向您所享用的省級醫療
計畫發送醫療服務帳單。如欲瞭解更多資訊，
請致電 403-571-8640。 

 
Cantonese / MPI: 2013.07.31 

什麼是心肌灌注顯像（MPI/鉈）負荷

測試 
該測試結合核素心肌灌注顯像負荷測試，檢查

患者休息和負荷狀態下血液流向心肌的情況。 
 

檢查是怎樣進行的？ 
到達中心後，中心人員會要求您填寫一份資訊表

並閱讀一份同意書。進入檢查室後，醫務人員會

向您講解測試內容，屆時您可以提出任何問題或

疑問，得到解答後再決定同意進行測試。之後您

會開始接受靜脈注射，並進行測試準備，以便我

們可以在測試過程中對您的心電圖、心率、節

律、血壓等進行全程監測。如果您的耐受時間不

足、有相關病史或者心電圖顯示不適合進行踏車

運動，您可能需要服用一種叫做雙嘧達莫（潘生

丁）的藥物。這方面具體情況要看主治醫生與您

溝通後所作的決定。 
 
在接近完成測試的時候，會在您的靜脈血管內

注入一種放射性物質-鉈。然後，您需要在醫用

相機下方躺下約 15 分鐘，以攝影您的心臟圖

片。 
 
負荷圖片完成後，您會得到詳細的說明，然後等

待靜息態圖片完成（通常是三四個小時之後）。

雖然此時仍不可進食任何東西，但可以按照說明

服用一些藥品和液體。等待期間，您可以離開中

心，而您返回檢查室後，我們會為您採集第二組

圖像，採集過程不超過 15 分鐘。 
 
靜息態心肌灌注顯像（鉈） 
有時候醫生可能會要求只做一次靜息態鉈測試

（即無負荷測試）。某些情況下，在完成初次

負荷測試和無負荷測試後，醫生可能會要求安

排另外一天再進行一次靜息態鉈測試, 以更全面

地評估心臟狀況。這種情況下，心臟專科醫生

會在您原來的測試結果上添加更多資料。請不

要擔心，必要時本中心會與您聯繫。 
 

討論檢查結果 
 

請注意，僅可與您的諮詢醫生或家庭醫生討論
檢查結果。

 
 
 
 
 
 
 

 
心臟診斷中心 

 (電話) 403 571 8640(英語） 
(傳真) 403 571 8658 

 totalcardiology.ca 
 

心肌灌注顯像（MPI/鉈）

負荷測試 
 

準備事項 
 

預約： 
 
日期：  

時間：  

本檢查需要進行相應的準備工作。 

檢查前，請至少提前三天仔細閱讀本手冊。檢查當日請

提前 15 分鐘到達本中心。 

如果您的英語表達不暢，請自備翻譯隨行。 

懷孕或哺乳期間不能進行此項檢查。 
 
整個檢查過程持續約 5-6 個小時。 
 
兒童不可進入檢查室，也不得單獨在無人照顧的情況下

留在等候室。 

注意，為完成此項檢查，請務必出示您的亞伯達省醫療

保健卡或政府發放的帶照片的證件。如需更改預約時

間，請至少提前 24 小時撥打 403-571-8640 更改預約。 
 
 

http://www.totalcardiology.ca/


 
如未遵守以下指示，檢查可能需另作安

排。 
 
 
準備事項重要說明 

 
 
測試前 48 小時（2 天）： 

 

如非醫生另有指示，請停服《48 小時藥物清

單》中包含的所有藥物。 
 
測試前 24 小時（1 天）： 

 

停止飲用或服用任何含咖啡因和去咖啡因的產

品（如咖啡、茶、巧克力、可樂飲品、功能飲

料、泰勒諾/咖啡因產品、222、292、一些咳嗽

或感冒藥） 
 
如非醫生另有指示，請停服《24 小時藥物清

單》中包含的所有藥物。 
 
測試前的半夜十二點鐘： 
 
停止任何飲食，必要時可飲用少量的水。 

 
測試當天上午： 

 
停服降糖藥物，但可以繼續注射胰島素。 

 
繼續服用《48 小時藥物清單》或《24 小時藥物

清單》或《含咖啡因物品清單》中未包含的藥

物，如阿司匹林（Aspirin）、氯吡格雷（克拉

匹 多 ， Plavix/Clopidogrel ） 、 普 拉 格 雷

（ Effient/Prasugrel ） 、 替 格 瑞 洛 （ Brilinta 
/Ticagrelor）、其他薄血藥，以及哮喘慢性阻塞

性肺病、癲癇、帕金森藥物。 
 
請攜帶您所服用藥物的資訊，包括藥物名稱和

服用劑量。 

 
穿著舒適的運動服裝與運動鞋。不要穿帶鋼

圈的胸罩。 
 
 
 
 
 

 
 
請勿塗抹身體油脂或粉末。可以刷牙和使用體

香劑。因為有些人對香料比較敏感或有過敏反

應，所以請避免使用香水、古龍水、鬍後水或

濃香乳液。 
 
請格外仔細地按照下文兩個清單檢查自己

的藥物。 
 
如下所示，有些藥物會有一個以上的名稱

（商標名/非注冊商標名）。 
 
有些以 APO、NOVO、Sandoz、Mylan
等開頭（見藥品盒/袋或藥品包裝盒）的藥

品，雖然沒有被列入以下兩個清單，但亦

適用於測試準備說明，請加以遵守。 
 

 
48 小時藥物清單 

 
 

Acebutolol/Monitan 醋丁洛爾

/Rhotral/Sectral 心施德錠 
Atenolol 壓平樂/Tenormin 天諾敏膜衣錠 
Bisoprolol 康肯膜衣錠/Monocor 心舒康

膜衣錠 
Carvedilol 心全錠/Coreg 卡維地洛 

MetoprololSR//LopressorSR 酒石酸美托

洛爾緩釋片 
Nadolol 康加多爾/Corgard 納多洛爾片 

Pindolol/Viskin 巴利心錠 
Sotalol 索他洛爾片/Sotacor 施太可

Timolol/Blocadren 康舒目 
DiltiazemXC 地爾硫卓緩釋片/TiazacXC

地爾硫卓緩釋片 
Tadalafil 他達拉非片/ Cialis 犀利士 

Vardenafil 樂威壯膜衣錠/ Levitra 樂威壯 
Sildenafil / Viagra 威而鋼膜衣錠 

 
 

 
24 小時藥物清單 

 
Amlodipine/ Norvasc 脈優錠 

Diltiazem 合必爽錠/ Cardizem 凱帝心/ Tiazac 地

爾硫卓 
Diltiazem CD 地爾硫卓控釋 or SR 緩釋 / 

Cardizem CD 凱帝心控釋 or SR 緩釋 
Felodipine 菲迪欣/ Plendil 普心寧錠 

Nicardipine/ Cardene 尼卡地平/ Cardene SR 尼

卡地平緩釋 
Nifedipine 冠達悅歐樂 / Adalat X/ Adalat PA 硝

苯地平緩釋片 
 

Imdur 寬心 
Ismo 愛舒脈 

Isordil SR 麥得炎緩釋膜衣錠 
Isosorbide Dinitrate 易適倍錠 
Isosorbide Mononitrate 冠欣錠 

Nitroglycerine patches 硝酸甘油貼片 
 

Ivabradine 伊伐布雷定/ Coralan 伊伐布雷定片/ 
Procoralan 伊伐布雷定 

 
Labetolol 湍泰低錠/ Normodyne/ Trandate 拉貝

洛爾 
Metoprolol/Lopressor 美托洛爾 

Metoprolol XL / Lopressor XL 美托洛爾緩釋/ 
Toprol XL 琥珀酸美托洛爾緩釋片 Propranolol / 

Inderal 心律錠 
 

Twynsta 倍必康平錠 
 

Verapamil 維拉帕米/ Verapamil SR/ Verapamil 
ER 維拉帕米緩釋 

Isoptin 維拉帕米 /Isoptin SR 維拉帕米緩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