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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風後的復健，我有什麼選擇？中風後的復健，我有什麼選擇？
醫療上的疾病相關資訊非常多，甚麼樣的內容適合病人，及家庭環境背景適合病人接受哪一

種治療，這些因子都會影響病人/家屬做出不同的醫療決策；而醫護人員也需要了解哪些因素讓病

人難以做出決定、及病人關心醫療選項的哪些優缺點，因此，腦中風中心設計這份醫病共享決策輔

助評估表。

此決策題目是為了要讓病人/家屬了解在中風後復健的重要性，尤其中風的急性期穩定後，先

了解有不同的復健方式，並協助病人/家屬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復健方式。透過醫病共享決策輔助

評估表也能讓醫護人員，了解病人/家屬的需求性，以協助引導選出一個最適合的治療。透過評估

表能對疾病及後續更加了解，也減少了病人/家屬的焦慮，同時讓醫療滿意度也提升。

醫病共享決策輔助評估表

中風後的復健，我有什麼選擇？

前言
何謂「復健」：
因中風導致功能受損後，安排適當之治療，儘可能恢復功能，以減低日常生活及社會活動的障礙；利用醫
療團體的各種專業人員，如復健科醫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心理師、復健護理師等，
針對肢體障礙者如偏癱、神經肌肉功能障礙、語言障礙、吞嚥障礙等，加以診斷、治療、訓練及重建，將
身體機能做最高限度及最有效率之運用，以幫助患者早日重建日常生活功能，以獲得更好的生活品質。腦
中風發病後的 6 個月是復健的黃金時期，特別是前三個月最明顯，復健是一項長期抗戰任務，患者本身意
志力和心情的調適很重要，不要給患者過多壓力。

個案背景描述 ( 請勾選 )：
˙ 個案的醫療決策者 ? □本人  □配偶  □子女  □其他 ___________
˙ 個案的居家環境 ? □平房  □電梯大廈  □舊式公寓 ( 無電梯 )
                           □透天 / 別墅 ( 需爬樓梯 )  □透天 / 別墅 ( 有電梯或房間在一樓 )

復健方案介紹
( 一 )PAC ( 腦中風急性後期照護計畫 )

急性腦中風發作後一個月內之病人，醫療狀況穩定，為中度至中重度功能障礙，經急性後期照護團隊
判斷具積極復健潛能者 ( 具基本認知、學習能力與意願、具足夠體力、能主動參與復健治療計畫、具
足夠家庭支持系統者為佳。) 在治療黃金期內立即給予積極性之整合性照護，使其恢復功能，強化病
人獨立自主的能力，提供腦中風病人 3-6 週 ( 至多 12 週 ) 之整合式醫療照護及密集的復健治療，依醫
療團隊評估，每日至多可達 3-5 次，並可選擇離家最近的醫院住院復健。

( 二 ) 舊制復健
病情穩定後，若需要復健的個案，可協助院內復健病房排床，或是由家屬自行到屬意的醫院排床，
因為復健病房每位患者最多只可以住 28 天，所以一般來說需要較長的候床時間，若想在六個月內讓
病人住院復健，需要先找幾間醫院輪留替換，且必須提早去排床位。依各院人力不同，每日會安排
1-2 次的復健時間。 

( 三 ) 門診復健
出院後可在家中熟悉的環境休養，減少住院焦慮，避免因長期滯留醫院引起相關合併症，復健團隊
針對病患會定期召開治療討論會來共同商討復健成效，並追蹤治療進度，使病患可以早日康復，但
家屬及個案需每日往返醫院舟車勞頓。

參考文獻
Circuit class therapy for improving mobility after stroke (Review)Copyright © 2017 The Cochrane 
Collaboration.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Ltd. 

醫病共享

腦中風急性後期照護計畫 (PAC) 介紹短片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文/腦中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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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病共享

請透過以下三步驟來幫助您做決定

步驟一：比較每一項選擇的優缺點

PAC 舊制復健 門診復健

如何加入 醫院安排(符合條件者) 需等候排床候床時間長 需每日往返

住院費用 第二個月部分負擔5% 第二個月部分負擔10% 不需住院

復健強度 每日≧2次(依個人體力) 每日1-2次 每日1次

單次住院 6-12週 每月更換醫院 不需住院

總住院期 最多12週(約3個月) 最多6個月 不需住院

照顧場所 鄰近住家 醫療院所 居家照護

步驟二：您選擇治療方式會在意的因素有什麼 ? 以及在意的程度。

請勾選下列考量因素 

考量因素 不在意 較不在意 普通 在意 非常在意

患者自主意願

經濟考量

照顧者人力負擔

鄰近住家

步驟三：您現在確認好想要的治療方式嗎？
1. 我已經確認好想要的治療方式，我決定選擇：（下列擇一）
   □ 急性後期照護計畫     □ 舊制復健    □ 門診復健     □ 返家自行照護
   □ 住護理之家

2. 目前我還無法決定

   □ 我想再與我的主治醫師討論我的決定
   □ 我想要與其他人 ( 包含配偶、家人、朋友或第二意見提供者…) 討論我的決定

大約何時可以決定： ___________________

3. 對於以上治療方式，我想要再了解更多，我的問題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完成以上評估後，您可以將此份結果與您的主治醫師討論。

主治醫師 /SDM 教練：

患者 / 家屬簽名欄：
日期：         年         月          日

更完整的本院醫病共享決策輔助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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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醫角度治療腦中風以中醫角度治療腦中風
文/中西整合醫療科 彭昱憲 主治醫師

「醫師，治療中風除了使用針灸，還能

用中藥方劑治療嗎？」

「當然有，我來舉例.....」

補陽還五湯

治療中風最有名的內科藥物是「補陽還

五湯」，它是清代《醫林改錯》中的治療方

劑，由黃耆、當歸尾、赤芍、地龍、川芎、

桃仁及紅花組成，效能為補氣、活血、通

絡，主治中風後遺症。如半身不遂、口眼歪

斜，言語不利、易流口水、下肢痿弱、小便

頻數、苔白、脈緩等症狀，所以這帖藥主要

是治療「氣虛血瘀證」，能改善氣血，增加

循環。

常有患者家屬拿「秘方」來（如右

圖），詢問可否「通血路」、「治中風」，

其實這就是「補陽還五湯」或加味藥方，補

陽還五湯在中風後遺症時若正確使用，效果

是肯定的，其在臨床研究上，具有下列作

用：

1.擴張腦部血管，使腦部血流量增強。

2.能促進神經再生，幫助修復神經系統。

3.幫助清除體內自由基，降低腦部細胞損傷。

這方藥必須重用黃耆，否則無以上效

果，使用大量黃耆有利尿作用可以降血壓，

但高血壓在中醫有多種分型，膽固醇過高也

有很多原因，因此不是每一個人都適用；最

常見的副作用，是肝風內動高血壓時，反而

會誘發更高的血壓，即使中年血壓正常者，

也有人導致頸椎脖子僵硬異常。另外，補陽

還五湯還有一個重大副作用，是中風後，若

症狀尚未平穩，若是有眩暈，煩躁，失眠等

症狀，還服用此方，常常會使病情更加嚴重

或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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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宮牛黃丸

安宮牛黃丸主要用於救治「中風陽閉

證」，此病是指風、火、痰、瘀等邪氣蒙蔽

腦竅所產生的危重證候，多在中風急性期

（發病後1~2週內）出現，症狀表現為神志昏

迷，面紅身熱，肢體張力強，躁動不安，舌

苔黃膩，脈弦滑數。以形體肥胖，伴有高血

壓的中風昏迷患者為多見。用此藥可起到蕩

滌痰瘀積熱，開竅促醒之功。

若患者表現為神志昏迷，肢體癱軟，

肢冷汗多，二便失禁，面色青暗，脈沉微欲

絕，此乃元氣虛脫，神明散亂之危象，這

種情況便不適宜用安宮牛黃丸，不僅未起作

用，還會耽誤救治時機。安宮牛黃丸在研究

上有如下作用：

1.清除腦部急性發炎所導致的水腫。

2.對中樞神經系統有鎮靜及保護作用。

3.提高腦損傷細胞耐缺氧存活時間及總抗氧

化能力。

4.減輕毒素對腦細胞的損害，減少後遺症的

發生，降低死亡率。

此外，還有因痰瘀，而使用的活絡丹，

血府逐瘀湯，或是肝風內動的天麻鉤藤飲，

氣滯的烏藥順氣散，臨床上看每位患者的症

狀而有不同搭配。

注意，對於中風患者尤其是正在服用抗

凝血藥物患者，例如Warfarin，就需要特別注

意劑量及中西藥物交互作用。因為中藥中的

當歸、人參、三七等藥物，可能會增強抗凝

血藥物的作用，而導致出血的風險。

中風治療在初期雖注重大腦的血液循

環、搶救受傷腦細胞，會用到紅花、丹參等

藥。但之後則需將重心擺在體質的調補、復

健鍛鍊與降低三高風險以防止再度復發，

這才是最重要的。不論在中風急性期或緩解

期，中西醫結合治療是提高患者療效與生活

品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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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山做復健的日常我在中山做復健的日常

文/彭昱憲

「你住在復健病房，是來運動，不是來休息。」一位醫師說。當我從神經內科

轉到復健病房時，這句話讓我當頭棒喝，「是啊，我是來運動的。」

我，47歲，三年前第二次中風，第一次病發幾天後肌力就恢復了，但是幾個月

後又再復發，這次的我到今天仍在復健。

剛開始時連抽衛生紙都沒辦法，於是朋友

拿念佛計數器讓我練習手指力量，做了之後，

真的，我的手指靈活起來。 

「最好的醫師、復健師，其實是自己！」

我在中山兩個院區輪流住院滿六個月，輪

椅加四腳拐也用了六個月，人家手機在看影片

笑話，我則是在網路上複習解剖學，把神經肌肉組織重新溫習，好跟老師討論怎麼

做運動最好。因為老師很努力教，我自己也要負責任，拼命運動，我也相信只要願

意動，努力動，體力一定會愈來愈好。

我現在仍然四天復健，大慶、中興院區兩邊跑，太太還會陪我去運動中心運

動。有人問「哪邊老師比較好？」真的都很好，而且有問題問不倒，每位老師各有

千秋，他們注重的問題點不同，但都是我所需要的，就是因為多個老師所以可以更

全面的照顧。最重要，自己的心態要把復健當成在學校上課，老師出的作業不僅要

做，而且有問題要隨時問。甚至有時我還會在復健師前面做些自己發明的運動，是

否對錯，老師馬上就會幫你修正。

16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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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的復健就像是肌肉鍛鍊的突破難關！好幾種老師建議的運動，例如上肢

就分為肩膀、手臂、手腕、指力要做的可多呢！每次都會「小」疲倦，可是不做又

不行。我如果一星期沒動，張力會變強，而且肌力也會退步，因此復健不僅僅是鍛

鍊，更是為了維持體力機能，我可不能再過著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的日子。

最近因為腳步已經愈來愈穩定，但有時還會忽然失去平衡，就問老師「老師，

核心運動怎麼鍛鍊？」

「你只要每次站立、坐姿，肚子都能注意用

力，不要鬆垮垮的，核心就能練起來了。」

我終於領悟到，原來最好的復健就是「活在

當下」，連運動都是，不用運動器材，生活中爬

樓梯，健康操，多走路，甚至是保持正確姿勢，然後加上最重要的「持之以恆」，

就可以簡簡單單的在生活輕鬆鍛鍊身體。

有位中風的病友進步神速，他的家人說「他除了吃飯睡覺，都在復健。」，

我想就是這種「活在當下」隨時在運動的心態，以及不放棄的精神，讓自己快速

進步。就像復健老師說的「把好手綁起來，強迫壞手活動，你一定會很快看出效

果。」

是不是有六個月黃金期，我不知道，總之，不斷的做運動，就一定有回報。一

直到現在快滿三年，我仍然覺得在進步。

即使我的肢體離隨心所欲還有一段距離，但我

身體變好了，一堆小疾病慢慢改善，心靈也因為宗

教信仰而更穩定，真可所謂塞翁失馬。真的要感謝

給我鼓勵與幫助的中山復健團隊，不僅給我力量也

展現專業能力。

當然了，太太的提攜與家人的溫暖，才是努力

前進最重要的資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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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營養科 謝梨君 營養師

預防腦中風-外食輕鬆選預防腦中風-外食輕鬆選

根據台灣腦中風學會報告指出，高血

壓、血脂異常、糖尿病及肥胖等是導致腦中

風的危險因子，除了遺傳體質的影響之外，

多與飲食息息相關，因此預防腦中風除了維

持正常體重[身體質量指數BMI控制在18.5-24 

kg/m2，計算方式為體重（公斤）除以身高

（公尺）的平方]，飲食原則「三少一多」：

少鹽、少油、少糖、多蔬果，一一為您說

明：

一、少鹽

減少鹽份攝取量，可以改善血壓。透過

對血壓的幫忙，進一步減少中風、致命心臟

病及死亡。董氏基金會曾列舉10種隱藏版高

鹽食物，包括了麵條、白吐司、運動飲料、

蔬果汁、酸梅湯（或楊桃汁）、巧克力飲

品、火鍋湯頭、麥片、果凍以及餅乾，都含

有不少鹽類，應謹慎攝取；不只是食鹽，調

味料、火鍋湯底、罐頭、加工食品等，都含

有大量的鈉鹽，而過量的鹽份攝取會使人體

內的水份滯留，引起血壓上升。

二、少油

所謂的「少油」是要小心油炸、油煎的

食物，例如雞排、獅子頭，皆屬油炸食物，

而蔥油餅、餡餅則是油煎食物，若吃這些食

物時，必須把其它食物中的油量降低，例如

搭配清爽而不膩的蘿蔔湯、筍子湯，都是不

錯的選擇。另外，避免在不知不覺中吃了過

多的脂肪，含油量高的肥肉、豬皮、雞皮等

食物則要減少攝取，如在吃白切肉、蹄膀

時，不要吃肥的部分或把皮去除，同時多吃

些蔬菜，以「平衡」一下飲食。在選擇富含

蛋白質的食物(豆魚蛋肉類)，其優先選擇這

類食物順序為豆類、魚類與海鮮、蛋類、禽

肉、畜肉，才不會攝取過多的油脂、不利健

康的脂肪(如飽和脂肪)和鈉。

 

三、少糖

含糖飲料是我們的日常消費品，包括碳

酸飲料、果汁飲料、含乳飲料、功能飲料和

茶類飲料等，會導致肥胖、糖尿病，而且高

糖份也對血管很傷，容易增加腦中風機率。

此外，台灣是飲料大國，常喝的手搖飲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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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餐/便當店：外食族在購買便當或自助餐時建議將湯汁瀝乾再夾取;若無法控制餐廳的

用油、用鹽量，可以自備一杯熱開水，食用前過水一下，健康手到擒來。

便當店-將配菜湯汁瀝乾  自助餐-選擇多色蔬菜

含糖量高，且通常用果糖來調味，果糖相較其他糖類對健康更不利，主要因果糖在肝臟中代謝後

會轉化為三酸甘油酯，不僅導致脂肪肝，也是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關鍵致病因素。所以飲料還

是少碰，若真要喝，選擇無糖優於微糖。

四、多蔬果

蔬菜中含有大量的礦物質(如鉀、鎂等)，可使人體傾向於鹼性，是人體保健的重要因素，且

富含大量的纖維質，對於控制人體血液中膽固醇的濃度，具有相當好的成效。此外，蔬果顏色

不同，代表含有不同種類的植化素，如花青素、類胡蘿蔔素等。植化素具有調節免疫功能、增加

抗氧化能力、抗發炎和抗菌、抑制癌細胞訊息傳導等作用，建議採彩虹飲食法，每天攝取多色

蔬果，並將皮洗淨後連皮一起吃更佳。因水果中含有多量的葡萄糖和果糖，過量食用會使體重

上升，血脂濃度增加(如血液中三酸甘油脂和膽固醇)。因此蔬菜可多吃，水果是必須適量而不過

量」最好。

預防勝過於治療，了解上述飲食原則「三少一多」：少鹽、少油、少糖、多蔬果，接下來教

您外食輕鬆選，以常見的自助餐、小吃店、火鍋類及便利商店為例，選對飲食就可以減少腦中風

的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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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鍋類：建議火鍋首選昆布或蔬菜清湯底，火鍋食材選擇則是新鮮蔬菜、低脂肉品為

佳，例如雞肉、魚肉、海鮮類會優於油脂豐富的紅肉，具有飽足感又低熱量，也可減

少熱量攝取與身體的負擔。

生菜沙拉+御飯糰 烤多蛋白餐盒(去皮)

火鍋-選擇昆布湯頭+無糖綠茶 火鍋-吃食物的原味(不加調味料)

便利商店：便利商店的餐盒推陳出新，不論是蔬果的項目增加，亦或是少油低卡的烹

調方式，都有越來越健康的趨勢。

小吃店-鴨肉飯(要去皮)+青菜湯 小吃店-鴨肉冬粉湯(要去皮)+燙青菜

小吃店：一定要搭配青菜；湯麵優於乾麵，但湯麵當中所含的鹽份也很高，因此最好遵

守「吃麵留湯」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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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以實際公告為主，洽詢電話：04-24739595分機34536 醫院消息

徵求! 期待醫療更安全的你!
「病人安全」是近年來世界衛生組織重視的議題之一，希望透過徵文，瞭解民眾、病

人或家屬對病人安全之想法，藉由互相交流及分享之方式，提升本院病人安全。投稿內容以
病人安全為主，舉凡用藥、手術、檢查、照護或其他事件均可，亦可分享對病人安全的相關
想法。

文長八百字以內為宜，本刊編輯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來稿請email至
cshp731@csh.org.tw，並註明真實姓名、年齡、身分證字號、聯絡電話、筆名。文稿一
經採用，均酬稿費。

109年09月-109年10月學術活動表

日期 時間 主辦單位
會議名稱/活動主題 

(如需事先報名/
繳費請註明)

主講人 地點 課程 聯絡人 學分

109.09.02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演講
一般外科 

羅文鍵醫師
行政6樓

4605會議室
謝淑慧34601

外科醫學會繼
續教育學分

109.09.02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conference
肝膽腸胃科 
王賀立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109.09.09 07:30-08:30 外科部 併發症及死亡病例討論
外科部 

夏君毅部主任
行政6樓

4605會議室
謝淑慧34601

109.09.09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台大心臟科 
莊志明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內科醫學會

B類積分

109.09.10 07:30-08:30 緩和醫學科
安寧遠距視訊會議/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個案報告

為恭醫院 
安寧團隊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38536
安寧緩和

醫學學會5積分

109.09.11 14:00-17:00 兒童部
兒童急診次專科

病例討論會
各醫療院所

汝川17樓
1703會議室

許倖慈21728

109.09.13 07:30-08:30 外科部 併發症及死亡病例討論
外科部 

夏君毅部主任
行政6樓

4605會議室
謝淑慧34601

109.09.16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研究演講-LDCT in 

Lung Cancer
醫療部 

陳志毅副院長
行政6樓

4605會議室
謝淑慧34601

外科醫學會繼
續教育學分

109.09.16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神經內科 

辛裕隆主任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內科醫學會
B類積分

109.09.19 全天
兒童胸腔暨
重症醫學會

兒童胸腔暨重症
醫學會會員大會

正心3樓
0321會議室

兒童胸腔暨重症醫
學會學會秘書 
02-28735315

109.09.23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conference
王威傑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109.09.24 07:30-08:30 緩和醫學科
安寧遠距視訊會議/

新店耕莘醫院
個案回覆報告

三軍總醫院 
安寧團隊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

醫學學會5積分

109.09.24 16:30-17:30 解剖病理科 外科病理討論會(SPC)
解剖病理科 
許振東主任

行政6樓
4605會議室

張紋菱32552
李雪旖11647

無

109.09.30 07:30-08:30 外科部 臨床醫學倫理病例討論
小兒外科 

謝明諭主任
行政6樓

4605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109.09.30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conference
胸腔內科 

黃士峰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109.09.30 12:30-14:00 皮膚科
培養醫學研究的興趣

從中山到世界的
經驗分享

林口長庚皮膚部 
鐘文宏主任

實三教室(學校) 張易揚 34511

109.10.07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演講-腸道移植的

過去、現在與未來
中國附醫一般外科 

許士超醫師
行政6樓

4605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外科醫學會
繼續教育學分

109.10.07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中研院 

溫啟邦教授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醫學會
B類積分

109.10.08 07:30-08:30 緩和醫學科
安寧遠距視訊會議/

新竹馬偕醫院個案報告
新竹馬偕醫院 

安寧團隊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
醫學學會5積分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