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護人員腦中風教育手冊

前言
近年來，腦中風一直佔國人十大死因的第二位，僅次於所有惡性腫瘤的總
合，如果以個別惡性腫瘤來比較，腦中風則遠高於任何單一種類的惡性腫瘤。台
灣地區三十五歲以上的成人，每年約有三萬人會發生第一次中風，導致死亡或殘
障。其中十分之一的病人一年內會再發生第二次腦中風，而且一旦再發作時，殘
障程度都會比第一次嚴重。九成的腦中風患者發生於五十歲以上，但近年來腦中
風已逐漸有年輕化的趨勢，顯示腦中風已經不是老年人的疾病，預防腦中風值得
你我的高度重視。
以前對於腦中風患者僅能以消極的支持療法處理其可能的併發症。自從血栓
溶解劑的出現，改變了醫護人員治療急性腦梗塞患者的態度。原因是腦部組織一
旦發生缺血時，有短短數小時的治療窗期（therapeutic window）
，在這段時間內如
果能用血栓溶解劑儘早打通阻塞的動脈血管，就有機會將瀕臨壞死的腦組織救
回，進而使受損的範圍縮小，增加康復的機會與降低殘障的等級，唯此項治療需
在腦梗塞發生後 3 小時內。因此如何「搶救黃金 3 小時」是目前醫護人員努力的
方向。
美國在 1996 年就已通過使用合成的組織漿素原活化劑（recombinant t-PA,
Actilyse）治療發作 3 小時內的缺血性腦中風病患，但研究顯示僅有 6﹪的患者能
接受此藥的治療。民眾的認知不足、緊急救護體系無法充分發揮、急診醫師無法
快速而正確的診斷，以及腦中風加護體系的不健全，是主要影響的因素。2003
年 11 月衛生署正式核可健保給婦 rt-PA 來治療腦梗塞患者，使我國腦中風的治療
進入一新的紀元。增強醫護人員對腦中風的認知，進而能快速且正確地診斷治療
腦中風病患，顯得格外的重要。2003 年 3 月起我們接受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委託，
成立多功能腦中風防治中心，推展腦中風防治工作。在去年一年中我們舉辦了多
次的醫護人員在職教育，本年度則編輯此教育手冊以提供更詳細的資訊。
本教育手冊內容包含介紹目前世界廣為接受的腦中風分類方法（TOAST）、
中風神經功能評分(NIHSS)，以及台灣腦中風學會集全國專家提出的腦中風處理
準則，如腦梗塞的處理、腦出血的處理、血栓溶解劑的使用等等，內容皆為國內
外最新資料，希望對各位同仁在治療腦中風患者有所裨益！
台北榮總多功能腦中風防治中心計劃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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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中風的分類與診斷
台北榮總神經內科 胡漢華
A.頸動脈血流區之症狀

前言
腦中風是指腦血管或腦循環出現異

a. 暫時性黑矇（amaurosis fugax）：指

常，導致腦部組織受到傷害所造成的各類臨

一個眼睛暫時黑掉而看不見，另一個

床表現。主要分為出血性中風與缺血性中風

眼睛是好的，這是頸動脈缺血而特有

兩大類。為能與國際研究接軌，缺血性中風

的症狀，若是椎基底動脈缺血，則影

部份本文將以 TOAST 分類為依據詳述各類

響兩個眼睛。
b. 半側偏盲（hemianopia）

型中風之症狀與診斷。

B.脊椎基底動脈血流區之症狀
a.diplopia

壹、問診

b.homonymous visual field deficits

問診的目的乃試找出腦中風的部位及

c.暫盲或視力模糊（transient blindness

中風的原因，詢問第一次中風的時間比前次
中風時間更重要，因為如此可讓病人回憶起

or blurring of vision），視野的失去與

更多他認為不重要的，但卻可能與中風的發

缺血部位呈上下左右相反

生有極有關係的症狀，下列幾項是詢問的主

d.visual hallucination and illusion

要內容：

e.擺動幻視（oscillopsia）

1. 發作時病人正在做什麼：中風的發生在休

(6) 聾、昏眩和步態不穩（deafness,
vertigo and ataxia）

息時，或是活動時。一般來說，若為缺血
性中風通常發生在休息時，出血性中風則

(7) 頭痛

發生於活動時。

(8) 頭部外傷

2. 是否為突發？

(9) 系統性疾病

3. 症狀發生的過程是逐漸的或是快速的，若

(10)藥物

是逐漸的通常為血栓性中風，若為較快速
的通常為栓塞或腦出血引起的中風。

貳、腦中風分類

4. 有沒有殘留的障礙？
5. 以前有沒有發生過中風？最初一次，最近

出血性中風

一次及最壞的一次為何？

一、 高 血 壓 性 腦 內 出 血 （ Hypertensive

在問完病史後，繼續問下列問題：

hemorrhage）

(1) 知能和記憶能力的改變。

1.易發部位：(1)被殼（putamen）和鄰接的

(2) 意識狀態改變。

內囊；(2)視丘；(3)小腦；(4)橋腦；(5)中

(3) 說、讀、寫的障礙。

心白質。

(4) 運動或知覺障礙。

2.病因：(1)高血壓起因的 Charcot -Bouchard

a. 發作的時間。

氏 動 脈 瘤 ； (2) 動 脈 脂 肪 玻 璃 樣 變 性

b. 發病的長短。

（lipohyalinosis）或類纖維蛋白壞死；(3)

c. 病人的態度。

動靜脈畸形或動脈瘤的破裂；(4)動脈炎性

d. 知覺喪失。

疾病；(5)抗凝劑；(6)出血性疾病；(7)顱內

e. 人格改變。

腫瘤；(8)其他。

(5) 視力障礙：

3.臨床症狀：發病年齡比腦血栓小即 5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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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男性比女性稍微多。大部分病人有高

識障礙、精神障礙、嘔吐、發熱等。大部

血壓。發病驟然，且大部分在病人活動時

分的病人不呈現局部神經症狀。可有病理

發生。病狀進展的快慢，依據出血的速度

的反射，腦脊髓膜刺激症狀等出現。有短

而不同。時常沒有警告或前驅症狀。不像

暫性高血壓。有時顱神經會受影響，或看

腦血栓或梗塞，腦出血的神經學的症狀不

到視乳頭水腫或玻璃狀體下出血。囊狀動

會是短暫性的，依出血病灶的所在，有各

脈瘤的病人併發主動脈狹窄，或多囊的腎

種的神經學的症狀出現。

臟病者比一般人較多。

(1)基底核或內囊出血：對側半身不遂，而

4.實驗室檢查：電腦斷層掃描在蜘蛛膜下腔
處有高密度病灶、磁振造影及腦血管攝影

眼向病灶之同側斜視。
(2)腦幹(主為橋腦)出血：兩眼瞳孔極度縮

顯現動脈瘤；其它檢查包括腦脊髓液檢

小，高燒、兩側同時呈現 Babinskin 病態

查、白血球增多、放射性同位素掃描。

反射，四肢 flaccid paralysis。

5.診斷：(1)突然發病；(2)劇烈的頭痛；(3)

(3)小腦出血：劇列頭痛、嘔吐、暈眩、步

頸部僵硬及腦脊髓膜刺激症狀；(4)血性腦

態不穩、言語不清，但鮮有神智障礙或

脊髓液；(5)無病灶性局部神經學的症狀；

肢體無力的現象。

(6)短暫時間的意識障礙；(7)電腦斷層掃
描，核磁共振及其他檢查結果。

4.實驗室檢查：電腦斷層掃描可看到高密度
病灶。磁振造影、放射性同位素掃描、腦
脊髓液檢查等可幫助診斷。

三、 動靜脈畸形引起之顱內出血

5.診斷：(1)有高血壓；(2)活動中發病；(3)

(Intracranial Hemorrhage from an

沒有警告症狀；(4)有較厲害的意識障礙；

AVM)

(5)腦脊髓膜刺激症狀出現；(6)腦脊髓液檢

動靜脈畸形引起之腦中風為顱內出血、

查有出血的象徵；(7)電腦斷層掃描、磁振

蜘蛛膜下腔出血，或兩者併發。與動脈瘤破

造影及其他檢查結果。

裂比較，其症狀輕且緩。有些患者有癲癇之
病史或其他局部症狀。聽診時偶而可發現顱

二、 腦動脈瘤（Aneurysm）破裂、蜘蛛膜

部雜音。

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emorrhage,
缺血性中風

SAH）
1.易發部位：約 95﹪的顱內動脈瘤在 Willis

目前國際上較廣泛使用的 TOAST 分類

氏環的前半部。

(如表一)，是將缺血性中風分為下列五種類

顱內動脈瘤之種類：

型：

(1) 先天性（草莓狀動脈瘤或囊狀動脈瘤）

1.大動脈血管粥樣硬化 (Large-artery

約 90﹪以上

atherosclerosis)

(2) 動脈硬化性（梭狀動脈瘤或巨大球狀動

2.心源性栓塞 (Cardioembolism)

脈瘤）約 7﹪

3.小動脈血管阻塞(又稱小洞中風)

(3) 敗血性（黴菌病性動脈瘤）約 0.5﹪

(Small-artery occlusion；lacune)

(4) 外傷性約 0.5﹪

4.其他原因之中風(Stroke of other

(5) 贅瘤性（黏液瘤）

determined etiology)

(6) 高血壓性微小動脈瘤

5.原因未明之中風(Stroke of undetermined
etiology)。

2.病因：動脈肌層的發育不全或胚胎血管的

中風診斷乃基於臨床表徵及各種檢查

不完全退化。

之發現，如腦部影像學（CT/MRI）、心臟

3.臨床症狀：突然發病、頭痛很厲害、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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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心臟超音波）、顱內外腦血管超音波、

的顱內或顱外動脈有 50%以上的狹窄則更

血管攝影及實驗室之凝血傾向試驗。

能支持此診斷。(5)此外，必須加上一些檢

臨床醫師首先可以就臨床及影像學評

查以排除那些心臟產生栓子造成中風之可

估患者，然後再參考其他的檢查結果。醫師

能。(6)如果超音波或血管攝影之檢查正常

們應該根據現有之檢查資料判斷中風分類

或輕微血管硬化，則不可作此診斷。

的正確性的機率是 probable 或 possible。
【probable→75%機率，possible→50%機率】

二、心源性栓塞

要下一個 probable 的中風分類診斷必

1.易發部位：大腦中動脈的上支是心源性栓

須要臨床、神經影像學及實驗室檢查都符合

塞最多發部位。

此分類之診斷，且排除其他可能之病因。

2.病因：為心臟產生之栓子造成。所謂"心源

而要下一個 possible 之中風分類之診

性"也以其產生栓子的機率分為"高危險"

斷，則為臨床及神經影像學傾向此診斷，但

（high-risk）或"中度危險"（medium-risk）

並無其他實驗室檢查之佐證。因為許多中風

二組（表三）。

患者之檢查並不是那麼詳細，因此有必要作

3.臨床症狀和實驗室檢查：與大動脈粥樣硬

probable 及 possible 的註記，以便診斷更為

化相同。若低密度病灶處多處發生或有出

精確。

血性梗塞則幾乎可以診斷。
4.診斷：(1)不管是 probable 或 possible，都

一、大動脈粥樣硬化

最少要有一個可能來源之心臟病才能作此

1.易發部位：動脈粥樣硬化易產生在動脈分

診斷。(2)患者病史上有 TIA 或中風，在不

支及彎曲的地方，而血栓最容易發生在粥

同的動脈支配區或身體其他部位也有栓塞

樣硬化使內腔變為最窄的部位。(圖一)

現象則更能支持此診斷。(3)必須排除大動
脈粥樣硬化造成血管阻塞或血管栓塞之可

2.病因：粥樣硬化、高血壓、高血脂、糖尿

能性。(4)如果患者之心臟為"中度危險"，

病等。

而又沒有其他原因可造成中風，則此患者

3.臨床症狀：大腦皮質功能損傷（包括失語
症，半側忽略，運動功能障礙、視覺障礙）

可稱之為 possible cardioembolic stroke。(5)

或腦幹、小腦功能障礙(意識不清、暈眩平

電腦斷層掃描若低密度病灶處多或有出血

衡失調)。

性梗塞則幾乎可以診斷。

4.實驗室檢查：電腦斷層掃描有低密度病
灶、磁振造影、腦血管攝影、顱內外腦血

三、小血管阻塞(又稱小洞中風)

管超音波、放射性同位素掃描。

1.易發部位：(1)被殼；((2)內囊；(3)放射冠；
(4)尾狀核；(53)視丘；(6)小腦白質；(7)橋

5.診斷：(1)在臨床或影像學上，發現患者主

腦。

要腦血管或其分枝到大腦皮質的血管，有
50%以上血管狹窄或阻塞，其形成原因又

2.病因：和動脈高血壓有密切的關係。

可能是粥樣硬化。(2)在患者的病史上發現

3.臨床症狀：以純粹的運動麻痺、發音困難、

同一狹窄血管支配區，曾發生過 TIA 或其

笨拙手症候群、純粹的知覺異常等較常

他缺血症狀。(3)如發現頸動脈雜音或頸動

見。有時患者無明顯症狀而不自知。

脈脈搏減弱則又可支持此一診斷。(4)在神

4.實驗室檢查：與大動脈粥樣硬化相同。

經影像學（CT/MRI）上，看到大腦皮質或

5.診斷：(1)這類中風臨床症狀必須為傳統小

小腦、腦幹或皮質下區有大於 1.5cm 的病

洞中風症狀群(lacunar syndrome)的其中之

灶，則可認為可能是大動脈粥樣硬化造成

一項，且不可以有皮質功能之障礙。(2)患者

之中風。如有超音波的血管攝影證明適當

如有糖尿病或高血壓，則可支持此診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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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之 CT/MRI 應為正常或在腦幹或皮質下

病人。新的造影技術，例如擴散（DWI）及

區適當之地區有小於 1.5cm 的症灶。(4)心源

灌注（PWI）造影，更能早期偵測缺血性腦

性栓塞之可能必須排除，另在其同患側之顱

中風的變化。尤其是 DWI，藉由偵測水分子

外大動脈不可有大於 50%的狹窄，顱內基底

擴散能力的改變，可在中風發生的後數十分

動脈或中大腦動脈不可有 40%以上的狹窄。

鐘便可發現異常之處。同時，藉由 DWI 及
PWI 二者變化大小之不同，我們可以計算出
那些潛在性可以救活的腦部區域，及早給予

四、其他已知原因之急性中風
此類患者包括一些少見的中風原因，如

血栓溶解劑之治療，以增加成功效果。此

非粥樣硬化之血管病變，凝血能力增強

外，磁振血管造影（MR Angiography）亦可

（hypercoagulable state）及一些血液科疾

用來評估顱內外血管狹窄的情況。此外，

病。患者必需在臨床上及 CT/MRI 上有急性

MRA 也可以評估腦部之靜脈回流系統及動

中風之發現，病灶部位及大小不限。血液檢

脈瘤的情形。

查或血管攝影必須符合所作之診斷，同時必

血管攝影：通常用在診斷無法確定及考

須用檢查來排除心源性栓塞及大動脈粥樣

慮手術（頸動脈內膜切除術及分流手術）之

硬化之可能。

患者，此亦為診斷動脈瘤的最後工具，可精
確地看出其形狀、大小、單一性及多發性，
及血管痙攣的現象，甚至在所有動脈瘤病

五、原因未明之中風
一些中風患者作完所有的檢查但還是

人，約在 10~20%是多發性，故實行腦血管

無法肯定中風原因為何，也有一些患者由於

攝影時，在兩側頸動脈和脊椎基底動脈同時

檢查不詳盡，一些患者可能找出多種原因，

施行。如腦血管攝影找不到動脈瘤時，可能

但還難以下最後診斷。例如，一位患者的心

要考慮施行脊髓攝影（myelography）或脊血

臟有中度危險之栓子發生機率，但又有其他

管攝影，藉此判斷有沒有脊髓靜脈畸型或動

的中風可能原因，這位患者就可列入原因未

脈瘤的存在。

明之中風。更常見的例子如患者有心房顫

顱內外腦血管超音波檢查：可用來檢測

動，但又有同側的大動脈 50%以上狹窄，或

顱內外大血管阻塞情況，以決定進一步之檢

小洞中風但又有同側頸動脈 50%以上的狹

查及治療的方式。另外，穿顱超音波亦可用

窄。

來監測阻塞性腦中風患者，接受血栓溶解劑治
療後，血管再流通的情形。

參、中風之相關診斷依據

血球計數：無論貧血或紅血球增多症均

電腦斷層：在阻塞性中風不但可以顯示

易造成腦細胞缺血現象、血色素少於

灶部位，同時可以推測致病機轉。在出血性

8gm%，或大於 17gm%，都須予以診斷及治

中風早期診斷上最準確，有助於臨床分類，

療、白血球增多，表示炎症，而血小板的數

病情演變和預後的評估。在蛛網膜下腔出血

量與凝結能力也是應知道的。

病人並同時發現腦內出血，而其出血位置有

紅血球沉澱率（ESR）：可以顯示血液

助於動脈瘤所在處的研判，如腦前葉的血

之黏滯度是否上升？但主要在血管炎症診

塊、可能是前交道動脈瘤破裂向腦部拓展而

斷上助益甚多。

成。另電腦斷層血管攝影（CT Angiography）

梅毒血清檢查：梅毒會造成血管發炎。

亦可提供有關顱內外血管狹窄的情況，有助

血糖：血糖的過高或過低與中風之預後

於診斷及將來之治療。

有關，因此糖尿病需控制。

磁振造影（MRI）：是比電腦斷層更敏

腎功能檢查：腎臟病可能是高血壓的原

感的造影技術，目前也已廣泛用於腦中風的

因，反過來說，高血壓亦可造成腎功能異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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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dams HP, Bendixen BH, Kapplle LJ, Biller

血清中尿酸含量：有些文獻報告，尿酸

JB,et al: Classification of Subtype of Acute

升高與動脈硬化有某種關聯。

Ischenic Stroke—Definitions for use in

血脂肪、膽固醇、三酸甘油脂：一般相
信，這些與較大動脈阻塞關係較為密切，而

multicenter clinical trial. Stroke 1993;

高血壓則與穿通動脈等小動脈的損傷較有

24:35-41
4.鄭建興、葉炳強：與急性腦中風相類似的

關。

急症。當代醫學 1999;26(3)213-216

心電圖及心臟超音波檢查：60%~80%

5.胡漢華：腦血管疾病。見朱復禮編：臨床

的中風患者，心電圖顯示異常。心房顫動會
形成栓子，連續的心電圖監視（Holter

神經醫學 1992;71-82，台北市，合記圖書

monitor）可以發現突然性心律不整。超音波

出版社。

的檢查可以檢查出一些心臟疾病，如風濕性
表一、TOAST 急性缺血性中風之分類
大血管粥樣硬化（栓塞/血栓）*
心源性栓塞（高危險/中度危險）*
小血管阻塞（小洞中風）*
其他原因之中風*
原因未明之中風
a.具二個（含）以上之中風原因
b.檢查無發現
c.檢查不完全
TOAST , Trial of Org 10172 in Stroke Treatment

瓣膜疾病、二尖瓣脫出症、心房黏液瘤
（myxoma）等。
頭部、頸部及胸部 X 光：鈣化松果體之
移位，可能有腦瘤，而表現出中風之型態。
鈣化之頸動脈則表示動脈硬化。頸椎長骨
刺，可讓我們想到脊髓基底動脈血流不足的
可能。胸部 X 光則可顯示心臟及肺臟的一般
情形。
血壓：適當控制。

*由檢查的結果而定是possible（可能）或probable（大有可能）

甲狀腺功能：小部份的動脈硬化與低甲
狀腺功能有關。
腦電波：可提供一些鑑別診斷。
腦部核子醫學檢查：可瞭解腦部血流量
分佈情形。
腦脊髓液檢查：通常不需要，只有診斷
有疑問時，選擇實施。
陣發性低血壓：當受刺激或姿勢改變
時、血壓下降之患者，需檢查是否有
Shy-Drager sydrome、pituitary-adrenal
insufficieny 等。同時，患者須作自主神經功
能之檢查。
參考資料
1.曾信鄉、胡漢華：台灣地區的腦梗塞。台
圖一、顱內、外血管粥樣硬化好發位置

灣醫誌 1994;93(1)S5-S11)
2.李悌愷：腦血管疾病。見陳榮基編：臨床
神經學 1990;111-123 頁，台北市，華榮圖
書有限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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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TOAST 缺血性中風分類之臨床表徵
分

類

大血管粥樣硬化

心源性栓塞

小血管阻塞

其他原因

皮質或小腦功能障礙

+

+

-

+/-

小洞中風症狀群

-

-

+

+/-

>1.5cm 梗塞

+

+

-

+/-

皮質下或腦幹>1.5cm 梗塞

-

-

+/-

+/-

顱外內頸動脈狹窄

+

-

-

-

心臟栓子

-

+

-

-

其它檢查異常

-

-

-

+

臨床表徵
臨床

影像學
皮質、小腦、腦幹或皮質下

檢查

TOAST , Trial of Org 10172 in Acute Stroke Treatment. (摘自 Stroke 1993;24:37)

表三、TOAST 對心源性栓塞的高危險源與中度危險源的分類

Medium-risk sources

High-risk sources
Mechanical prostheic valve

Mitral valve prolapse

Mitral stenosi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Mitral annulus calcification

Atrial fibrillation (other than lone atrial

Mitral stenosis without atria fibrillation

fibrillation)

Left atrial turbulence (smoke)

Left atrial/atrial appendage thrombus

Atrial septal aneurysm

Sick sinus syndrome

Patent foramen ovale

Recent myocardial infarction (<4 week)

Atrial flutter

Left ventricular thrombus

Lone atrial fibrillation

Dilated cardiomyopathy

Bioprosthetic cardiac valve

Akinetic left ventricular segment

Nonbacterial thrombotic endocarditis

Atrial myxoma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Infective endocarditis

Hypokinetic left ventricular segment
Myocardial infarction (>4 weeks, <6months)

6

表四、各類型中風最初之症狀

總數
頭痛
頭暈
嘔吐
意識障礙
運動障礙
知覺障礙
視覺障礙
語言障礙
失禁
抽搐
精神異常
其他

腦梗塞

腦出血

動脈瘤

動靜脈畸型

3949(100%)
498(12.6)
1143(28.9)
505(12.8)
952(24.1)
3018(76.4)
538(13.6)
160(4.1)
1224(31.0)
270(6.8)
84(2.1)
37(0.9)
131(3.3)

2630(100%)
662(25.2)
563(21.4)
810(30.8)
1517(57.7)
1669(63.5)
262(10.0)
71(2.7)
540(20.5)
297(11.3)
60(2.3)
8(0.3)
53(2.0)

194(100%)
143(73.7)
46(23.7)
113(58.3)
109(56.2)
29(15.0)
7(3.6)
9(4.6)
5(2.6)
10(5.2)
13(6.7)
0(0.0)
7(3.6)

90(100%)
65(72.2)
24(26.7)
50(55.6)
42(46.7)
25(27.8)
8(8.9)
3(3.3)
5(5.6)
1(1.1)
13(14.4)
0(0.0)
13(14.4)

不明原因
蜘蛛膜下腔出血
161(100%)
104(64.6)
41(25.5)
69(42.9)
94(58.4)
31(19.3)
3(3.3)
3(1.9)
7(4.4)
10(6.2)
7(4.4)
3(1.9)
9(5.6)

註：每一病例可能有一或二項以上的項目 (摘自台灣醫誌 民國 83 年 3 月.93 卷附冊 1.S7 頁)

表五：與急性腦血管疾病相似的急症（臺大醫院１９９５－１９９６腦中風登錄研究）
個數
％
非神經系統疾病(non-neurological disorders)
50
15.8
心因性昏厥
15
4.7
低血糖或非酮酸高滲性高血糖症
11
3.5
其他代謝異常(如高血鈣、低血鈉、腎衰竭等)
14
4.4
其他(如周邊血管阻塞、青光眼等)
10
3.2
其他神經血管疾病(possible neurovascular disorders)
57
18.0
周邊性暈眩
25
7.9
腦血管相關癲癇(腦血管畸形或舊腦中風引起)
18
5.7
其他(如偏頭痛、高血壓腦病變、頸動脈狹窄引起昏厥等)
14
4.4
其他神經系統疾病(other neurological disorders)
209
66.1
腦瘤(原發性及轉移)
43
13.6
非血管性頭痛
35
11.1
中樞神經系統退化性疾病
29
9.2
中樞神經系統感染
17
5.4
非血管性癲癇
13
4.1
面神經麻痺
12
3.8
頸椎或腰椎神經病變根或脊髓病變
11
3.5
其他顱神經病變
9
2.8
藥物引起的腦病變
7
2.2
正常腦壓腦室水腫
7
2.2
周邊神經病變
6
1.9
其他中樞神經病變
20
6.3
全部病患
316
100
(摘自當代醫學 1999;26(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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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缺血性腦中風之一般處理原則
台灣腦中風學會急性缺血性腦中風治療共識小組
最近十年內，歐美先進國家醫學界陸續

異。至於是否延用外國的準則為本國所用，

出版有關急性腦中風處理的指引或共識

需視當地的醫療資源而定。臨床指引可視為

(guidelines or concensus)[1-3] ，亞洲太平洋國

醫學教育材料，提供給臨床醫師處理病人時

家，也曾經開會討論並發表適合地區國情的

方便的原則性指引，而非硬性規範。個別狀

腦中風處理共識

[4]

況需做個別處置，並不受指引之規範。

。這些臨床指引或共識的

產生，乃根據許多客觀的臨床試驗(即
一、急診室的處置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 RCTs)之結果綜合分
析所做的結論，儘量避免採用主觀的臨床經

病人抵達急診室後，應盡速接受檢傷分

驗之談。臨床準則或共識報告也代表該學術

類，檢查生命徵象和昏迷指數評估[1,3]。若病

團體的聲明(statements)，依証據(evidence)之

人有意識障礙，需注意其呼吸道之暢通。有

[1,5]

，而對每一種可能的

重 度 腦中風或缺氧現象時可給予氧氣吸入

治 療 方 法 提 出 某 種 程 度 的 建 議

(Level III)。懷疑是急性腦中風後，須盡速建

強弱分出等級(表一)
[5]

(recommendations) 。

立靜脈注射管線(IV line) 及抽血檢查，並同
時盡快讓病人接受無顯影劑注射的頭部電腦

表一. 証據等級之定義

斷 層 攝 影

第一級: 最高級證據(Level I)

tomography, CT) 檢查 ，以幫助鑑別診斷
5]

來源 1.隨機雙盲試驗，並有適當病人數所原發性終點

(non-contrast

computerized
[1-

。CT可初步排除腦出血或其他腦部病變。

若對病人的處置有所幫助或因而改變治療計

分析

畫 時 ， 也 可 選 擇 腦 部 磁 振 造 影 (magnetic

2.適當執行的優質隨機分組試驗之巨集分析

resonance imaging, MRI) 、 磁 振 血 管 造 影

第二級: 中級證據(Level II)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MRA) 、或電

來源 1.隨機非雙盲試驗

腦 斷 層 血 管 攝 影 術 (computed tomographic

2.小規模隨機試驗

angiography, CTA)，但是以不耽誤治療時間

3.大規模隨機試驗並有事先界定的次發性終點分

為原則 。

析

除了腦部影像檢查外，一般常規檢查尚

第三級: 次級證據(Level III)

包括: 胸部X光、心電圖、血液檢查(CBC, PT,

來源 1.前瞻性病例系列，並有同時或前後對照

APTT) 、血糖、電解質、抽驗肝、腎功能等

2.隨機試驗之事後分析

等，若有缺氧現象時，需要檢查動脈血液氣

第四級: 證據未明(Level IV)

體分析 [1,5]。其他處置尚包含顱內、外動脈超

來源 1.小規模病例系列無對照或病例報告

音波或心臟超音波檢查，有助於病因的診斷
及分類。

2.雖然沒有對照試驗之科學證據，但專家普遍同
意

二、一般處置
下列各項有關急性缺血性腦中風處理之

血壓: 急性缺血性腦中風時，75%病人會

一般原則，乃引用數年內國際知名學會或專

有高血壓。如收縮壓在 220 mm Hg以下且舒

家群所發表的急性腦中風治療指引，因其証

張壓在 130 mm Hg以下時，可以不需要立即

據基礎都差不多，所以衍生的結論也大同小

藥物治療(Level III)，首先考慮急性腦中風之
9

壓力(stress)反應，排除膀胱尿脹，治療疼痛

腫及顱內壓升高可能在約 3-5 天出現，一般

或顱內壓升高。降低血壓可能使腦部的灌流

發生率為 10-20%，是導致病人在第一星期死

壓力不足，更加重腦缺血，所以一般建議，

亡的主要原因。若病人有腦水腫或顱內壓升

收縮壓在 220mm Hg或平均血壓在 130 mm

高之神經學症狀或有其影像證據時，可先將

Hg以上才考慮給予降血壓治療。除非病人在

頭抬高 20-30 度、注意水份過度補充、注射

發作三小時內需血栓溶解治療，或血栓溶解

glycerol或mannitol等高滲透性利尿劑，維持

治療當中或之後，而血壓仍在 180/105 mm

滲 透 壓 在 300-320 mOsm/L 。 Glycerol 或

Hg以上時可根據NINDS的治療建議來處理高

mannitol皆不宜例行使用，無臨床證據顯示腦

[6]

血壓 。此時建議使用labetalol (10-20 mg)IV

水 腫 或顱內壓升高時，更不需使用。雖然

注 射 ，可以每十分鐘追加劑量，總劑量以

Glycerol的臨床試驗較mannitol多[4,5]，兩者的

160 mg為上限。若效果不好，或舒張壓大於

臨床效果並未加證實，Glycerol僅有短期些微

140 mm Hg ， 則 用 nitroprusside 0.5-10

療效(3%)，mannitol的臨床証據更少。在國內

ug/kg/minute IV infusion。避免給病人服用短

很少給病人口服glycerol，靜脈注射glycerol則

效性鈣離子阻斷劑nifedipine。腦中風病情穩

需注意溶血(hemolysis)之副作用。必要時可

定以後(大約為一星期左右) ，再開始給予長

使用furosemide 40 mg IV、並定期追蹤檢查腎

期降血壓藥物，但仍需以單一藥物開始，逐

功能、鉀、鈉等電解質，病況危急時才使用

漸調降血壓 。

過度換氣法(hyperventilation)，PaCO2 降低 5-

[7]

體溫: 急性腦中風初期體溫上升對預後不好

10 mm Hg可降低 25-30%的顱內壓，PaCO2維

，臨床研究發現，急性腦中風病人的體溫

持在 25-30 mm Hg間，然後接著使用其他治

超過 37.5 C者，死亡率增加 1%，整體不良影

療方法。針對大腦半球之大梗塞，可施行開

響約 10%，故病人若有發燒情形，應儘速給

顱 減 壓 術 (decompressive craniectomy) (Level

予acetaminophen退燒(Level III)。同時注意有

III)。較大的小腦梗塞，可同時做後顱窩開顱

無感染，以及檢查白血球數目及其分類，必

減壓術及直接切除部份小腦梗塞，以解除腦

0

幹壓迫。不建議使用類固醇來治療腦水腫及

[5]

要時提早使用抗生素治療 。

降低顱內壓[1,5]。

血糖: 急性腦中風時血糖太高，會影響腦中
風病人的預後，血糖每增加 100 mg/dl時，復

三、特殊治療

原機會減少 24%，出血性腦梗塞的機會也會
[8]

1. 抗血小板治療

增加 ，且容易引發電解質不平衡及其他的
併發症，所以腦中風病人血糖在 200 mg/dl以

兩個超大型臨床試驗IST[6]及CAST[7]結果

上時，可以重覆注射低劑量的Insulin將血糖

顯示，在缺血性腦中風初期 48 小時之內即給

控制在 150 mg/dl以內(Level III)。血糖太低也

予aspirin，可稍為減少病人的死亡率及早期

會加重病情或與腦中風病情混淆，此時可用

復發，建議初劑量為 150 mg-325 mg。以後每

口服或注射 10-20%葡萄糖

[1,5]

日劑量 75-325 mg之間 [6-9] 。對aspirin有過敏

。

輸液: 在急診室即需建立靜脈輸液注射管

者，可考慮使用其他抗血小板凝聚劑。有上

線，最好不用只含葡萄糖的溶液，不宜注射

腸胃道潰瘍或出血病史者，需小心使用抗血

低張性 5% dextrose in water，以避免血糖增

小板藥物。

加及加重腦水腫

[1,5]

。建議使用等張性液體，

如 生 理食鹽水注射。意識障礙或吞嚥困難

2.血栓溶解劑治療

者，可先用鼻胃管餵食及補充水分，視病況

1996年美國食品藥物管理局(即FDA)的

需要，應定期監測血中電解質。

神經系統藥物顧問委員會根據國家神經疾病
和腦中風研究所 (NINDS) 的血栓溶解劑治療

顱內壓升高的處理：大腦梗塞之後的腦水
10

腦中風的臨床試驗結果，通過認可靜脈內注

易發生出血之高危險患者，如：

射recombinate tissue-type plasminogen

-

目前或過去六個月內有顯著的凝血障礙、
易出血體質。

activator (rt-PA) 治療急性缺血性腦中風是有
[3]

-

效的 。NINDS的rt-PA腦中風研究是針對中
風三小時內之病人隨意分組做rt-PA和安慰劑

病人正接受口服抗凝血劑(如 warfarin
sodium) ，prothrombin time (INR ＞1.3)。

對照試驗。治療組接受每公斤體重0.9 mg靜

-

脈注射rt-PA，經四種神經學量表評估及三個

中樞神經系統損傷之病史 (腫瘤、血管
瘤、顱內或脊柱的手術)。

月以上的追蹤，治療組和對照組各有300人

-

以上，最後結果顯示，治療組的恢復程度較

懷疑或經證實包括蜘蛛膜下腔出血之顱內
出血或其病史。

好，其殘障度較對照組低，但是死亡率無差

-

嚴重且未被控制的動脈高血壓。

別。若要使用血栓溶解劑治療急性缺血性腦

-

過去 10 天內曾動過大手術或有嚴重創傷

中風，必需參照NINDS的rt-PA治療規範並詳
細閱讀藥品說明書

(包括最近之急性心肌梗塞所伴隨的任何

[6,15-17]

創傷)、最近頭部或顱部曾發生創傷。

。衛生署已核準rt-

PA治療急性缺血性腦中風之適應症，但此藥

過久的或創傷性的心肺復甦術(超過 2 分

的禁忌繁多[表二]，必須小心謹慎篩選病人

鐘)、分娩、過去 10 天內曾對無法壓制之

作治療。在中風症狀發作的24小時內併用

部位施行血管穿刺(如鎖骨下靜脈或頸靜

heparin或aspirin等輔助治療(adjunctive

脈穿刺)。
-

therapy)的安全性及療效尚未有充分的研

嚴重肝病，包括肝衰竭、肝硬化、肝門脈
高壓(食道靜脈曲張)及急性肝炎。

究。因此，在rt-PA治療的最初24小時內，應
-

避免投與aspirin或heparin靜脈給藥。若使用

出血性視網膜病變，如糖尿病性(視覺障

heparin是為其他適應症(例如預防深部靜脈

礙可能為出血性視網膜病變的指標)或其

血栓)時，皮下投與劑量不可超過每天10000

他出血性眼疾。細菌性心內膜炎，心包

單位。

炎。
-

急性胰臟炎。

-

最近三個月內曾患胃腸道潰瘍。

-

動脈瘤，靜/動脈畸形。

建議劑量為每公斤體重0.9毫克(最大劑

-

易出血之腫瘤。

量為90毫克)輸注 (infusion)60分鐘。總劑量

-

對本藥之主成份 rt-PA 或賦型劑過敏者。

的10%為起始劑量，以靜脈注射 (IV bolus)投

(4) rt-PA 用於急性缺血性中風另有下列之禁

靜脈內血栓溶解劑rt-PA治療建議規範
(1) 用法與用量

忌症

與。在症狀出現後的3小時內，應儘速開始
-

治療。

缺血性發作的時間已超過 3 小時或症狀發
作時間不明。

(2) 人員與設施
-

治療者需具有神經學評估、診斷訓練的有

急性缺血性中風的症狀已迅速改善或症狀
輕微者。

經驗之醫師，醫療團隊內需有隨時待命的神
-

經外科醫師，以備處理顱內出血之併發症。

臨床症狀太嚴重(例如 NIHSS＞25)及/或

治療醫院須有24小時皆可運轉的CT檢查。rt-

適當之影像術評估為嚴重之腦中風，如腦

PA治療後的病人需住在加護病房或有相同設

梗塞區超過 1/3、出血性梗塞或早期出現

施的病房單位至少24小時，以密切監視其血

腦梗塞。

壓等生命徵象及昏迷指數。
(3) 一般性禁忌症

-

腦中風發作時併發癲癇。

-

最近三個月內有中風病史或有嚴重性頭部
創傷。

如同所有的血栓溶解劑，rt-PA 不可使用於
11

-

過去曾中風及合併糖尿病。

專家所整合的意見認為，目前抗凝血劑在缺

-

中風發作前 48 小時內使用 heparin，目前

血性腦中風治療的可能適應症如表所列[5,18]。
抗凝血劑在缺血性腦中風治療的可能適

病活化部份凝血酶原時間(aPTT)之值過高。

應症：

-

血小板少於 100,000/cmm。

-

收縮壓大於 185 mmHg 或舒張壓大於 110

(1) 心臟病引起的腦栓塞，特別是早期復發

mmHg，或需要積極的治療(靜脈給藥)以

之高危險群，如人工心瓣膜、心房顫動

降低血壓至前述界限以下。

(atrial fibrillation)、心肌梗塞合併心壁血

血糖小於 50mg/dl 或大於 400mg/dl。rt-

栓、左心房血栓等。

-

PA 不適用於治療孩童及未滿 18 歲之青少

(2) 血中C蛋白質或S蛋白質缺乏症。

年或超過 80 歲之老人。

(3) 症狀性頸動脈或椎骨動脈剝離。
(4) 症狀性顱外頸動脈或椎骨動脈、或顱內
腦動脈狹窄，有增強性腦缺血發作或進

3.血液稀釋法(hemodilution)

行性腦中風。

血容比(hematocrit) 降低正常值的 15%以

(5) 大腦靜脈竇血栓。

上可減少血液粘稠度、並略為增加腦血流，
但是過去數個大型的等容積性血液稀釋療法
之臨床試驗並未肯定其治療效果 [19]。高容積

5.神經元保護劑(neuroprotection)

性 血 液稀釋療法可能使腦浮腫惡化，注射

截至目前為止，並無任何一種神經元保

Dextran-40 時需注意其中含有 5% Dextros。

護劑經人體試驗被証明有臨床效果，因此現

歐美的腦中風治療規範皆不推薦血液稀釋療

階段並不建議使用此類藥物治療急性缺血性

[1,5]

法

腦中風[1,5]。

。

四、腦中風病房或單位 (stroke ward or unit)

4.抗凝血劑治療
缺血性腦中風初期的抗凝血劑heparin治

腦中風病房或單位被證明是很有效的急

療 ( 含 傳 統 的 heparin, 低 分 子 量 heparin 及 類

性腦中風治療策略 [1,5,21] 。腦中風病房及腦中

heparin等藥) 經過許多臨床試驗及重覆的巨集

風醫療小組大多以神經科醫師為主導，整合

分析，皆未顯示其臨床效果，即使稍有療效

神經外科、神經放射科及復健科醫師，並結

也被其出血性副作用抵消。幾乎所有發表的

合專科護理師、復健師 (物理治療、職能治療

指引皆不建議一般性或常規性使用(general or

及語言治療) 等專業人員，特別針對腦中風加

routine use) 此類藥物治療急性缺血性腦中風

強整合性醫療照顧。醫院應隨時可做CT、超

[1,5,13,14,20]

。應用於少數特別狀況的治療則另當

音波及實驗室等檢查。集合分析十數個研究

別論。抗凝血劑可有效治療某些腦中風併發

結果顯示，腦中風病房的腦中風病人的死亡

症，如深部靜脈血栓及肺栓塞症，但也可能

率，比住進一般病房的腦中風病人減少

增加顱內出血的機會。抗凝血劑用於治療進

19%，而死亡率加依賴性重殘者的腦中風病

行性腦中風(stroke-in-progression)之臨床效果

人則減少 28%。腦中風病房的病人恢復較

[5,20]

。腦中風第一天大約有 20-

好，各種併發症減少，被轉送到安養機構的

40% 的 病 人 症 狀 惡 化 ， 臨 床 上 習 慣 使 用

病例也較少。腦中風病房可經由現有資源的

heparin治療，但是出血性併發症的機會卻大

整合，加強醫護人員的教育訓練、對病人及

於其可能的臨床效果。三個使用隨機分組的

家屬的衛教、以及一套急性腦中風處理之準

低分子量heparin臨床試驗結果顯示，對於進

則與流程，而使病人得到較良好的照顧。為

行性腦中風，皆無預防及治療效果，神經學

方便整合，可訓練一位腦中風管理人(stroke

也未經証實

症狀惡化率在 10%左右

[20]

manager) 。腦中風病房的病人有較佳的預後

。茲將歐洲腦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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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任何藥物治療無關。其特點及有效部分在

Optimizing intensive care in stroke: A

於提早並加強復健治療。護理人員扮演關鍵

European perspective. A report of an Ad Hoc

性的角色，除了熟悉一般腦中風照護之外，

Consensus Group Meeting. Cerebrovasc Dis

她們也要加強復健知識和技術。進行急性腦

1997;7:113-128.

中風治療先必須有良好的組織架構，訓練腦

4. Asia Pacific Consensus Forum on Stroke

中風醫療團隊，熟悉腦中風的一般處置及特

Management Organising Committees. Asia

殊治療，腦中風病房並可結合專屬的加護病

Pacific Consensus Forum on Stroke

房以及復健單位。

Management. Stroke 1998;29:1730-1736

腦中風病房設置基本要求(EUSI)

[3]

5. European Stroke Initiative (EUSI):

1.24小時皆可施行頭部電腦斷層檢查。

Recommendations for stroke management

2.建立一套腦中風治療規範及照護流程。

Cerebrovasc Dis 2000;10(suppl 3):1-33

3.神經內、外科、放射科、內科、復健科等

6. Adams, Jr. HP et al. Guidelines for

科之間的科際整合。

thrombolytic therapy for acute stroke: A

4.專業訓練的護理人員。

supplement to the guidelines for the

5.早期復健，整合物理、職能、語言治療。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6.建立復健醫療資源網絡(network)。

stroke. A statement for healthcare

7.24小時內可以施行腦血管超音波檢查，含

professionals from a special writing group of

顱外頸動脈及椎骨動脈檢查。

the Stroke Council,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Circulation 1996;94:1167-1174.

8.24小時內可以施行心電圖及心臟超音波檢
查。

7. Castillo J et al. Timing for fever-related brain

9.各項實驗室檢查。

damage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Stroke

10.可監測血壓、體溫、血糖、動脈氣體分

1998;29:2455-2460. 8. Bruno A et al.

析。

Admission glucose level and clinical

11.其他設施建議: 磁振造影 (含磁振血管造

outcomes in the NINDS rt-PA Stroke Trial.

影、DWI、PWI) 、介入性神經放射學治

Neurology 2002;59:669-674.

療、腦血管攝影、電腦斷層腦血管攝影、

9. Bereczki D et al. Cochrane Report. A
systemic review of mannitol therapy for acute

TEE, DSA, TCD等。

ischemic stroke and cerebral parenchy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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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脈血栓溶解劑治療急性缺血性腦中風之一般準則
台灣腦中風學會rt-PA使用規範共識小組
伴隨潛在危險。再者，全體醫護人員的再教

前言
缺血性腦中風是目前台灣地區最常見的

育，如何正確且適當地篩選病人，進而緊急

腦中風型態，它主要是因大腦血管本身快速

會診專家做處置，以減少使用本血栓溶解劑

的阻塞或由心臟產生的栓子或近端大血管的

的 副 作用亦為重要的課題。為了用藥安全

血栓脫落而造成的腦栓塞。血栓溶解劑如鏈

性，對於診治急性中風的醫師，訓練其做神

球菌激酶(Streptokinase) 尿激酶(Urokinase） 或組織胞

經檢查（包括美國國家衛生院中風量表，以

漿素原活化劑（tissue plasminagen activator）

下簡稱 NIHSS，請見附件一）、判讀電腦斷

已被證實可快速地將急性阻塞的部份動脈血

層、病人的篩選及用藥後的病人照顧亦為今

管打通，對於心血管及週邊血管病變有很好

後的努力目標。

的治療效果。但因腦組織較脆弱，且腦細胞
對於缺血的耐受時間很短，以上藥物並不適

二、 急性腦中風病人的輸送及急診室的處置

用。目前僅有美國的國家神經及中風疾病研

救護技術員（EMT）應接受有關急性腦

究院（NINDS）於 1995 年發表的臨床試驗，

中風處置的教育訓練，在確定發病時間並做

發現在急性缺血性中風發病三小時內使用合

完 初 步判斷為腦中風，將病人送上救護車

成的組織胞漿素原活化劑（recombinant t-PA,

後，應立即與醫院急診室連絡，以便醫院先

Actilyse®），可增加中風康復的機會或降低

做集合腦中風治療小組的準備；由自家車或

殘障等級。此藥物已於西元 1996 年被美國食

私 人 護送病患時，最好也能事先通知急診

品暨藥物管理局准許使用於缺血性腦中風發

室，請其早做準備。病人到達急診室後，檢

病三小時內的患者，歐盟各國亦於 2002 年通

傷人員即需立即判斷是否為中風及再確認發

過，但亦僅限於中風三小時內者。本國衛生

病時間。若為發病在 2 小時以內者（需預留

署亦於 2002 年 11 月核可使用。由於本藥物

1 小時做確定診斷及準備時間），則應立即

若不當使用，容易造成腦出血或其他身體部

通知腦中風治療小組成員（包括神經內科及

位的出血進而威脅病人生命，故台灣腦中風

神經外科專家），以便發動血栓溶解劑治療

學會集合國內專家共同討論本藥物之使用規

機制。在醫師認為病患有符合血栓溶解劑治

範，以達安全使用本藥物治療之目的。

療 的 可能性時，應以最快的流程做確定診
斷，以便在病人發病 3 小時內能使用 rt-PA。

一、 腦中風的全民教育

其流程為立即開始進行病史詢問、生命跡象

血栓溶解劑治療急性缺血性腦中風可視

及神經檢查（含 NIHSS），同時馬上申請

為特效藥，但若使用時機不當，也可能增加

CBC、PT、aPTT、生化（肝、腎功能）、電

副作用。根據歐美學者使用 rt-PA 的經驗，若

解質、心電圖及胸部 X 光，並儘速安排電腦

使用於發病超過 3 小時的患者，則病人產生

斷層檢查。做完所有檢查，判讀結果均符合

腦出血的機率大增（3 小時以內增加 6﹪，6

用藥準則後，尚需向病人及/或家屬詳細解釋

小時以內增加 14﹪），故教導民眾如何判斷

血栓溶解劑治療急性缺血性腦中風的利弊，

腦中風的先兆，並緊急送醫（最好於發病 2

並由病人或家屬於告知書（見附件二）簽署

小時內就醫）為當務之急，但也需使民眾了

同意或不同意治療，如同意者，於病人發病

解血栓溶解劑並非萬靈丹，治療過程亦可能

3 小時內施打 rt-PA。（靜脈血栓溶解劑治療
15

急性缺血性腦中風之急診室作業流程請見附

小板劑。若 24 小時後有需要併用這些藥物

件三，此作業流程為美國 NINDS 所建議制

時，需先做電腦斷層檢查，確定未有腦出

定，但實際經驗顯示，即使美國一流的醫學

血後再施予併用藥物。
2. 除藥物外，禁食 24 小時，24 小時內避免

研究中心也很難達到此制定的目標，因此僅
供參考，做為我們努力的目標）

插鼻胃管。
3. 24 小時內絕對臥床。
4. 以N/S 500 cc keep IV route給 2l/min O2（需

三、 病人的收治及排除條件

要時）, EKG monitor，紀錄I/O。

篩選適當的病人以接受靜脈注射 rt-PA 是
首要工作，為了減少因藥物引起的出血副作

5. 給藥後 30 分鐘內儘量避免插尿管導尿，6

用，必須小心選擇適合本藥物治療的病人。

小時無解小便且膀胱腫漲厲害時，則需考

表一列舉收案條件及排除條件，建議製成表

慮單導或留置尿管。
6. 測量生命跡象（血壓、心跳、呼吸），每

格 ， 置於急診室提供負責篩檢醫師逐條檢

15 分鐘紀錄一次，持續 2 小時，爾後每 30

視，每一條均需確實打勾，以防遺漏。

分鐘一次，持續 6 小時，以後每 60 分鐘一
次，持續 16 小時。

四、 血栓溶解劑 rt-PA（Actilyse）的使用注

7. 用藥完後 2 小時及 24 小時追蹤神經學檢查

意事項

（包括 NIHSS）。

1. 使用本藥物前應向家屬解釋本藥物治療的
優缺點、治療的成功率、其他替代治療方

8. 注意有無出血傾向，尤其檢查穿刺處有無

式、可能產生的副作用及其機率，並要病

出血或血腫、在淤青處做範圍記號、檢查

人或家屬親筆簽名，證實已了解醫師的解

尿液有無出血。
9. 若血壓高於 180/105mmHg 以上時，即需做

釋，且同意使用本藥物。（告知書見附件

處理，控制高血壓期間，需每 15 分鐘監測

一）

一次血壓至血壓穩定。（見附件四）

2. 經詳細解釋後病人或家屬決定不同意使用
rt-PA 治療，也需請病人或家屬簽名，以示

10.若發現神經學功能惡化（NIHSS 增加 4 分

負責；若病人或家屬要求治療，但醫師認

以上），懷疑有腦出血時，需立即做電腦

為病患條件不符合或使用 rt-PA 治療具危

斷層檢查，同時檢測 CBC、PT（INR）、

險性，向病人或家屬解釋後，亦需請病人

APTT，並準備 4 單位的 packed RBC 或 6

或家屬簽名。

單位的 cryoprecipitate、 2 單位的 FFP、1
單位的 platelet。

3. 本藥物應由受過神經科訓練且有經驗的醫
師來給藥。每公斤體重最多給予 0.9mg/kg
（最高劑量不能超過 90mg）。rt-PA 以靜

六、 腦出血或其他部位出血副作用之處置

脈注射，其中 10﹪劑量在 1 分鐘內立即靜

1. 立即停止正在靜脈輸液中的 rt-PA。

脈注射，而其餘 90﹪劑量以 60 分鐘靜脈

2. 輸 血 （ 包 括 2 單 位 的 FFP 、 4 單 位 的
packed RBC 或 6 單位的 cryoprecipitate 及 1

點滴完畢。

單位的 platelet）。
3. 緊急會診神經外科醫師做處理。

五、 缺血性中風血栓溶解劑治療之用藥後處
置

七、 容易造成腦出血的因素

盡快安排病人住進加護病房或同等級之

使用 rt-PA 將會較未使用 rt-PA 增加 10

病房，並做一系列的處置，24 小時內的照顧
原則如下：

倍腦出血的機會，其主要的危險因素為：

1. 在用藥後 24 小時內不要給抗凝血劑或抗血

1. 劑量高於 0.9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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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血壓未控制好（＞185/110mmHg）。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 for acute

3. 初始的神經學功能太差（NIHSS＞25）。

hemispheric stroke: the European

4. CT 有早期梗塞跡象或水腫現象。

Cooperative Acute Stroke Study (ECASS).

5. 用藥之前有使用過 aspirin。

JAMA.. 1995;274:1017-1025.

鑑於可能尚有未知因素而很難避免的腦

2. Hacke W, Kaste M, Fieschi C, et al.

出血，尤其東方人腦出血的比率本來就較西
方人高，故使用本藥物初期，至少在 2-3 年

Randomised double-blind placebo-

內應有一監控機制，由台灣腦中風學會進行

controlled trial of thrombolytic therapy with

全國性之用藥後追蹤，以做此藥物安全性之

intravenous alteplase in acute ischaemic

評估。

stroke (ECASS II): Second EuropeanAustralasian Acute Stroke Study

八、 使用血栓溶解劑（rt-PA）的藥物經濟

Investigators. Lancet. 1998; 352: 1245–1251.

學
由美國 NINDS（1995）的研究結果，可

3.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Neurological

得知使用 rt-PA 並不會增加缺血性中風的死亡

Disorders and Stroke rt-PA Stroke Study

率，但卻可顯著地降低中風後殘障等級，進

Group.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 for

而降低長期照顧成本，並可促進病人的生活

acute ischemic stroke. N Engl J Med..

品質，故使用 rt-PA 治療應具有正向的藥物經

1995;333:1581-1587.

濟學價值。

4. Donnan GA, Davis SM, Chambers BR,
九、 結論及展望

Gates PC, Hankey GJ, McNeil JJ, Rosen D,

rt-PA（Actilyse）為目前唯一被認為治療

Stewart-Wynne EG, Tuck RR. Trials of

急性缺血性中風有效的藥物，但因僅限於發

streptokinase in severe acute ischaemic

病 3 小時內使用，能夠得到此種治療的患者

stroke. Lancet.. 1995;345:578-579.

有 限 ，有待加強宣導「中風的黃金救援時

5. Multicentre Acute Stroke Trial-Italy

間」的觀念，以期有更多的病患受惠。世界
各先進國家亦正在研究更新一代的藥物及延

(MAST-I) Group. Randomised controlled

長用藥時間（發病後 6-8 小時），或以經顱

trial of streptokinase, aspirin, and

超音波加強血栓溶解的方法，觀察有無較好

combination of both in treatment of acute

的效果。近代醫學日新月異、進步神速，希

ischaemic stroke. Lancet.. 1995;346:1509-

望不久的未來有更新的藥物及更安全的治療

1514.

方法。

6. Adams HP Jr, Brott TG, Furlan AJ,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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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急性腦梗塞病患靜脈注射 rt-PA 之的收治及排除條件
＊收案條件（必須均為“是＂）
是
否
□
□
臨床懷疑是急性缺血性腦中風，中風時間明確在 3 小時內
□
□
腦部電腦斷層沒有顱內出血
□
□
年齡在 18 歲到 80 歲之間
＊排除條件（必須均為“否＂）
是
否
□
□
輸注本藥前，缺血性發作的時間已超過 3 小時或症狀發作時間不明。
□
□
輸注本藥前，急性缺血性中風的症狀已迅速改善或症狀輕微。（例如 NIHSS＜6
分）
□
□
臨床（例如 NIHSS＞25）及/或適當之影像術評估為嚴重之中風（電腦斷層大於
1/3 中大腦動脈灌流區之低密度變化）。
□
□
中風發作時併發癲癇。
□
□
最近 3 個月內有中風病史或有嚴重性頭部創傷。
□
□
過去曾中風且合併糖尿病。
□
□
中風發作前 48 小時內使用 heparin，目前病人活化部份凝血酶原時間（aPTT）之
值過高。
□
□
血小板＜100,000 / mm3。
□
□
活動性內出血。
□
□
顱內腫瘤、動靜脈畸形或血管瘤。
□
□
收縮壓＞185 mmHg 或舒張壓＞110 mmHg，或需要積極的治療（靜脈給藥）以
降低血壓至前述界限以下。
□
□
血糖＜50mg/dl 或＞400 mg / dl。
□
□
目前或過去 6 個月內有顯著的出血障礙、易出血體質。
□
□
病人正接受口服抗凝血劑，如 warfarin sodium（INR＞1.3）。
□
□
中樞神經系統損害之病史（腫瘤、血管瘤、顱內或脊柱的手術）。
□
□
懷疑或經證實包括蜘蛛膜下腔出血之顱內出血或其病史。
□
□
嚴重且未被控制的動脈高血壓。
□
□
過去 10 天內曾動過大手術或有嚴重創傷（包括最近之急性心肌梗塞所伴隨的任
何創傷）、最近頭部或顱部曾發生創傷。
□
□
過久的或創傷性的心肺復甦術（超過 2 分鐘）、分娩、過去 10 天內曾對無法壓
制之部位施行血管穿刺（如鎖骨下靜脈或頸靜脈穿刺）。
□
□
嚴重肝病，包括肝衰竭、肝硬化、肝門脈高壓（食道靜脈曲張）及急性肝炎。
□
□
出血性視網膜病變，如糖尿病性（視覺障礙可能為出血性視網膜病變的指標）
或其他出血性眼疾。
□
□
細菌性心內膜炎，心包炎。
□
□
急性胰臟炎。
□
□
最近 3 個月內曾患胃腸道潰瘍。
□
□
動脈瘤，靜/動脈畸形。
□
□
易出血之腫瘤。
□
□
對本藥之主成份 Actilyse 或賦型劑過敏者。
□
□
其他（例如在排除條件未提到但會增加出血危險的狀況，如洗腎患者、嚴重心
衰竭或身體太衰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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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美國國衛院腦中風評估表(NIH Stroke Scale)

1

a

清醒

意識障礙程度

嗜睡
渾沌（半昏迷）
昏迷

b

c

2

3

意識障礙：回答問題

答對兩個

c你今年幾歲？

答對一個

d現在是幾月？

兩個都答錯

意識障礙：照命令做動作

兩個都做對

c眼睛睜眼或閉上

只做對一個

d左手（右手）握拳；放鬆

兩個都做錯

眼球運動

正常

視力

完全偏向一邊

2

無喪失

0
1
2
3

兩側完全偏盲
正常
輕度麻痹
部份麻痹
半側完全麻痹

5

a

左上肢運動

正常
輕度無力
勉強抵抗重力
無法抵抗重力
無法動彈

b

右上肢運動

正常
輕度無力
勉強抵抗重力
無法抵抗重力
無法動彈

20

0
1
2

部份麻痹

完全偏盲

面麻痹

0
1
2

0
1

部份偏盲

4

0
1
2
3

0
1
2
3
0
1
2
3
4
0
1
2
3
4

6

a

正常

左下肢運動

輕度無力
勉強抵抗重力
無法抵抗重力
無法動彈

b

正常

右下肢運動

輕度無力
勉強抵抗重力
無法抵抗重力
無法動彈

7

肢體動作不協調

無（正常）
僅有上肢或下肢
上下肢或兩側均有

8

感覺障礙

無障礙

（痛覺、觸覺或空間感覺）

部份障礙
完全喪失感覺

9

言語障礙

正常
輕至中度障礙
嚴重障礙
完全無法言語

10

構音障礙

正常
輕至中度障礙
完全無法構音

11

感覺忽視（大腦皮質功能病變，喪失兩

無障礙

側同時刺激分辨感、空間感、病識感）

部份忽視

0
1
2
3
4
0
1
2
0
1
2
0
1
2
3
0
1
2
0
1
2

完全忽視

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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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2
3
4

附件二

急性中風靜脈注射 rt-PA 之病人告知書
您的腦部發生了嚴重的病變，醫學上稱為腦梗塞或是缺血性腦中風。此種病
變，是因您腦部的血流被血栓-栓塞阻斷所造成，有可能產生永久性的傷害。如果有方
法可以快速地溶解血栓，就有可能減少因血栓阻塞所引起的腦部傷害程度。
現在，醫師準備使用一種藥物來為您治療，以減少您的腦部的傷害。這種藥物是
一種血栓溶解劑，英文名字叫做 rt-PA，中文名字叫做胞漿素原活化劑。胞漿素原是人
體體內本來就有的自然成分，在醫師給這種血栓溶解劑 rt-PA 的時候，會使體內這種自
然成分增加而溶解血栓，這種血栓溶解劑需靜脈注射持續一個小時。
這是一種較新的治療方式。目前沒有其他藥物可以像 rt-PA 一樣，能有效地治
療急性缺血性腦中風。罹患腦中風的病人只有不到三分之一的機會，可恢復到正常的
功能。您若使用這種血栓溶解劑將會增加百分之三十三復原的機會。雖然 rt-PA 是目前
所能建議的最好治療方式，但有危險性：一百個使用這種血栓溶解劑 rt-PA 治療的病
人，將會有六個病人(十倍於不用這種血栓溶解劑治療的病人)，可能引起腦部出血的危
險，也可能會因而死亡。但是，研究顯示此種藥物，並不會增加死亡率。
使用這種血栓溶解劑必須在腦中風發生的三小時之內使用。超過三小時以後使用，將有可能增
加腦部出血的機率。我們沒有辦法保證不會發生嚴重的腦部或是身體其他部位的出血，但在治
療後，我們將密切注意一切變化，並盡一切可能來防止及治療藥物產生的副作用。

您的權益絕對不會因為您不願意接受這項治療而遭受任何損害，屆時我們將會採
用其他的治療方式。當您簽名之後，代表您已了解這項治療，所可能帶來的好處和危
險性。並且表示您已同意/不同意接受 rt-PA 的治療。

□同意接受治療

□不同意接受治療

病人姓名:

解釋醫師:

立同意書人:

解釋時間:

年 月 日 時 分

與病人之關係:

日

期： 年 月 日 時 分

見證人簽名:

日

期： 年 月 日 時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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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NINDS-Recommended Stroke Evaluation Targets for Potential Thrombolytic Candidates
T i m e T a rge t
D oor t o doc t or

10 m i nut e s

D oor t o C T c om pl e t i on

25 m i nut e s

D oor t o C T re a d

45 m i nut e s

D oor t o t re a t m e nt

60 m i nut e s

Access to neurological expertise*

15 minutes

A c c e s s t o n e u ro s u r g i c a l e x p e r t i s e *

2 hours

A dm i t t o m oni t ore d be d

3 hours

*B y phone or i n pe rs i on.

1. What neurologiiccal assessments are appropriate at this time?
2. What iiss the role of the NIH Stroke Scale (NI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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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mergent Management of Arterial Hypertension for Persons Receiving Thrombolytic
Drugs for Acute Ischemic Stroke: Method Used by the NINDS Study Group6
Monitor arterial blood pressure during the first 24 hours after starting treatment.
Every 15 minutes for 2 hours after starting the infusion, then
Every 30 minutes for 6 hours, then
Every 60 minutes until 24 hours after starting treatment.
If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is 180-230 mm Hg or if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is 105-120
mm Hg for two or more readings 5-10 minutes apart:
Give intravenous labetalol 10 mg over 1-2 minutes. The dose may be repeated or
doubled every 10-20 minutes up to a total dose of 150 mg.
Monitor blood pressure every 15 minutes during labetalol treatment and observe for
development of hypotension.
If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is >230 mm Hg or if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is in the range of
121-140 mm Hg for two or more readings 5-10 minutes apart:
Give intravenous labetalol 10 mg over 1-2 minutes. The dose may be repeated or
doubled every 10 minutes up to a total dose of 150 mg.
Monitor blood pressure every 15 minutes during labetalol treatment and observe for
development of hypotension.
If no satisfactory response, infuse sodium nitroprusside (0.5-10 µg/kg per minute).*
Continue monitoring blood pressure.
If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is >140 mm Hg for two or more readings 5-10 minutes
apart:
Infuse sodium nitroprusside (0.5-10 µg/kg per minute).*
Monitor blood pressure every 15 minutes during infusion of sodium nitroprusside and
observe for development of hypotension.
*Continuous arterial monitoring is advised if sodium nitroprusside is used. The risk of
bleeding secondary to an arterial puncture should be weighed against the possibility
of missing dramatic changes in pressure during in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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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範圍腦梗塞之一般處理準則
台灣腦中風學會腦梗塞治療共識小組

angiography, CTA)，但是以不耽誤治療時間為

前言

原則。

大範圍腦梗塞〈Large hemispheric infarct〉
雖只占所有缺血性中風的 3%到 15%左右，但

對住進加護病房之大範圍腦梗塞的病

卻是造成高死亡率與重度殘障的主要原因。大

人，需嚴密監測血壓、心跳、呼吸、血氧濃度、

範圍腦梗塞一般是指梗塞範圍占中大腦動脈

體溫、意識狀態、肌力與瞳孔等生命跡象與神

分布區三分之二以上 ；惡性中大腦動脈梗塞

經症狀。頭部電腦斷層攝影或顱內超音波追蹤

〈malignant MCA infarction〉則指因病情惡

中線偏移之程度，有助於早期預測腦水腫與腦

化，需住進加護病房治療呼吸衰竭及腦壓升高

脫疝之可能性(5,6) (Level III)。對疑似高顱內壓

的病例(2)。文獻上報告大範圍腦梗塞的死亡率

的病人做連續性的顱內壓監測，可能有助於預

可從 17%到 80%。不過，死亡率與梗塞範圍有

測病人的預後，但其臨床的實用價值仍未被確

很密切關係，若是整個中大腦動脈範圍

立，目前沒有隨機臨床實驗證明在那些病人使

(complete MCA)的梗塞，其死亡率至少在 20%

用顱內壓監測可以改善預後(7) (Level IV)。

(1)

至 25%，若再伴隨病情惡化之死亡率則達 42%
到 70%，惡性中大腦梗塞動脈的病例更可高到

二、 大範圍腦梗塞之處置

80%(1-4)。

甲、 一般治療原則
大範圍腦梗塞一般處置與急性缺血性腦
中風相同：（參考「急性缺血性腦中風之一般

一、 大範圍腦梗塞之診斷與監測

處理原則」）(8,9)

大範圍腦梗塞的臨床症狀上，病人表現出
偏癱、偏麻、偏盲、語言障礙及眼球偏移至中

血壓：急性缺血性腦中風時，如收縮壓在

風側腦半球，病人也可能在發病起始就有意識

220 mm Hg 以下且舒張壓在 120 mm Hg 以下

障礙。大約一半左右的病人會惡化，惡化的原

時，可以不需要立即藥物治療，首先考慮急性

因包括腦水腫、梗塞範圍擴大、出血性梗塞，

腦中風之壓力(stress)反應，排除膀胱尿脹，治

癲癇發作或其他內科併發症。腦水腫多在第二

療疼痛或顱內壓升高。降低血壓可能使腦部的

至第五天發生，進而造成症狀惡化，主要是意

灌流壓力不足，更加重腦缺血。建議收縮壓在

識障礙並常伴隨瞳孔變化與其他腦脫疝之徵

220mm Hg 或舒張壓在 120 mm Hg 以上才考慮

象，病人可能出現腦幹症狀與呼吸衰竭。

給予降血壓治療(Level IV)。除非病人在發作

每位病人都應接受無顯影劑注射的頭部

三小時內需血栓溶解治療，或血栓溶解治療當

電 腦 斷 層 攝 影 (non-contrast computerized

中或之後，而血壓仍在 180/105 mm Hg 以上時

tomography, CT) 檢查，除初步排除腦出血或

可根據 NINDS 的治療建議來處理高血壓。此

其他腦部病變外，確定梗塞範圍大小，對病人

時建議使用 labetalol (10-20 mg)IV 注射，可以

預後之判斷有極大之幫助。若對病人的處置有

每十分鐘追加劑量，總劑量以 160 mg 為上

所幫助或因而改變治療計畫時，也可選擇腦部

限。若效果不好，或舒張壓大於 140 mm Hg，

磁

則 用

振

造

影

(magnetic

resonance

nitroprusside 0.5-10

ug/kg/minute

IV

imaging,MRI) 、 磁 振 血 管 造 影 ( magnetic

infusion。避免給病人服用短效性鈣離子阻斷

resonance angiography, MRA) 、或電腦斷層

劑 nifedipine。

血 管 攝 影 術

(computed

tomographic
25

體溫：病人若有發燒情形，應儘速給予

IV）(12)，使用方法為每公斤體重注射 0.25 到

acetaminophen 退燒(Level III)。同時注意有無

0.5 克，每 3 到 6 小時以靜脈快速注射(約 20

感染，以及檢查白血球數目及其分類，必要時

到 30 分鐘)一次的方法，來降低腦壓，通常每

提早使用抗生素治療。

天最大劑量為每公斤體重 2 克，維持血中滲透

血糖：急性腦中風時血糖太高，會影響腦

壓在 310-330 mOsm/L為目標。以glycerol治療

中風病人的預後，血糖每增加 100 mg/dl 時，

重度中風，可以降低死亡率（level II）(13,14)，

復原機會減少 24%，出血性腦梗塞的機會也會

一般使用方法為一次注射 250 ㏄，一小時內靜

增加，且容易引發電解質不平衡及其他的併發

脈滴注完成，一天注射 4 到 6 次。

症，所以腦中風病人血糖在 200 mg/dl 以上

3. 巴比妥酸鹽昏迷

時，可以重覆注射低劑量的 Insulin 將血糖控

巴比妥酸鹽也有降腦壓的作用，但通常效

制在 150 mg/dl 以內(Level III)。血糖太低也會

果維持不久，且臨床試驗無法顯示使用後之病

加重病情或與腦中風病情混淆，此時可用口服

人的預後可改善（level II）(15)。

或注射 10-20%葡萄糖。

4. 類固醇

輸液：在急診室即需建立靜脈輸液注射管

至目前為止臨床試驗之證據顯示類固醇

線，最好不用只含葡萄糖的溶液，不宜注射低

無法治療腦梗塞後之腦水腫與降低顱內壓，故

張性 5%葡萄糖水，以避免血糖增加及加重腦

不建議使用（level I）(16,17)。

水腫。建議使用等張性液體，如生理食鹽水注

5.過度換氣法(hyperventilation)

射。意識障礙或吞嚥困難者，可先用鼻胃管餵

過度換氣法作用迅速但只在病況危急時

食及補充水分，視病況需要，應定期監測血中

使用，PaCO2 降低 5-10 mm Hg可降低 25-30%

電解質。

的顱內壓（level III到IV）(18)，目標將PaCO2
維持在 30-35 mm Hg間。過度換氧法的效果不

乙、腦水腫之治療

持久，須接著使用其他治療方法。使用過度換

1. 一般治療原則

氣法會導致顱內血管收縮，為了防止腦部二度

腦水腫的治療目標有三：（一）降低顱內

缺血，應注意維持適度的腦灌流。

壓；（二）維持恰當的腦灌流壓，避免腦部的

6. 低體溫療法

二度缺血傷害；（三）避免腦脫疝造成的二度

降低體溫可以降低大腦代謝率及對氧氣

傷害。初步治療方針為稍微限水，但不宜過度

和葡萄糖的需求，維護腦血屏障(blood-brain

限水導致腦部灌流不足，避免使用低張性的輸

barrier) 的 正 常 及 減 少 腦 內 再 灌 流 的 發 炎 反

液（如：5﹪葡萄糖水）（level III 到 IV）

應。少數非隨機之臨床試驗顯示輕度低體溫

(10,11)。可以將病床頭側上升 20 到 30 度，且

(32-34oC)可以降低顱內壓與改善結果（level

頭部擺在正中位置，如此較有利頭頸部靜脈回

III到IV）(19)，但是低體溫療法可能有血小板減

流。並避免過度刺激病人，盡可能解除病人之

少、心跳過慢與肺炎等副作用，而且在回溫過

痛楚與不適，排除會加重顱內壓上升的因子

程可能會因顱內壓反彈升高或心律不整導致

（如：低血氧濃度、高二氧化碳濃度或高體溫

死亡。低體溫療法應視為實驗性療法，且需要

等），給予適度氧氣，及保持正常體溫。

在極度審慎與密切監測下施行。

2. 高滲透壓製劑

7. 開顱減壓術

臨床上常用glycerol 或 mannitol 來做中

1995 年以來，相當多文獻(20-22)提出以外

風後降腦壓治療，唯應只在懷疑有腦水腫或出

科的開顱減壓術治療大範圍腦梗塞，再加上術

現塊狀效應（mass effect）時才給予，不宜常

後加護病房嚴密的監測，存活率明顯的提高。

規使用。Mannitol迄今仍無臨床試驗支持此藥

在早期的研究，通常以病人意識變差、出現腦

物的使用可改善中風病人的預後（level III到

脫疝，且電腦斷層顯示厲害的塊狀效應引起腦
26

中線偏移為開刀的適應症。因此，當病人惡化

De Georgia M, von Kummer R. 'Malignant'

時，適時的執行開顱減壓術能立即有效的降低

middle cerebral artery territory infarction:

顱內壓，並改善腦組織血流，可以降低死亡率

clinical course and prognostic signs. Arch

至 30%（level III到IV）。甚至有報告顯示

(22)

，

Neurol. 1996;53:309-15.

提早在 24 小時內執行手術更能降低死亡率至

3. Berrouschot J, Sterker M, Bettin S, Koster J,
Schneider D. Mortality of space-occupying

16%，並改善病人最終的功能。然而，亦有學
(23)

者持不同的意見 ，畢竟到目前為止仍尚未有

('malignant') middle cerebral artery

隨機臨床實驗證明開顱減壓術對於治療大範

infarction under conservative intensive care.

圍腦梗塞的臨床效果。至於何時是執行手術的

Intensive Care Med. 1998;24:620-623.

時機？目前也尚未有定論。對於提高存活率比

4. Wijdicks EF, Diringer MN. Middle cerebral

較沒有爭議；但對於是否能夠使得功能性預後

artery territory infarction and early brain

更好目前尚有爭議。因此未來仍需要大規模的

swelling: progression and effect of age on

(24)

臨床隨機實驗 ，以探討開顱減壓術施行的適

outcome. Mayo Clin Proc. 1998;73:829-36.

當對象與時機。至於小腦半球之大範圍梗塞，

5. Gerriets T, Stolz E, Modrau B, Fiss I, Seidel

若單以保守療法治療，其死亡率亦高達 80%；

G, Kaps M. Sonographic monitoring of

若適時的外科治療，包括腦室引流及開顱解壓

midline shift in hemispheric infarctions.

術可將死亡率降至 30%

(25-26)

（level III到IV）。

Neurology. 1999;52:45-49.

表一. 證據等級之定義

6. Gerriets T, Stolz E, Konig S, Babacan S,

第一級: 最高級證據(Level I)

Fiss I, Jauss M et al. Sonographic

來源

monitoring of midline shift in

1.隨機雙盲試驗，並有適當病人數所原發性終點

space-occupying stroke: an early outcome

分析

predictor. Stroke. 2001;32:442-47.

2.適當執行的優質隨機分組試驗之巨集分析

7. Schwab S, Aschoff A, Spranger M, Albert F,

第二級: 中級證據(Level II)

Hacke W. The value of intracranial pressure

來源 1.隨機非雙盲試驗
2.小規模隨機試驗

monitoring in acute hemispheric stroke.

3.大規模隨機試驗並有事先界定的次發性終點分

Neurology. 1996;47:393-98.
8. Adams HP, Jr., Adams RJ, Brott T, del Zoppo

析
第三級: 次級證據(Level III)

GJ, Furlan A, Goldstein LB et al. Guidelines

來源 1.前瞻性病例系列，並有同時或前後對照

for the early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A scientific statement from

2.隨機試驗之事後分析

the Stroke Council of the American Stroke

第四級: 證據未明(Level IV)

Association. Stroke.2003;34:1056-83.

來源 1.小規模病例系列無對照或病例報告

9. 劉祥仁, 葉炳強. 急性缺血性腦中風之一

2.雖然沒有對照試驗之科學證據，但專家普遍同意

般處理原則. 2003 年台灣腦中風學會年會
會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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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發性腦出血的內、外科療法－一般處理原則
台灣腦中風學會腦出血治療共識小組
[7]

前言

。

自發性腦出血主要原因為長期的高血

6.磁振造影（MRI）或血管造影檢查對某些腦

壓，而東方人及黑人較白種人的發生率高。近

出血病患的病因探討會有所幫助，如海綿狀血

年來台灣地區隨著醫療進步，血壓獲得良好的

管瘤較確定的診斷，常需做MRI檢查[5]。

控制，腦出血的比率已逐年下降，目前 35 歲

7. 一 般 生 化 檢 查 、 CBC 、 PT 及 APTT 、

以上每 10 萬人口每年約有 73 人，佔所有中風

electrolyte、EKG、chest x-ray亦應列為常規檢

[1]

查[5]。

患者的 22﹪ ，但其死亡率則較腦梗塞高出許
多，發病一個月內的死亡率約 26-30%[1,2]。為
追求更好的治療方法，故台灣腦中風學會彙集

二、急性腦出血的治療

專家討論出一共識，以作為醫師治療此疾病時

雖然目前尚無足夠的臨床試驗佐證，可證
明內科或外科治療對病人較有幫助[8,9]，但下

之參考。

列的處理仍為大家所認可的基本原則：
一、 腦內出血的診斷及病因探討

1.急診室的第一線處理仍是基本的 ABC，即為

1.臨床症狀：突發的局部神經症狀，常併有頭

保持呼吸道暢通、維持適當的呼吸換氣及循

痛（40﹪）、噁心嘔吐（35﹪）、血壓偏高（87

環。此外也應注意病人是否有頭部外傷。同時

﹪）、意識障礙（50﹪），少數會有癲癇發作

也要避免褥瘡、compartment syndromes 等併發

現象(6.1%)

[2,5]

。約 35﹪的病人早期症狀會有

症。

惡化的現象，此乃發作 6 小時內持續出血而致
血塊擴大

2.昏迷的病人或有腦幹功能障礙需特別注意

[2,3]

呼 吸 道 的 暢 通 ， 假 如 有 缺 氧 現 象 （ PO2

。

2.致病原因：常會有高血壓病史，可能伴隨頭

<60mmHg或PCO2>50mmHg），或有吸入性肺

部外傷之症狀，而較難區分是腦出血在先頭部

炎的病人均應給予氣管插管，但需注意先給高

外傷在後，抑或外傷後造成腦出血。或使用抗

濃度氧氣及避免造成反射性心律不整或腦壓

凝血劑、抗血栓藥物，或有酒精或藥物成癮，

升 高 的 藥 物 ( 如 atropine,

或血液疾病。其他原因如顱內動脈瘤，腦瘤，

midazolam,propofol or succinylcholine )，且每 6 小時

[4]

thiopental,

動靜脈畸型或類澱粉樣血管病變等 。

要監測氣管內管的壓力，以防吸入性肺炎。若

3.由臨床表現及神經檢查結果很難準確區分

因昏迷或肺部併發症，造成氣管插管 2 星期左

出腦出血或腦梗塞，而電腦斷層或磁震造影檢

右仍無法能拔除，則需考慮做氣管切開術。

查是目前最能夠早期區分為腦出血或腦梗塞

3.血壓的控制：腦內出血病人血壓的控制並無

[5]

的主要檢查 。

一定的標準，應視病患個人的年齡、有無慢性

4.腦部血管攝影的檢查時機須依病人的臨床

高血壓、有無顱內壓增高、出血原因、發病時

狀況，以及由神經外科醫師判斷需外科手術的

間及病人術前術後的情況而定。但一般而言，

[6]

急迫性來決定 。

腦出血患者的血壓控制需較腦缺血患者積極

5.年青、無高血壓病史或無其他腦出血危險因

[3]

素之患者，在病情需要時，可做血管攝影以探

於 130 mmHg 即需開始降血壓[10]， 且對於剛

查病因。年長的高血壓病患，腦出血位於基底

開顱手術者其平均動脈壓盡量不要高於 110

核、視丘、小腦或橋腦，除非懷疑有特殊的腦

mmHg[5]。

血管病變，否則大多不需做腦血管攝影檢查

＊ 若收縮壓大於 230mmHg 或舒張壓大於 140

。如對有高血壓病史的病人，平均動脈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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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mHg，且重覆 5 分鐘測量，連續 2 次都高

。

需 快 速 降 壓 時 ， 應 考 慮 給 予 nitropruside

＊ 腦出血的降顱內壓治療，首先以高滲透壓
藥物如glycerol或manitol為主。Manitol因容

0.5-10ug/kg/min。
＊ 收縮壓在 180-230mmHg 之間，舒張壓在

易 產 生 反 彈 效 果 ， 建 議 勿 長 期 使 用 [5] 。

105-140mmHg 之 間 ， 或 平 均 動 脈 壓

Glycerol 較 可 長 期 使 用 且 較 少 有 反 彈 現

≥130mmHg，且每 20 分鐘重覆測量，連續

象，但兩者至今均尚未有確實有效的文獻

2 次都高時，可給予 Labetalol 10-40 mg

報告，乃需待進一步驗證其治療效果[11]。

bolus 後，再 5-100mg/h 間歇性靜脈注射，

＊ 類固醇（steroids）：建議儘量不使用類固

或 2-8mg/min 連續點滴。若有氣喘病不能使

醇，因其副作用太大，且降顱內壓效果不

用 labetalol 時，可使用 esmolol, enalapril、

會比高滲透壓藥物效果好[12,13]。

diltiazem、lisinopril 或 verapamil 靜脈注射。

＊ 持續過度換氣（hyperventilation）：此種療

＊ 收 縮 壓 ＜ 180mmHg ， 或 舒 張 壓 ＜

法乃需做大型的實驗證明，但理論上，過

105mmHg，暫時尚可不必使用降壓藥。

度換氣造成血中二氧化碳濃度降低，會使

＊ 若有顱內壓監視器，則應使大腦灌注壓（平

腦血管收縮，降低腦血流及血容積，而在

均動脈壓減腦壓）＞70mmHg。

30 分鐘內可降低顱內壓。大部份的病人將

＊ 若血壓（收縮壓）＜90mmHg 時，則必須

PaCO2 降 至 30-35mmHg 約 可 降 低 顱 內 壓

給升壓劑。首先應先給補充體液，以增加

25-30﹪。若對過度換氣而無降顱內壓反應

體 容 量 ， 如 等 張 生 理 食 鹽 水 isotonic-

的病人，其預後均不良。突然停止過度換

saline 、 colloids 或 FFP ， 且以 CVP 或

氣，可能造成顱內壓反彈而突然升高，因

pulmonary artery wedge pressure 做監測。若

此需在 1、2 天內慢慢將PaCO2恢復正常[5]。

此 法 尚 不 能 提 升 血 壓 ， 則 可 給

＊ 神經肌肉鬆弛劑：使用神經肌肉鬆弛劑與

，

少量的鎮靜劑可降低顱內壓。由於使用呼

Dopamin2-20ug/kg/min，或 Norepine- phrine

吸器的患者抽痰時，會增加胸內壓或靜脈

0.05-0.2 ug/kg/min。將血壓提升至 systolic

壓，因此若懷疑病患顱內壓增加嚴重時，

pressure 100mmHg 以上。

抽痰前應先使用神經肌肉鬆弛劑，如短效

phenylepinephrine

2-10ug/kg/min

4.控制顱內壓（ICP）：顱內壓升高是腦出血

的巴比妥類藥物（thiopental），或lidocaine。

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控制顱內壓為治療

並注意在氣管，支氣管及鼻腔等部位之抽

腦內出血的首要任務。顱內壓升高的定義為

痰時間為 5 至 10 秒，口腔部位要在 10 至

ICP≥20mmHg，且時間持續 5 分鐘以上。治療

15 秒內完成，以免造成顱內壓升高[14]。

的目標為ICP＜20mmHg及腦灌注壓（CPP）＞

＊ 高 劑 量 巴 比 妥 酸 鹽 昏 迷 （ barbiturate

[10]

。若設備及人力許可，昏迷指數小

coma）：治療為最後的選擇，它可降低腦

於 9 分，或懷疑因顱內壓升高造成意識惡化的

細胞代謝，減少腦血流而降低顱內壓，但

70mmHg

[5]

病人，應考慮放置顱內壓監測器 。電腦斷層

會使血壓降低，亦容易造成感染，導致敗

顯示血塊的大小、水腫，或是否有壓迫腦幹的

血症而死亡[5]。

現象及腦室漲大的情況，亦可作為顱內壓升高

5.輸液治療（fluid management）：需維持等量

的參考。

體 液 （ euvolemia ） 的 狀 況 ， CVP 維 持 在

＊ 除了血塊會造成水腫外，因腦出血後阻塞

5-12mmHg，pulmonary wedge pressure保持在

腦脊髓液通路而造成續發性水腦症，亦會

10-14mmHg，電解質及酸鹼平衡都需做監測調

產生顱內壓增加，此時則需做腦室引流手

整，每天的攝取與排出（intake and output）亦

術，以減低顱內壓。一般引流最好不要超

需視尿量做調整（尿量加 500cc，若有發燒，

過 7 天，且需給予預防性抗生素以免感染

每度加 300c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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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預 防 癲 癇 ： 腦 出 血 病 患 視 病 情 需 要 可 給

ganglion hemorrhage）出血量超過 50cm3，

phenytoin 或其他抗癲癇葯物做預防性治療，

且GCS≦14；或出血量 30-50cm3，GCS＜

使用一個月後若無發作，才慢慢停藥[5]。

12 可考慮外科手術。而 30cm3以下或高齡

7.體溫控制：體溫應儘量維持在正常範圍，若

患者則視個別情況而定[5]。

高於 38.5℃時，可給予acetaminophen，或降溫
三、 自發性腦出血的預防

毯將體溫降低。需注意探討及預防各種感染的
[5]

可能性，及使用預防性抗生素以避免感染 。

1.控制血壓為最主要的預防方法，可使曾有腦

8.其他內科療法：對於譫妄(delirium)或躁動不

血管疾病患者腦出血機率降低 50﹪[17] ，初級

安的病人，可使用短效的Benzodia- zepines或

預防亦可達 26%[18]。

propofol，其他如止痛、鎮靜劑亦可視各種情

2.使用抗凝血劑時，要注意監測PT及APTT。

況使用。其他亦需注意深部靜脈阻塞、肺栓塞

靜脈注射heparin需維持APTT在 2.5 倍以下，

[5]

之預防，以及早期做復健治療 。

口服warfarin需保持PT 之INR 在 3 倍以下
[19.,20]

。

二、 手術治療

3.注意慎選血栓溶解劑（thrombolytic therapy）

自發性腦出血的患者是否需手術，及手術

的病患，需依照急性心肌梗塞(AMI)或急性腦

的時機為何，均尚無定論。一般是以減少腦內

梗塞的使用規範，以免造成副作用，導致腦出

血塊產生的併發症為目標，如進一步壓迫周遭

血[21]。

正常腦組織、水腦症、或血塊導致嚴重的腦水

4.清淡飲食[22]、減少菸酒 [23] 及勿藥物濫用亦

腫。估計腦內血塊大小的方法以 CT 為主，即

可降低腦出血機率。

1/2（長×寬×高），即為血塊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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顱內動脈瘤破裂導致自發性蜘蛛膜下腔出血之一般處理原則
台灣腦中風學會蜘蛛膜下腔出血治療共識小組
前言
近年來台灣腦出血的死亡率雖有下降，
但蜘蛛膜下腔出血的機率似乎是固定的，且
占出血性腦中風死亡的百分比由 1979~1980
年的 5.9%增加至 1985 年的 10.1%，至 1992
年更達 11.6%。而 30 天致死率依 1985 年二
十六所教學醫院的報告為 27.0%，與 1992 年
衛生署的報告 27.1%相近。而顱內動脈瘤仍
是蜘蛛膜下腔出血的主因，台灣地區顱內動
脈瘤的發生率與歐、美、日等先進國家比
較，相差甚遠，這並非意謂台灣地區的動脈
瘤病患少，可能是本地醫師對此疾病概念尚
未普遍，以致診斷率偏低。因顱內動脈瘤破
裂引發的蜘蛛膜下腔出血有如此高的死亡
率，即使存活下來的病患約一半有神經學上
的缺損，所以對於此類病患應予以儘早的正
確診斷及積極的治療。

二、臨床表徵
典型的臨床表現為突然發生嚴重的頭痛
及頸部僵硬。可能伴隨著以下症狀：意識喪
失、噁心、嘔吐、局部神經學異常。少部分
病人以眼瞼下垂或複視表現。
三、診斷
以無顯影劑的腦部斷層為主，在出血後
24 小時內，高達 92%可發現蜘蛛膜下腔出
血，若斷層攝影無發現可採取腦脊髓液做測
試，有無蜘蛛膜下腔出血。腦血管攝影仍是
診 斷 顱 內 動 脈 瘤 的 最 標 準 檢 查 ， CTA 及
MRA 因技術的進步，有可能於未來成為診斷
顱內動脈瘤的另一種利器。顱內超音波(TCD)
可用來診斷及監測血管痙攣。
四、併發症與治療
顱內動脈瘤破裂後引發的蜘蛛膜下腔出
血，臨床上最常見的併發症為：1.再出血，2.
血管痙攣，3.水腦症，4.癲癇，5.低血鈉。各
類併發症治療如下。
(一) 預防再出血
1. 保守療法
(1) 再出血率約 3~4%(24 小時內)，出血後一
個月內每天 1~2%，3 個月後每年再出血
率為 3%。
(2) 雖然大都建議臥床及血壓控制，但不能單
獨以此二者來預防再出血( level of evidence
Ⅰto Ⅲ，grade B )。
(3) Antifibrinolytic therapy 只在某些病患被建
議使用來預防再出血，如低危險性血管痙
攣的病人和/或適合延遲手術的病人。
(level of evidence Ⅱto Ⅲ，grade A )，但使用
此類治療常合併較高的腦缺血機率，無助
益整體預後。
(4) 頸動脈 ligation 預防再出血成效仍未定。
(level of evidence Ⅰto Ⅲ，grade A )。
2.介入性治療
傳統上，手術是顱內動脈瘤治療的唯一
方式，且常於蜘網膜下腔出血兩週後施行。

一、流行病學
(一)發生率
顱內動脈瘤破裂引發的蜘蛛膜下腔出血
的發生率，西方國家的報告介於 4~13 例/10
萬人口/每年之間，根據 2002 年全國 26 家神
經外科訓練中心的統計資料，該年度因顱內
動脈瘤而開刀者，共有 756 例，其中有症狀
者為 686 例，無症狀者 40 例，巨大動脈瘤
（大於 3 公分）共 30 例。而台灣每 10 萬人
口中，僅有 1.87 人死於蜘蛛膜下腔出血，此
與美國的 16 人、日本的 25 人相距甚大。
(二)年齡與性別
根據衛生署 1993 年報告顱內動脈瘤破裂
之平均年齡，在男性為 54.6±14.3 歲，在女性
為 56.5±13.8 歲，合計為 55.7±14.0 歲，男女
性別比為 2:3。
(三)動脈瘤之位置
根據衛生署 1993 年報告前交通動脈最多
佔 26.7%，其次為後交通動脈佔 22.0%，內
頸動脈 20.1%，中大脈動脈 19.6%，前大腦
動脈 12.2%，多處動脈瘤佔 8.1%，椎體基底
動脈系統佔 3.2%，後大腦動脈占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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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更多經驗的累積，以及新治療方式如血
管內栓塞的發展，治療的觀念及原則已稍有
轉變：

行。Hunt 第五級的病患，除了腦脊髓液外
引流等簡易之處置外，原則上不建議早期
開刀。

(1) 使用腦動脈栓塞法預防再出血，如病患的
腦動脈瘤如發生在後循環、或以前曾以外
科手術治療者、或病患本身有其他狀況使
其用外科手術治療時危險性較高者均應優
先考慮以介入性神經放射線治療。但如病
患的腦動脈瘤是意外發現、而且並未破
裂、最大長徑又大於 3mm 的前循環腦動
脈瘤，或巳破裂的前循環腦動脈瘤造成病
患情況不佳者，則屬於可考慮使用介入性
神經放射線治療。但如病患有已破裂的前
循環腦動脈瘤又併發腦內血腫，或腦動脈
瘤最大長徑小於 3mm，或未經抗生素治
療的感染性腦動脈瘤等則不建議使用介入
性神經放射線作為第一線治療。

目前國內各大醫學中心使用介入性神
經 放 射 線治療腦動脈瘤的百分比變異很
大，所以對腦動脈瘤的治療宜以各醫院依
其神經外科醫師及神經放射線所受訓練與
經驗，動脈瘤的解剖位置大小、週遭與原
動脈情況，及病人個別情況而決定治療方
式。( level of evidence Ⅳ to Ⅴ，grade C )。
1.Hypertension/hypervolemia/hemodilu-tion
(triple H 治療)可用來預防及治療因血管痙攣
而引起的腦缺血( level of evidence Ⅲ to Ⅴ，
grade C )，接受此類治療的病人應儘可能將
動脈瘤夾除，且於加護病房中緊密監測其
hemodynamic function。

(2) 手術治療顱內動脈瘤。以外科手術夾除顱
內動脈瘤是最有效減少再出血的方法，
( level of evidence Ⅲ to Ⅳ，grade B )。early
surgery 或 delayed surgery 端看病人的臨床
情況，一般情況較佳者可考慮 early surgery
( level of evidence Ⅱ to Ⅴ，grade B)。wrapping
或 coating 顱內動脈瘤或不完全夾除顱內
動脈瘤，可能導致再出血的危險性增高。

2. Nimodipine(一種鈣離子阻斷劑)可口服或靜
脈給藥，建議早期使用連續性靜脈注射，前
兩小時建議用量 5cc/hr，如血壓穩定可調整
至最高劑量 10cc/hr 來減少因血管痙攣產生
的不良預後。( level of evidence Ⅰ to Ⅱ，
grade A )，其它種類的鈣離子阻斷劑效果仍
未有明確價值( level of evidence Ⅰ to Ⅴ，grade
B )。

(二) 血管痙攣的治療

A.不宜外科手術的情況

3. 如 嚴 重 之 血 管 痙 攣 ， 可 以 考 慮 使 用
Transluminal angioplasty。

(a) 顱 內 動 脈 瘤 位 於 不 易 手 術 之 解 剖 位
置，應優先考慮血管內栓塞治療。

4.腦池內注射 fibrinolysis、antioxidant 及 antiinflammatory 藥物其效果仍未明( level of evidence
Ⅲ to Ⅴ，grade C )。

*不易手術之動脈瘤解剖位置：
1).海綿竇內動脈瘤

(三) 水腦的治療

2).除了後下小腦動脈及血管遠端之後循
環動脈瘤。

1.顱內動脈瘤引發蜘蛛膜下腔出血的病人約
20%會有急性水腦，體外腦室引流是被建議
的，但可能增加再出血或感染的機會 ( level of
evidence Ⅳ to Ⅴ，grade C )。

(b)年紀大於八十歲，且屬 Hunt 第五級或
全身健康狀況差的病患，不適合手術治
療。

2.慢性水腦如果有症狀，則可用腦室腹腔引
流來改善症狀( level of evidence Ⅳ to Ⅴ，
grade C )。

B.宜外科手術的情況
年紀小於七十歲，屬 Hunt 第一級至
第四級，同時全身健康狀況佳的病患，如
果動脈瘤位於易手術之解剖位置，適合手
術治療。

(四) 癲癇
1.顱內動脈瘤破裂後癲癇發生的比率依報告
有 10 至 27.5%，故建議使用預防性抗癲癇
藥物( level of evidence Ⅳ to Ⅴ，grade C )。

手術的時機：Hunt 第一級至第四級的病
患，在沒有腦部動脈痙攣收縮(vasospasm)
及 嚴 重 腦浮腫的情況下，手術可盡早施

2.無癲癇發作的病人，不建議常規使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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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抗癲癇藥物 (level of evidence Ⅳ to Ⅴ，
grade C )。
(五) 低血鈉的治療
1. 治 療 低 血 鈉 時 ， 特 別 要 注 意 的 是 要 避 免
volume contraction，可以等張溶液靜脈給予
( level of evidence Ⅲ to Ⅳ，grade C ) 。
2.為了監測 volume status，可以 central venous
pressure ， pulmonary capillary wedge
pressure，fluid balance 及體重來評估。
3.要小心與 cerebral salt wasting syndrome 及
SIADS 作鑑別診斷。

幫助的。
手術後病人需在加護病房密切注意其顱
內 壓 ， hemodynamic parameters ， intravascular volume，pulmonary status 及以 TCD
監測有無血管痙攣，必要時以 CT 區別血管
痙攣、水腦及腦水腫，因這類病人可能有不
等程度 monitor、cognitive、communicative 及
psychosocial deficits，所以復健有時是被建議
的。

參考資料

五、臨床處理流程
蜘蛛膜下腔出血是一急症需馬上診斷治
療，蜘蛛膜下腔出血由電腦斷層或腰椎穿刺
發現所確定，接著的治療需以病人的神經學
情況為考量，已有些神經學上的分類等級被
提出，可預期病人的整體預後。
Hunt and Hess grade Ⅰ和Ⅱ的病人需有專
業訓練人員做經常性地神經學評估，臥床休
息 及 一 些 預 防 性 措 施 如 以 pneumatic
compression devices來預防深部靜脈栓塞，如
果必要可建立經由中心靜脈給予液體、藥物
或血製品，監測顱內壓可提供分辨神經異常
變 化 的 重 要 資 訊 ， 可 以 開 始 給 予 Nimodipine ，開刀前安排腦血管攝影以發現血管瘤
位置，Hunt and Hess grade Ⅲ 至 Ⅴ的病人需
住入加護病房，靜脈給予等張或高張性溶
液 ， 建 立 中 心 靜 脈 導 管 線 以 監 測 central
venous pressure或 pulmonary artery pressure。
如果病人已呈現obtunded，則以氣管內插管
保護呼吸道。如果電腦斷層顯示水腦,加上病
人呈現lethargic或意識狀態變差，則小心實施
腦室引流，在SAH等級差的病人或不易處理
的複雜型動脈瘤、動脈內栓塞可以考慮。
有腦內出血的病人可考慮緊急開刀去除
血塊，去除血塊的同時，可以夾除動脈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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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perative Seizures and Epilepsy
Following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Timing, incidence, and Risk
Factors. J Neurosury 2003;99:978-985

病 人 如 呈 現 obtunded 或 有 時 顯 lateralizing
deficit 但其它神經學皆穩定，則可先做血管
攝影，再去除血塊。但在急速惡化的病人可
以不做血管攝影，馬上去除血塊及夾除動脈
瘤。而加量顯影劑腦斷層、CTA 或術中血管
攝影對於這些病人定位其動脈瘤的位置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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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中風的主要危險因子
台北榮總神經內科陸仁安

許立奇

腦中風的發生率隨著年齡增加而遞增，55

前言
多年來中風一直是國人死亡與殘障的

歲以後每增加 10 歲，其發生率倍增，而中

主要原因。根據榮總腦血管科所作的流行病

風的死亡率亦隨著年齡的增加而遞增。類澱

學研究，台灣地區每年約有 4 萬至 6 萬人發

粉血管病變所合併的腦出血亦多發生於較

生中風。而且社會中存活的中風患者約在 15

老的病人。

萬至 20 萬人之間，其中約 1/3 有相當程度的

性別：總體而言，男性與女性的腦中風

後遺症，無法獨立生活，需仰賴他人照顧。

總數相若，女性的第一次腦中風年齡較男性

較常見的神經障礙如半身麻痺或癱瘓，言語

高，腦中風的死亡率亦較高。在 65 歲以前

不清，失語症，智力退化或癡呆症等，嚴重

男性較女性多 20﹪的腦中風。

的患者必須使用鼻胃管、導尿管和/或呼吸器

種族：非裔美人較其他族裔高 60﹪的腦

以維持生命，甚至呈現植物人般喪失意識。

中風率和中風後的殘障率，其死亡率較其他

中風患者常罹患其它慢性疾病，如：高血

族裔高兩倍。東亞民族的腦出血發生的比

壓、心臟病、糖尿病等，發生各種合併症（如

例，明顯的高於西方白種人。而腦梗塞方

肺炎、尿路感染等）、意外與再度中風的機

面，白種人顱外頸動脈狹窄比例較高，我們

會比起一般人都高出許多，這對患者及其家

則是以顱內動脈狹窄較常見。

庭都是很沉重的負擔。此外，腦中風也在國

家族史：直系親屬或母系親屬中有腦中

人十大死因中名列第二，僅次於惡性腫瘤，

風病史時，其得到腦中風的機會較高，可能

因中風而英年早逝者時有所聞，亦為國家社

與遺傳所涉及凝血和代謝障礙有關。

會的損失。而且，因為腦血管疾病所造成的

以前患過腦中風或暫時性腦缺血：這是

身心障礙更高居所有疾病之冠。此種情形不

最有意義的預測腦中風發生的指標，兩者皆

只發生於台灣，更見於世界各國。即使於多

顯示患者有病態血管的存在，10﹪的腦中風

數歐美先進國家，腦血管疾病亦為其十大死

倖存者在緊接著的一年內會再發生腦中

亡原因之第三名，所造成的身心障礙仍然高

風，六分之一的腦中風倖存者在隨後兩年內

居歐美各國之冠。因此，世界各先進國家莫

會發生下一次的腦中風，30﹪的會在隨後的

不把腦血管疾病之防治列為衛生醫療之重

五年內發生腦中風。暫時性腦缺血患者發作

點，投入大量的經費與人力作腦血管疾病之

一次或以上者，較同年齡、同性別沒有發生

研究與教育，希望減少腦血管疾病之發生

過暫時性腦缺血的人得到腦中風的機會高

率、死亡率與後遺症。而首務之急就是要認

出 10 倍。

識中風的危險因子，從而降低危險因子對中
二、可改變的危險因子

風的影響。
一般而言具備越多的危險因子的人越

高血壓：血壓每天高低起落不等，若高

容易中風。危險因子又可分為可改變、（或

過 140/90mmHg，便可以稱之為高血壓。65

可控制）和不可改變（或不可控制）的危險

歲以上的人，差不多三分之二有高血壓，高

因子兩大類。

血壓前期為 120/80mmHg 至 139/89mmHg
間，可使動脈硬化加速，導致充血性心衰竭

一、 不可改變的危險因子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腎病、盲眼和腦中

年齡：年齡是腦中風重要的決定因子。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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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預防高血壓

血壓時，應靜息半小時，再測量一次，血

1.維持理想體重

壓常在排便後、運動後、情緒波動時和進
食後，呈現較高的血壓值。

對於肥胖或有高血壓的人來說，減肥
有更大的效果，過重的人容易發生高血脂

中風的急性期不需要立即下降血

症和糖尿病。BMI（Body Mass Index）乃

壓，但在蜘蛛網下腔出血、主動脈剝離、

是測量身高與體重的關係，可以粗略評估

心肌梗塞、急性腎衰竭時、使用靜脈肝素

全身的脂肪量，但對於肌肉發達的人、老

時，才需要將血壓較快下降至心縮壓

年人或水腫的患者則無效。所以除了BMI

180mmHg 以下或接近病發前之血壓值，

外，有人測量腰圍的大小來輔助診斷，一

並應排除排尿困難、情緒激動，等到確定

般而言，女性大於 35 吋（77cm），男性

高 血 壓 的 原 因 ， 宜 使 用 Captrpoil

大於 40 吋（88cm）時，都認為偏高。BMI

6.25-12.5mgpo/1m, Labetalol 5-20mgiv,

2

= 體重（Kg）/ 身高（m ）；BMI介於

clonidine 0.15-0.3mgsc/iv, Dihydra- lazine

25～29.9 稱之過重；BMI＞30 為肥胖。根

5mg iv 加上 Metoprolol 10mg iv，儘量避

據我國肥胖學會的統計值，BMI＞27 便可

免使用鈣離子拮抗劑，特別是

稱為肥胖，進行減重時，以每週不超過 2

Nifedipine，亦有人建議讓出血性中風患

磅（約 1Kg）為宜，近程目標為現時體重

者血壓低於 180/105mmHg，而缺血性中

的十分之一。一磅約 3500 卡的熱量，若

風患者血壓低於 200-220/120mmHg。

想減重一磅，即需要每天少吃 500 卡，或
糖尿病：測量空腹血糖值大於 126mg/dl

較以前每天多消耗 500 卡的熱量。

兩次以上，便可診斷為糖尿病。糖尿病與腦

2.做運動
每天做 30 分鐘中量的身體活動，如

中風有密切的關係，有糖尿病的患者得到腦

快走、踩腳踏車、打掃落葉或園藝工作。

中風的機率為正常人的 1 至 3 倍。雖然嚴格

亦可以將 30 分鐘的運動拆散成 10 分鐘一

控制血糖值未被證實可以減輕腦中風的發

小段來做，日常生活中，可以自行上下樓

生率，但可以減低糖尿病的併發症和降低中

梯，不乘電梯，乘坐公車時可於目的地前

風的嚴重度，使預後得以改善。並減緩因糖

1、2 站下車，再用走路到達目的地，停

尿病形成的動脈粥狀化斑塊，特別是在較小

車時，亦可將車停於稍為遠離目的地處，

的動脈分支上。維持理想體重、規律有恆的

增加步行量。

運動和適宜的飲食習慣可預防第二型的糖
尿病。

3.健康的飲食習慣
宜食用低飽和性脂肪、低脂肪、低膽

假如年齡大於 40 歲且肥胖，如合併下

固醇、高蔬果含量和低脂奶類食物，例如

列症狀時，請至醫生處檢查，是否有糖尿

多食用全麥、魚類、堅果，少食用紅肉、

病。(a)口渴感；(b)容易飢餓；(c)容易疲倦；

糖果及含糖飲料。

(d) 小便次數增加，特別是晚上（請勿與老
年男性的前列腺肥大混淆）；(e)

4.低鹽飲食
儘量減少日常食物中鈉鹽的含量。如

體重減

輕；(f) 視覺模糊；(g) 傷口不易復原。

使用代鹽（氯化鉀），請先諮詢醫生後方

糖尿病可分為三大類：

可使用。儘可能食用新鮮蔬果肉類，少用

1. 第一型糖尿病，又名青少年型糖尿病或胰

罐頭食物如午餐肉、急凍晚餐和洋芋片

島素依賴型糖尿病，多發生在孩童青少

等。

年，乃因 beta-cell 被自身免疫系統摧毀而
無法製作胰島素，完全依賴體外的胰島素

5.遵照醫囑服藥
在家應多測量記錄血壓，遇有過高的

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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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R 在 1.5 至 3 之間。

2. 第二型糖尿病，又名成人型糖尿病或非
胰島素依賴型糖尿病，這是最常見的一
種糖尿病，可以發生在任何年齡，最初

高血脂症：與冠狀動脈疾病有絕對的關

以胰島素抗阻性來表現，在脂肪肌肉和

係，在腦中風方面雖未明確有關連，但高危

肝臟無法有效正常使用胰島素進行新陳

險性的腦中風患者使用 statin 被認為有助於

代謝，此時胰島素被過度的產生而增加。

減少腦中風的發生。

3. 懷孕期糖尿病，有些女性在懷孕第三期

一般來說，血中總膽固醇量大於

受到懷孕荷爾蒙的影響而形成糖尿病，

240mg/dl，便可稱之為高血脂症，高濃度總

此型糖尿病在分娩後即會消失，但這類

膽固醇和低密度脂蛋白與動脈粥樣硬化程

病人以後形成第二型糖尿病的機會較他

度成正比，但與高密度脂蛋白成反比。
對減少腦中風和心肌梗塞的病人血中

人高。

膽固醇量之建議為總膽固醇量少於
心臟病：心肌梗塞的患者約有 3-4﹪會

200mg/dl，高密度脂蛋白大於 35mg/dl，低

發生腦栓塞，且多於發生心肌梗塞後一個月

密度脂蛋白小於 130mg/dl。飲食建議為每天

內發生，若同時合併心房顫動，則更容易形

脂肪攝食量低於每天總熱量之 30﹪，飽和脂

成腦栓塞，在心肌梗塞患者使用血栓溶解劑

肪量低於每天總熱量之 10%，每天膽固醇攝

時，會增加腦出血的機會。

取量少於 300mg。

心房顫動是最常見的心臟異常跳動，全
美約有 220 萬人有此毛病，在 75 歲的人中，

頸部雜音：一般而言，由於動脈血管粥

約有 12﹪的人有心房顫動，具有心房顫動

樣硬化，管腔彎曲狹窄血流速增強而形成渦

者，其中風率較一般正常人高出六倍，在所

流或頸部雜音，除了血管狹窄形成頸部雜音

有中風的病人中約有 15﹪與心房顫動有

外，正常硬化的血管壁亦會在血流經過時形

關，在 65-85 歲的中風患者中，心房顫動更

成頸部雜音，其他如貧血、甲狀腺功能亢

高達 70﹪。

進、發燒及年青人都會容易出現代償性的過

心房顫動有較高的腦栓塞危險，左心房

多血液流過，流速增加而形成頸部血管雜

無效的收縮使血液滯留在心房壁上，增加血

音。如合併橫切面面積減少 70﹪以上者，其

栓的形成血栓變大斷裂成碎片會隨著血

腦中風的機率會呈現有意義的上升，其形成

流，經過左心室而進入體循環，將栓子帶到

中風的機轉為過度狹窄或斑塊內出血，使管

腦部或其他器官。

腔變小而導致遠端供血不足；狹窄處斑塊破

在一些心房顫動的患者，其心房顫動會

損剝離形成栓子，流到腦部，小血管形成阻

自然消失，使用電擊去心房顫動術或藥物治

塞, 或以上兩因素加在一起，治療上來說，

療，可以幫忙患者恢復正常的心律，於心房

當狹窄面積超過 70﹪，或出現腦中風症狀，

顫動患者使用抗凝血藥物－Warfarin，可較

可以考慮放置血管內支架或施行外科摘除

不使用 Warfarin 者減少 67﹪的中風機率。

斑塊手術，對於輕度狹窄無症狀者，可給予

在低中風率或不宜使用 Warfarin 的心房顫

抗小板凝聚藥物或 statin 來減緩動脈硬化進

動患者，可考慮使用抗血小板凝聚藥物如

行的速度和減低血栓的形成。

Aspirin 或 Clopidogrel，臨床上所使用的藥
物，必須考慮出血性的併發症，如腦出血、

身體活動量：有恆規律性的運動，可以

胃腸道出血、牙齦出血、皮下出血，甚至皮

減少腦中風的發生，可能與體重、血壓、膽

膚、肌肉壞死。當使用 Warfarin 時，最少每

固醇和醣類耐受度的改善有關。

個月抽血檢查 prothrombin time 一次，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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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煙：吸煙可增加 1.5 至 6 倍的腦中風

guidelines and a multi- disciplinary

發生率，不論是缺血性和出血性的腦中風，

consensus statement from the National

停止吸煙可減少一半的腦中風發生率，重度

Stroke Association. J Am Med Assoc

吸煙者其危險性高過輕度吸煙者，女性的危

1999;281: 1112-20.

險度較男性高。

2. Goldstein LB; Adams R; Becker MD; et al.

吸煙者一旦停止吸煙，其中風的危險性

Primary prevention of ischemic stroke. A

馬上下降，如果停止吸煙達五年，其腦中風

statement fo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的發生率與不吸煙者相若。

from the stroke council of the American

吸煙的女性若合併使用避孕藥或/和有

Heart Association.Stroke 2001;32:

偏頭痛病史，其罹患腦中風的機會大為上

280-99.

升。

3. Ezekowitz MD; Levine JA. Preventing
吸煙不單只產生一氧化碳和尼古丁，它

stroke in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J

含有數不清的有毒化合物，它可以促進動脈

AM Med Assoc 1999; 281: 1830-5.

硬化，增加血小板凝聚黏附的作用，縮短血

4. Gorelick PB; Alter M; eds. The

小板的存活期，縮短凝血時間，增加血中凝

Prevention of Stroke. New York: The

血纖維原和黏稠度。

Parthenon Publishing Group; 2002.

根據國外文獻報告，頸動脈狹窄者，放
置血管內支架或外科手術摘除斑塊術後，其
頸動脈再度狹窄者，吸煙是最重要的危險因
子。
飲酒：每天一至二“品”酒量可以減少腦
中風的發生率，然而酗酒可以增加缺血性和
出血性腦中風的機會。(一品約為白蘭地或
威士忌 40ml 或高梁酒 20ml)
三、其他需要考慮的危險因子或因素
1. 因文化不同所引致之社會、飲食和生活形
式的不同。
2. 知識程度的差異。
3. 經濟因素：影響對腦中風的認知、預防、
急性治療和長期的復健。
4. 遺傳基因：東方人較西方人多腦中風，東
方人動脈硬化多發生於顱內腦血管，而西
方人則多發生於顱外血管，非裔美人鐮刀
狀細胞疾病常伴隨腦中風，特別在小孩身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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