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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腦中風認識腦中風
文/神經內科 辛裕隆 主任

(一)何謂腦中風

腦中風是常見的神經中樞疾病。腦中風

發生過程非常急促，除了可能造成嚴重神經

功能障礙，在急性期甚至可以導致死亡。而

中風的預後好壞，決定於能否即時正確診斷

與處置。雖然醫療的水準逐漸提升，腦中風

仍是國人十大死因之一，也是造成「殘廢失

能」、「失智」最常見的疾病。有幸的是，

近年來的急性處置標準化流程建立，大幅度

改善中風病人的預後。

腦中風完整的醫學名詞為「急性腦血管

疾病」，形容的是腦部因急性的血管梗塞導

致缺血性病變損傷或血管破裂溢血導致腦組

織損害，所引起臨床上的功能障礙。如果沒

有因為腦梗塞或腦出血直接導致死亡，來自

局部腦傷關聯的知能及肢體障礙或吞噬困難

等病患生理性的問題，也會間接影響病人心

理以及產生後續家庭照護的壓力和經濟上的

負擔。

本院成立腦中風中心，集結跨專科醫

療團隊：神經內科、神經外科、復健科、中

醫科、醫影部、高壓氧暨傷口醫學科、護理

部、營養科、藥劑科、社工室、出院準備服

務組等，以病人為中心照護的共同福祉計畫

上，促進醫病相互尊重與溝通，達成最佳可

行之治療選項。

(二)腦中風的分類

腦中風是因為腦部的血管出問題，大部

分是腦血管阻塞，但有小部分是腦血管自發

性破裂。因此簡易分為兩類：

1.缺血性腦中風

佔腦中風約80%，是因腦血管阻塞造成，

其中常見有兩種類型：

*腦血栓：因腦部血管逐漸硬化，造成管

徑狹窄而導致阻塞。

*腦栓塞：在阻塞部位之外的其他地方(心

臟最多)來的栓子(如血塊、細菌贅生物、

脂肪或氣泡等)，隨著血流進入腦部循

環，在較小的腦血管造成阻塞。

2.出血性腦中風：請參閱下一篇「認識腦出

血」文章。

(三)腦中風的危險因素

1.無法改變的危險因子：年齡、性別、

種族、氣候、遺傳。

2.可以改變的危險因子：高血壓、糖尿

病、高血脂症、抽菸、過量飲酒、頸動脈

狹窄、最近有短暫缺血發作(TIA)、缺乏運

動、肥胖、心房顫動、其他心臟病、飲食、

高同胱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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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腦中風的徵兆：瞬間發生的！

1.運動：同側肢體無力(臉、手、腳)

2.感覺：同側肢體麻木(臉、手、腳)

3.視野缺損 (大腦受損)

4.走路不穩 (小腦受損)

5.語言：話說不出來或聽不懂

6.頭痛

(五)中風後的腦部變化(急性期)

1.小動脈血管阻塞：小範圍中風，較少

造成昏迷。

2.大範圍阻塞：易產生腦水腫、腦壓上

升、昏迷。

3.出血性中風：出血血塊直接壓迫，血

塊亦會產生較嚴重的腦水腫。

4.蜘蛛膜下腔出血：血塊瀰漫在大腦表

面，可能造成癲癇及昏迷。

5.腦梗死出血性轉化：梗塞後續發性出

血。

6.出血後血管痙攣造成腦缺血。

(六)合併症及併發症

心律不整、呼吸衰竭、癲癇、腦水腫、

消化性潰瘍、吸入性肺炎、肢體水腫、壓

瘡、尿路感染、敗血症。

(七)中風後期變化

肢體無力、張力增強、肢體攣縮、感覺

異常、半側忽略(右腦損傷)、智力下降、步

態不穩(無力、不平衡、虛弱) 。

可能遇到的情形：癲癇、血壓忽高忽

低(復健治療期間需更注意血壓)、失智症、

藥物副作用：出血，和三管：鼻胃管、導尿

管、氣切管。

(八)恢復期

1.確定血管病變位置及致病機轉。

2.危險因子的控制及治療。

3.復健治療(最好六個月內) 。

4.抗凝血劑或抗血小板劑的繼續使用。

5.侵入治療的考量：

■頸動脈內膜切除術

■外頸/內頸動脈繞道手術

■血管支架的放置

3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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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腦出血

依出血原因可分成1.高血壓性腦出

血：是所有腦出血最大宗、2.動脈瘤破裂：

所造成之腦出血是以蜘蛛網膜下腔出血居

多、3.動靜脈畸型：通常好發於年輕人，又

稱為年輕人之腦出血。

腦溢血，又稱腦出血，通常所說的

腦溢血是指自發性原發性腦出血。發病急

驟、病情兇險、死亡率非常高，是急性腦

血管中最嚴重的一種，為目前中老年人致

死性疾病之一。據統計，「腦梗塞」病人

約佔55%，其死亡率約為10%。然而「出血

性腦中風」約佔35%，但其死亡率卻高達

30%以上。所以如何能竭力挽救高死亡率之

「出血性腦中風」病患，是神經外科醫師

努力的目標。

(二)腦出血診斷方式

電腦斷層或磁震造影檢查是目前能夠

早期區分為腦出血或腦梗塞的主要檢查。

(三)腦出血常見的症狀

在臨床上「腦出血」絕大多數見於40

至70歲的病人，男女比例無差異，症狀通

常在活動時發作，開始時為頭痛、嘔吐，

認識腦出血認識腦出血
文/神經外科 張正修 主任

通常在幾小時之內會有意識障礙而進入昏迷

狀態，且併有局部神經病徵，如：同側瞳孔

散大、無對光反射、對側肢體無力或痲痹；

如出血發生在優勢腦半球時（從小即慣用右

手的的人，其優勢腦半球在左側），患者即

無法講話，此等病人經常可看到其眼球一直

偏向出血之腦半球方向。

(四)腦出血部位

腦出血之預後決定於出血之位置、出

血之速度、病患年齡以及是否有其他併發症

而定。發生率：1.基底核區（包括被殼及視

丘）佔65%；2.大腦白質區佔15%；3.腦幹

區佔10%；4.小腦區佔10%。死亡率：〔腦

幹部位出血〕平均高達60%以上，〔小腦

出血〕約為40%，〔基底核區出血〕約為

30%，〔大腦皮質區出血〕約為20%以下。

出血速度快亦即表示在短時間形成一個大的

血腫塊，造成急性顱內壓升高，其病況會急

驟惡化，病人在短時間內即昏迷甚至死亡。

4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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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腦出血治療及預後

一般而言，腦出血之治療為：內科療

法及外科療法。「內科療法」（亦即保守

療法）包括使用降腦壓之藥物以及控制血

壓，給予適當之水份維持電解質之平衡及營

養等等。「外科療法」自從「電腦斷層攝

影」發明以來，顱內出血的血塊其大小、位

置均可很迅速、很精確的診斷出來，加上神

經外科手術之進步，通常可以很安全的將血

塊消除，以減低死亡率，常見腦出血手術方

式：開顱手術，血塊清除或引流，顱骨減壓

手術。中樞神經細胞是無再生能力的，一旦

破壞即無法再生；因此「病人的預後」和

「腦出血發作時腦部受損的情形」有絕對關

係，如〔運動中樞受損〕即會造成「對側肢

體癱瘓」；〔語言中樞受損〕即會造成「失

語症」；〔視覺傳達路徑受損〕可能會造成

「對側偏盲」；〔小腦受損〕即會「平衡失

調」等等。

(六)結論

腦出血的原因主要與腦血管的病變、硬

化有關，血管的病變與高血脂、糖尿病、高

血壓、血管的老化、吸煙等密切相關。腦出

血是一種非常嚴重之疾病，其平均死亡率高

達30%以上，腦出血之外科手術治療是一個

分秒必爭、爭取時效的工作。治療時機的延

誤很可能使病患喪失生存的機會，甚或變為

長期臥病之植物人。控制血壓為最主要的預

防方法，可使曾有腦血管疾病患者腦出血機

率降低50%，初級預防亦可達26%。

使用抗凝血劑時，要注意監測凝血功

能，注意慎選血栓溶解劑，需依照AMI或急

性腦梗塞的使用規範，以免造成副作用，導

致腦出血。清淡飲食、減少菸酒及勿藥物濫

用亦可降低腦出血機率。

5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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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塞性腦中風之動脈取栓梗塞性腦中風之動脈取栓
文/腦中風中心 陳安芝主任

神經內科    主治醫師

梗塞性腦中風造成的原因很多，如果是大血管阻塞，6-22小時內到急診，可考慮經動脈

取出血栓治療(簡稱：動脈取栓)。治療的原理，就是利用機械式的方法，如真空抽吸、網狀支

架包覆等等，將血栓由腦部的血管取出，使腦血管暢通。

衛教/注意事項

血栓取出後，大血管仍可能再次阻塞。且梗塞區域在疏通後仍有產生梗塞後續發性出血

的可能。因此治療後需轉入加護病房，繼續藥物治療。

動脈取栓團隊

急診→神經內科→神經放射科→麻醉科→加護病房

急性腦中風動脈取栓為緊急治療中啟動最多單位的治療。各單位相互聯繫配合，加上病

人與家屬的了解和同意，方能完成取栓治療。

結論

當發生大血管阻塞中風時，腦部受損的情形相對於小血管會更加嚴重，致命性也更高。

若符合動脈取栓的條件，建議立即進行治療，增加復原的機會。此外，動脈取栓非唯一的治

療，在條件不符合時，仍會進行藥物治療。

問答集

問：為何只有6-22小時之內到急診才能進行取栓治療?

答：因為腦組織在梗塞後的數分鐘內就會開始壞死，取栓治療目的在搶救未壞死區域。隨著

時間增長，壞死區域會擴大，此時若再將血管打通，反而會增加出血，使腦部受損更為

惡化。

問：所有大血管阻塞都可以進行取栓治療嗎?

答：所有治療皆有極限，當血管本身粥狀動脈硬化很嚴重或合併動脈瘤時，取血栓裝置可能

無法處理該血管。此外，若合併其他感染或嚴重疾病時，血栓取出後，可能也只有暫時

使血流打通，並無法改善病情，此類情形之下就不建議進行取栓治療。

問：取栓治療可使病人完全恢復嗎?

答：腦細胞為全身最脆弱的組織，在梗塞的當下，腦的部分細胞就壞死了，無法恢復。取栓

治療在於搶救尚未壞死的區域，增加恢復的可能性，無法使病人完全恢復，後續仍要繼

續藥物及復健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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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抽吸式導管放到血栓處，

吸住血栓，拉出血管。

將裝置穿過血栓，再往回

拉。近端以氣球撐住血管，

避免血流將血栓再次沖落。

(圖片1~3來源︰網路資料)

將導管穿過血栓，張開

網狀支架包住血栓，再

往回拉出血管。

左圖：取栓前，大血管阻塞

右圖：取栓後，腦血管通暢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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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栓溶解劑TPA血栓溶解劑TPA
文/神經內科 林祐嶙  醫師

血栓溶解劑，英文名字稱TPA，中文名

字為組織胞漿素原活化劑，血栓溶解劑可增

加溶解血栓的機會。在中風後3小時內使用

比不使用有1.7倍的機會能減輕中風的症狀 

(特別是三個月後)，也可增加30%的機會達

到僅剩輕微的中風症狀或是完全恢復。

TPA治療是以靜脈注射，經由循環到腦

部其使血栓溶解，目的是使梗塞血管附近的

循環順暢，以減輕甚至是消除中風的症狀。

病人是否符合進行靜脈溶栓須經過醫師

的檢查與篩選，有幾項必須符合的標準，及

一些不符合條件必須排除的標準，一旦不符

合這些準則而逕自施行此項治療，可能造成

的損傷多於藥物可以帶來的好處時，將不建

議進行治療。所以，不會是所有的中風病人

都符合施打。為了減少因藥物引起的出血副

作用，必須謹慎篩選適合的病人，並於施打

後收至重症加護病房觀察。

在治療過程中，藥物作用及代謝將長達

二十四小時，醫護人員會持續評估患者的生

命跡象與神經學症狀變化，至少持續二十四

小時以上，如有任何不良反應，經評估後會

立即處理。若發生出血的情形時，必須立即

停止治療，嚴重時會給予特殊的血液製劑，

以加速止血。如果出血引發無法控制的腦壓

上升，就必須請外科醫師進行開顱減壓的手

術，以減輕上升的腦壓、減少致死的機率。

臨床上有觀察到的出血部位，包括顱內

出血(也就是腦出血)、消化道(胃腸)出血、牙

齦出血、皮下瘀血等。

這項治療已被證實有助於改善中風的症

狀，但對個別患者而言，並無法保證一定有

好處，有些患者甚至會因為併發症而使症狀

更嚴重，雖然有改善的患者比較多。因此，

臨床上須由醫師充分評估後，讓病患/家屬了

解風險後進行，即便最後選擇不接受此項治

療，而接受一般治療方式，也是可以理解的

選擇。

8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健康新知



吞嚥障礙的護理技巧吞嚥障礙的護理技巧
文/神經內外科病房 白雅菁 護理長

吞嚥障礙是指因機能上、構造上或心理

的原因造成進食時食物不易咀嚼、下嚥或容

易哽嗆。

臨床上吞嚥障礙的症狀

1.咀嚼或吞嚥需過多的口腔動作。

2.吞嚥反射有困難。

3.進餐中或進餐後常出現咳嗽或嗆咳。

4.每餐後口腔內仍殘留許多食物。

5.食物堆在口腔內的一側不自覺，或咀嚼中

食物往外掉落。

6.平時有流口水情形。

7.進食完後發聲會有咕嚕聲。

8.慢性呼吸窘迫。

9.肺炎。

預防吞嚥障礙原則

A.以口腔進食方式：依吞嚥因難原因調整進

食方式及選擇食物。

1.最佳的吞嚥姿勢：坐姿或半坐臥姿。

2.注意口中食物放置位置。

3.適當的食物性質並注意每一口的量。

B.非口腔進食方式：短期利用鼻胃管進

食，待吞嚥功能改善或學習吞嚥技巧

後可安全進食再拔除

家屬能夠做什麼？

1.與醫療人員溝通，瞭解病人的吞嚥困難處

及吞嚥治療計劃。

2.支持鼓勵病人參與吞嚥治療並依計劃配合

治療。

3.提供病人醫護人員允許的食物質地。

4.提供充裕的時間及安靜的環境，以便讓他

專心進食。

5.要確定病人己完成進食，再給下一口食

物。

6.若發生嗆咳情形應立刻停止進食。

7.保持口腔衛生，進餐後應清潔口腔，並確

定無殘留食物在口中。

8.避免食物逆流或打嗝哽嗆，於餐後維持坐

姿20-30分鐘。

9.每週量體重一次，以監測病人營養狀況。

10.三餐有變化，增加吞嚥困難病人之食

    慾。

何謂吞嚥困難

資料來源：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吞嚥困難衛教單張

中風患者居家照護進食篇

資料來源：台灣腦中風

學會衛教園地

9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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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中風急性後期照護腦中風急性後期照護

中風後的復健中風後的復健

文/復健科 楊哲魁 主治醫師

腦中風患者在急性期病情穩定之後，

若遺留有功能缺損造成無法照顧自我日常生

活，無法直接返家，便需要一種銜接出院與

返家之間的治療模式，此稱為腦中風急性後

期照護。

腦中風急性後期照護之特色

腦中風急性後期照護為跨專業具整合性

之積極復健，包括：復健科醫師確立患者診

斷與現在的病況，訂定復健目標，跨科之間

的協調，處理併發症；物理治療師處理肢體

動作障礙、步態異常或平衡失調；職能治療

師著重於上肢功能訓練、手部精細動作與日

常生活自我照顧技巧；語言治療師處理吞嚥

障礙、咬字構音不清與失語症；病房護理師

執行給藥、訓練大小便、壓瘡護理等工作；

營養師計算每日所需熱量與各種營養素；社

會工作師提供社會資源諮詢及轉介；出院準

備小組提供轉銜居家照護與長照資源。在多

專業的共同努力之下，減少病患與家屬的負

擔與焦慮，創造病人最佳的預後。

復健具體內容

1.坐姿平衡訓練：患者試著在床邊坐起，鼓

勵病人抬頭挺胸，若慢慢駝背下去，照顧

者可口頭提示或輕拍背部將姿勢坐正；病

人亦可進一步將上半身前傾，或向左右挪

移，再自己恢復原位。

2.傾斜床訓練：將患者由輪椅移至傾斜床，

此時患者為平躺姿勢，將綁帶固定好，調

整傾斜床的角度，此時患者為頭高腳低的

姿勢，每日增加一些角度，最終讓患者可

以類似站立的姿勢而無不適的症狀。

3.站立訓練：初期可讓患者坐較高的椅子，

此時患者只需將身體前傾，下肢稍微出力

即可站起；稍後換較低的椅子，患者則須

加大下肢的力道才能站起。

4.站姿平衡訓練：患者剛開始練習站立時容

易將重心放在健側下肢，此時試著將重心

慢慢移至患側下肢，可刺激誘發患側下肢

的肌力。若患者膝關節無法支撐，可考慮

使用膝部副木(俗稱gaiter)以維持膝關節處

於伸直的狀態。

健康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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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行走訓練：通常患者能站之後就能開始準

備行走訓練。由健側手持四腳拐杖，依

下列步序反覆進行：站好→拐杖向前→

健側腳踏出→患側腳跟上。此時易發生

跌倒意外，須特加留意。

6.上下樓訓練：一般上樓時健側腳先上，下

樓時患側腳先下。

7.日常生活訓練：通常患者可以坐起之後，

開始進行日常生活訓練，若慣用手為患

側，可鼓勵患者雙手都要練習，一旦慣

用手恢復不如預期，尚可改用健側手單

手來操作生活基本動作，不必事事依賴

他人照顧。初期從簡單的動作開始，如

拿湯匙進食、拿杯子喝水，慢慢進行到

自行穿脫衣物、刷牙洗臉等。

 8.吞嚥訓練與移除鼻胃管：初期採間接訓

練，以冰或酸刺激口腔加強吞嚥動作，

後期採直接訓練，調整各種食團的濃稠

度以吞嚥，若患者能安全且及時的由口

進食，就能拔除鼻胃管。若仍有問題則

可安排吞嚥攝影進一步檢查。

9.語言溝通訓練：腦中風若合併失語症會對

患者與他人溝通產生障礙，由語言治療師

進行聽理解、仿說、複誦等訓練。

10.膀胱訓練與移除尿管：患者意識清楚之

後，就可考慮拔除尿管，若發生解尿困

難，可採間歇性導尿，經過數天慢慢就可

完全自行解尿。若仍有問題則可安排尿路

動力學檢查進一步找出原因並加以治療。

雖然腦中風患者可能會遺留某些肢體動

作或語言溝通障礙，但若經積極復健治療，

仍有機會可以恢復日常生活功能，降低依賴

他人照護的程度，減少自己與家人的負擔。

11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