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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打疫苗嗎？害怕副作用怎麼辦？
COVID-19疫苗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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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綜合醫院於幸安國小提供民眾

接種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服務，

從報到，看診、注射到留觀，各個

環節動線擘劃清楚，更特別規劃

數位化流程服務，採用QR Code，

提供施打疫苗民眾可事先用手機填

寫健康資訊等，打完疫苗後安排於

留觀區休息至少15分鐘方能離開

(掃QR Code確認時間)，現場有條

不紊，很多民眾依工作人員導引依

序完成接種後，紛紛給予在場醫護

及行政同仁5顆星評價高度肯定，

以下是來自民眾於Google Map評論

的留言肯定：

來自民眾
的肯定與感謝

01Cathay General Hospital

今天一早八點多到幸安國小疫苗注射，從大門口就感受

到服務人員親切的接待，從插卡報到到填單醫生的詢問

及護理師注射疫苗到休息區休息15分鐘後離開時，掃描

QR Code確認後沿途都有遮陽的設施，再次感謝國泰綜

合醫院所有的醫護人員親切的服務與照護。

7/16日陪同二位長者至幸安國小打疫苗，讓我感動院方

嚴謹的程序，使我安心。再感謝院方的貼心安排，從入

口至出口，未因天氣炎熱而感到不適，更感恩現場醫護

（事）人員任勞任怨的暖心服務，有您們真好。

帶爸爸媽媽來接種疫苗，醫護人員非常細心，語氣也很

溫柔，老人家非常安心的打疫苗。醫護人員在前面宣導

的時候，聊到最近的辛苦都哽咽了。最近大家真的都很

辛苦，醫護們不眠不休的為了疫情而努力，真的非常感

謝。支持辛苦的醫護們，願醫護跟全國民眾都能順利的

度過疫情。

接種站規劃清楚，服務周到，也會統一提醒接種後注意

事項，重點是對長者很有耐心！醫護人員們辛苦了！

帶家人來注射站接種疫苗。服務專業超級細心，老人家

也很安心，真的很棒！非常感謝國泰醫院醫護人員！

   

非常溫柔耐心的衛教，打針過程流暢等待時間短，護理

人員溫和講解清楚，非常值得。

  

教職員幸安接種站-很感謝醫護人員的辛勞。很有效率

，動線很棒，謝謝你們。

 

打疫苗的最佳體驗，謝謝您們。

國泰綜合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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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心 專 欄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不論是主動脈瘤或者是主動脈急性剝離都是心臟外科手術

中重大而且非常危險的致命疾病，外科手術是唯一能夠治

療的方式。不幸的是即便在很有經驗的心臟外科團隊治療

下仍然有10%到20%的死亡率，幸運存活的病人也有相當

多的腦部、脊椎或腹部內臟的嚴重缺血性併發症，這使得

此種疾病手術非常棘手，需要有經驗的醫療人員密切注意

防範以及提早警覺診斷治療。

新式複合式人工血管支架+複合式手術室

治療主動脈弓部合併降
主動脈複雜性心臟手術



　　近年來由於國人的生活習慣及飲食與西方國家越

來越接近，再加上平均年齡的提高使得高血壓似乎成

為國人普遍的疾病這造成我們的主動脈病變的比例大

幅增加。

　　主動脈自心臟連結出口後，從前胸形成螺旋狀形

成弓部，再轉向後背下行到腹腔(圖一)。沿途分出許

多重要的分支到脊椎神經及腹部的重要器官而後通過

骨盆腔再穿出腹股溝往雙側下肢灌流，這如同高速公

路沿線的交流道出口，萬一有任何毁損，沿路的出口

交流道都會受到嚴重影響，甚至壞死，而在手術修補

時也造成十分困難。

　　複雜性心臟手術與其他外科手術最大的不同，在

於心臟手術除了要一段手術時間停止心臟及肺臟的運

作，在這一段時間將血流循環的工作交給心肺循環機

替代，而這必要的過程時間越久，便使得心肺受損愈

嚴重。所以心臟手術要做的精準完美之外，更需要快

速且確實，病患才能有最大的成功存活機會。

　　胸主動脈手術則是連體外循環也要停止，表示病

人在很長的手術時間是完全沒有血流循環，如何支撐

這手術的過程是非常複雜和困難的技術。所以可知此

種外科手術的時間壓迫更為強烈。胸主動脈手術可說

是困難中的困難，國泰綜合醫院有長久優異的治療經

驗，一向有非常好的成果，最近更針對主動脈弓部複

雜牽涉廣泛的急性動脈剝離或主動脈瘤疾病，利用目

前最先進且造價高昂的複合式手術室設備，配合目前

最新開展出來的複合式人工血管支架(圖二)，我們特

別將這樣子的設備及醫材應用在主動脈弓部合併降主

動脈的複雜手術，這一體成型的動脈支架連接多分枝

血管，可以大幅度的縮短手術時間及術後出血量，且

同時重建升主動脈、降主動脈，還有在弓部的腦部和

上肢血管重要分枝，進而增加病人治癒成功的機會(

圖三)。目前國泰綜合醫院已經有多例成功經驗結果

都非常順利滿意，相信能為日後此類型疾病患者增加

治癒機會。

護 心 專 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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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圖一

▲圖三



文 / 黃啟宏
國泰綜合醫院心血管中心部主任

04

瓣膜置換手術(TAVI)」，手術順利，一周後即出

院，術後大幅改善喘、胸悶、胸痛、呼吸困難等

不適症狀，也可輕鬆步行200-300公尺，外出曬太

陽等活動。 

　　主動脈瓣膜由3個瓣葉所組成，在人體循環系

統中扮演心臟血流通往全身的大門。除先天結構

異常(如先天瓣膜只有2個瓣葉易在中年就出現狹

窄症狀)，主動脈瓣膜會隨年齡增長鈣化，進而狹

窄，就像年久失修的厚重門板，開口愈來愈小，

心臟能輸出的血液愈來愈少，許多症狀也伴隨而

來。多數病人在輕度狹窄時沒有症狀，隨著狹窄

程度愈來愈厲害，就會出現呼吸困難、頭昏、暈

厥、心絞痛等不適症狀，嚴重甚至導致心臟衰竭

。然當出現這些症狀時，病人平均存活時間往往

剩下不到兩年，可見嚴重主動脈瓣膜狹窄，不僅

大大影響病人生活品質，更可能威脅生命，宛如

隨身帶著不定時炸彈，隨時有猝死風險。 

護 心 專 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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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壓愈正常 喘卻愈明顯 
當心是主動脈瓣膜狹窄

經導管主動脈瓣膜置換手術救命
血壓愈來愈正常，但卻感到愈來愈喘，就要

當心否是主動脈瓣膜狹窄問題！如疏忽沒治

療，演變成重度狹窄，可能導致猝死！

　　一位85歲老太太，有高血壓問題長達20年，

血壓曾高達160-170 mmHg，規律用藥穩定控制

，但近半年來，走路不到50公尺就很喘，甚至出

現胸悶痛、呼吸困難，所以幾乎足不出戶，不過

由於血壓已逐漸降至110-120 mmHg，認為血壓

控制正常，只是老化體力變差的現象，所以起初

並不以為意，直到近日突然昏倒，就醫後經醫師

安排檢查確診為「重度主動脈瓣膜狹窄」，須進

一步治療以避免猝死風險。但因老太太已年高85

歲，又合併有多重內科疾病，接受傳統開胸主動

脈瓣膜置換手術風險較高，經醫療團隊與病人及

家屬討論後，決定採用免開心的「經導管主動脈

　　以往外科開心手術是解決此疾病的唯一方法

，但傳統開心手術，須將心臟打開置換主動脈瓣

膜，無奈的是，這類病人往往是年紀很大或合併

有多重器官系統疾病，有時不只無法承受鋸開胸

骨、讓心臟停止跳動的大手術，甚至連全身麻醉

的風險都很高，因而喪失治療機會。

　　幸賴現今醫療技術發達，現行「經導管主動

脈瓣膜置換手術」藉由心導管方式將新的主動脈

瓣膜經由周邊動脈沿血管擺至定位而植入心臟，

其優點係手術過程心臟不須停止跳動、不須切開

胸骨、大幅縮短手術時間、傷口小至1公分、病

人復原較快、住院時間縮短，且大幅降低手術及

麻醉風險。所以對於有嚴重主動脈瓣膜狹窄、年

紀大，且手術風險高的病人，「經導管主動脈瓣

膜置換手術」提供另一種有效且相對安全的治療

方式。 

　　提醒若發現家中有高血壓病人血壓雖逐漸正

常，但卻出現很喘、胸悶痛、呼吸困難、頭昏、

暈厥等症狀時，請家人務必特別留意並諮詢專科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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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85歲老太太，有高血壓問題長達20年，

血壓曾高達160-170 mmHg，規律用藥穩定控制

，但近半年來，走路不到50公尺就很喘，甚至出

現胸悶痛、呼吸困難，所以幾乎足不出戶，不過

由於血壓已逐漸降至110-120 mmHg，認為血壓

控制正常，只是老化體力變差的現象，所以起初

並不以為意，直到近日突然昏倒，就醫後經醫師

安排檢查確診為「重度主動脈瓣膜狹窄」，須進

一步治療以避免猝死風險。但因老太太已年高85

歲，又合併有多重內科疾病，接受傳統開胸主動

脈瓣膜置換手術風險較高，經醫療團隊與病人及

家屬討論後，決定採用免開心的「經導管主動脈

　　以往外科開心手術是解決此疾病的唯一方法

，但傳統開心手術，須將心臟打開置換主動脈瓣

膜，無奈的是，這類病人往往是年紀很大或合併

▲血管圖-主動脈瓣膜狹窄

▲血管圖-正常主動脈瓣膜

有多重器官系統疾病，有時不只無法承受鋸開胸

骨、讓心臟停止跳動的大手術，甚至連全身麻醉

的風險都很高，因而喪失治療機會。

　　幸賴現今醫療技術發達，現行「經導管主動

脈瓣膜置換手術」藉由心導管方式將新的主動脈

瓣膜經由周邊動脈沿血管擺至定位而植入心臟，

其優點係手術過程心臟不須停止跳動、不須切開

胸骨、大幅縮短手術時間、傷口小至1公分、病

人復原較快、住院時間縮短，且大幅降低手術及

麻醉風險。所以對於有嚴重主動脈瓣膜狹窄、年

紀大，且手術風險高的病人，「經導管主動脈瓣

膜置換手術」提供另一種有效且相對安全的治療

方式。 

　　提醒若發現家中有高血壓病人血壓雖逐漸正

常，但卻出現很喘、胸悶痛、呼吸困難、頭昏、

暈厥等症狀時，請家人務必特別留意並諮詢專科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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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餘年的發展已經有長足的進步。隨著介入技術發展愈來愈成熟，

所處理的血管病灶也愈來愈複雜，現今的介入技術已從氣球擴張置

放支架，進展至去除動脈硬化斑塊的減容手術，包括鑽石旋轉研

磨系統(Rotational Atherectomy Rotablator System)、切割氣球 

(Cutting/Scoring Balloon)、雷射導管汽化系統(Laser Atherectomy)、

震波碎石導管系統(Shockwave Intravascular Lithotripsy)等等。這些新

的技術醫材，使得以往有著複雜鈣化病灶而無法使用氣球撐開管腔

的病人，也能成功接受導管介入治療，大幅減少傷口面積、縮短住

院時間。

　　正因如此，現今的介入治療技術走向血管內的「精準醫療」。

　　傳統的心導管攝影受限於2D平面的影像，就像傳統映像管電視

機，解析度已經到達極限，無法滿足目前對於介入治療對於複雜病

灶的高解析度要求，在有限的影像訊息下，無法偵測到不穩定斑塊

的位置，對於鈣化病灶的嚴重程度也無法完全掌握，使得醫師在執

行介入性治療置放支架時，常常會不夠完美，使得支架的效果不如

預期，甚至是在治療時遭遇不必要的麻煩，進而造成危險。

　　現在醫師利用血管內的影像系統，對於血管內病灶的評估及成

因可以獲得360度全方位的資訊。「血管內影像系統」是執行心導

管手術時合併使用血管內超音波（Intravascular ultrasound, IVUS）或

3D光學斷層掃描從血管內直接觀察病灶。一般的心導管攝影檢查可

把血管病灶放大3-5倍，血管內超音波（IVUS）放大 10-15倍，光學

斷層掃描則可以放大100-150倍至微米級。不管是「血管內超音波

(IVUS)」或是「3D光學斷層掃描儀(OCT)」，都已有臨床研究實證，

如同上述兩位病人案例，藉由血管內影像的輔助讓醫師看得更清楚

，就可達到更好的心導管介入治療效果。

　　光學同調電腦斷層掃描儀，是從血管內部透過生物組織光學散射的原理進行掃描，藉此獲

得高解析度的血管內部3D影像，如此高的解析程度已可看見血管內的膽固醇結晶，甚至是聚集

的發炎細胞。不止如此，OCT對於病灶型態的評估比血管內超音波更為清楚。例如OCT可以清

楚鑑別血栓和不穩定斑塊，有助於支架的置放；對於嚴重鈣化的血管，因超音波無法穿透鈣化

，OCT可以完整評估鈣化斑塊在血管內分佈的厚度及深度；如果是之前置放的支架發生再狹窄

的病變，則可以利用OCT來分析新生動脈粥硬化，進一步瞭解再狹窄的原因；甚至完成介入治

療後，也可藉由OCT評估支架的位置及大小是否適當。這些詳細的血管內影像資訊，都可幫助

醫師在手術時選擇最適當的器材，做出最完美的處置。

　　國泰綜合醫院擁有完備的心導管技術與人力，是國內少數有能力進行去除動脈

硬化斑塊手術的醫院，常在心臟學會中擔任示範手術的責任醫院，分享技術經驗。

「心血管中心」成立後，更是台灣第一間整合心導管影像及血管內光學斷層掃描

(OCT)的醫院，藉由影像整合系統的輔助，每年完成近千例心導管介入治療，其中不

乏複雜性病灶，能順利解決病人的症狀，讓民眾的心血管照護品質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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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狀動脈支架植入手術，是目前改善冠狀動脈血流

及病人心絞痛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心導管攝影是把

2.5-4mm血管直徑的冠狀動脈放大為3-5倍的2D平面影

像，是現今對於心血管疾病的診斷及治療最重要工具。

醫師不僅透過心導管攝影檢查瞭解血管內狹窄部位、阻

塞的情況等，來做為後續治療方案的重要依據，在植入

動脈支架時也需要利用心導管影像來執行定位。

　　自從1977年 Gr ntzig 博士首度利用氣球導管施行冠

狀動脈擴張術以來，動脈血管疾病的介入性治療，經過

心臟血管內的「精準醫療」

血管內3D光學斷層掃描系統
讓介入治療更精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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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達到更好的心導管介入治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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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後，也可藉由OCT評估支架的位置及大小是否適當。這些詳細的血管內影像資訊，都可幫助

醫師在手術時選擇最適當的器材，做出最完美的處置。

　　國泰綜合醫院擁有完備的心導管技術與人力，是國內少數有能力進行去除動脈

硬化斑塊手術的醫院，常在心臟學會中擔任示範手術的責任醫院，分享技術經驗。

「心血管中心」成立後，更是台灣第一間整合心導管影像及血管內光學斷層掃描

(OCT)的醫院，藉由影像整合系統的輔助，每年完成近千例心導管介入治療，其中不

乏複雜性病灶，能順利解決病人的症狀，讓民眾的心血管照護品質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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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狀動脈支架植入手術，是目前改善冠狀動脈血流

及病人心絞痛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心導管攝影是把

2.5-4mm血管直徑的冠狀動脈放大為3-5倍的2D平面影

像，是現今對於心血管疾病的診斷及治療最重要工具。

醫師不僅透過心導管攝影檢查瞭解血管內狹窄部位、阻

塞的情況等，來做為後續治療方案的重要依據，在植入

動脈支架時也需要利用心導管影像來執行定位。

　　自從1977年 Gr ntzig 博士首度利用氣球導管施行冠

狀動脈擴張術以來，動脈血管疾病的介入性治療，經過

▲OCT可以即時3D模擬支架與血管內部貼合情形

▲OCT與傳統影像解析度比較

▲OCT精準取得血管大小及斑塊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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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郭志東
國泰綜合醫院心血管管中心一般心臟醫學科主治醫師 

負荷式超音波
和形變分析技術
70歲的黃女士，因為呼吸困難，爬樓梯時會喘和胸悶，所以到心臟科門診就診。黃女士有明

顯的心絞痛症狀，懷疑是冠狀動脈疾病引起的，所以建議她做進一步的檢查。除了輕微的舒

張功能異常和瓣膜逆流外，她的一般心臟超音波大致上正常。醫師建議她做核子醫學檢查去

評估一下心肌是否有缺血情形，但因為家中媳婦剛懷孕，怕會影響小孩，所以為黃女士提供

了兩個選擇，包括運動心電圖和負荷式超音波加上形變分析。經討論後，黃女士同意接受負

荷式超音波檢查。結果顯示心肌確實有缺血情形，便安排心導管檢查。經導管治療包括氣球

擴張和支架置放後，黃女士順利出院，症狀也改善了不少。

，以上檢查都很難即時看到心臟的動態變化，如瓣膜開合的瞬間，心臟收縮和舒張時

的動態影像，但這些都是心臟超音波的強項。

　　然而，在檢查冠狀動脈疾病時，超音波在缺血評估上，卻會稍微打了些折扣。一

般傳統評估心肌缺血的非侵入性檢查有兩種，一個是運動心電圖，另外一個是核子醫

學掃描。運動心電圖的好處是病患經由運動，倘若在心電圖上有異常，則會表現出來

。雖然運動心電圖不是百分百準確，但基於方便和無輻射、無使用顯影劑的優點，常

常被用作心導管檢查前的重要評估。但運動心電圖只能告訴醫師心肌有缺血問題，但

不顯示哪個心肌區域缺血，無法推測哪條血管狹窄。而心臟核子醫學檢查則可以補足

這個缺點，加上使用藥物模疑缺血情形，病患無須跑步或踩腳踏車，便可以知道缺血

範圍，對於一些行動不便的族群，核子醫學檢查比較適合。但這個檢查會用到一些藥

物，而且有核輻射的問題，對身邊的人群如孕婦都有影響。

　　基於上述的問題，在無須使用藥物，在沒有輻射的狀態下，透過比較心臟超音波

在靜止時和運動時的心肌局部和全體的收縮變化。雖然負荷式超音波可以顯示出運動

時的形態異常，但是肉眼的觀測有時候很難分辨是否為真正的異常以及其異常的界限

。所以，心臟超音波也發展出形變分析技術，讓心肌缺血的位置可視化。

　　所謂的形變分析技術，就是利用軟體分析在超音波下，心肌顯影出來的亮點在心

臟收縮期和舒張期的位置變化。該測試被應用於篩檢和追蹤癌症治療期間接受心臟毒

性藥物治療的患者，評估接受胸部放射治療的病人，以及評估和監測心肌疾病(如肥厚

性、缺血性心肌疾變)等的心臟疾病。

　　 一般來說，形變分析把左心室3個切面分成16

至18個區域，再重組出心肌血流分佈的圓形圖表

，即所謂的牛眼圖。根據牛眼圖的判讀，可以評估

病人心臟肌肉的缺氧範圍以及預測阻塞的血管。研

究顯示，負荷式超音波配合形變分析和核子醫學掃

描對比心導管檢查結果，準確度差不多。除此之外

，某些病人因為不明原因的呼吸困難，但各種心臟

及呼吸系統檢查都查不出原因時，利用負荷式超音

波，有可能可以檢查出其它潛藏的疾病，如運動時

舒張功能異常或二尖瓣逆流變化等。

　　負荷式超音波的發展日新月異，可與其他檢查

相輔相成，為病人提供侵入性手術前更精準的檢查

品質。

　　心臟超音波，是利用聲波產生心臟實時圖像

的檢查，這項檢查主要用來評估心臟和瓣膜的功

能。心臟超音波的用途廣泛，它除了可以觀察病

人的心臟結構如心臟腔室內是否有血塊或血栓，

心臟周圍積聚的液體，心臟瓣膜的形態外，心臟

超音波有些優勢是其它影查無法達到的，首先，

是輻射劑量，心臟超音波沒有輻射暴露的問題，

也不用使用顯影劑，就算使用顯影劑，也是不傷

肝腎功能的對比劑，對病人來說風險和負擔很小

。第二就是心臟功能的動態評估，一般的影像學

檢查如電腦斷層和核磁共振都是比較靜態的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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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藥物治療的患者，評估接受胸部放射治療的病人，以及評估和監測心肌疾病(如肥厚

性、缺血性心肌疾變)等的心臟疾病。

　　 一般來說，形變分析把左心室3個切面分成16

至18個區域，再重組出心肌血流分佈的圓形圖表

，即所謂的牛眼圖。根據牛眼圖的判讀，可以評估

病人心臟肌肉的缺氧範圍以及預測阻塞的血管。研

究顯示，負荷式超音波配合形變分析和核子醫學掃

描對比心導管檢查結果，準確度差不多。除此之外

，某些病人因為不明原因的呼吸困難，但各種心臟

及呼吸系統檢查都查不出原因時，利用負荷式超音

波，有可能可以檢查出其它潛藏的疾病，如運動時

舒張功能異常或二尖瓣逆流變化等。

　　負荷式超音波的發展日新月異，可與其他檢查

相輔相成，為病人提供侵入性手術前更精準的檢查

品質。

　　心臟超音波，是利用聲波產生心臟實時圖像

的檢查，這項檢查主要用來評估心臟和瓣膜的功

能。心臟超音波的用途廣泛，它除了可以觀察病

人的心臟結構如心臟腔室內是否有血塊或血栓，

心臟周圍積聚的液體，心臟瓣膜的形態外，心臟

超音波有些優勢是其它影查無法達到的，首先，

是輻射劑量，心臟超音波沒有輻射暴露的問題，

也不用使用顯影劑，就算使用顯影劑，也是不傷

肝腎功能的對比劑，對病人來說風險和負擔很小

。第二就是心臟功能的動態評估，一般的影像學

檢查如電腦斷層和核磁共振都是比較靜態的檢查

▲形變分析把左心室分成18個區域，再重組出心
肌血流分佈的圓形圖表，附圖均呈紅色代表病
人心肌未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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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荷式心臟超音波檢查優點為何？

　　為一項可以輔助心血管疾病診斷的工具，優點為風險低，沒有放射線曝

露，健保有給付，即使在加護病房亦可以執行此項檢查。

負荷式心臟超音波檢查準確率為何？

　　根據歐洲心臟超音波學會雜誌統計其敏感

性約8成，其特異性可達9成，診斷正確性也有

8成左右。

結論

　　當你有胸悶時，運動心電圖偵測不出心臟的

問題，對於心臟核子醫學檢查或電腦斷層檢查又

擔心有放射線曝露，可以優先考慮負荷式心臟超

音波檢查，來評估心臟有無心肌缺氧變化。若是

有不明原因在運動過後就喘，也要考慮負荷式心臟

超音波檢查來排除心因性喘氣的可能。

什麼是負荷式心臟超音波檢查？

　　負荷式心臟超音波檢查顧名思義就是給予心

臟一定的負荷，藉由心臟超音波檢查來觀察心臟

有無心肌缺氧變化。

負荷式心臟超音波檢查種類

　　負荷式心臟超音波檢查有兩種，一種是利用

跑步機或腳踏式來增加心臟負荷，使其達到目標

心跳數。另一種為使用強心藥物來增加心臟負荷

，使其達到目標心跳數。上述兩種方式皆可以來

觀察心臟有無心肌缺氧變化。

何時考慮安排負荷式心臟超音波檢查？

　　最常使用負荷式心臟超音波檢查為診斷心血

管疾病，其他適應症包括心肌梗塞後危險及心肌

缺氧評估、開刀前心血管風險評估、因心臟原因

導致喘氣評估、介入性治療後心肌缺氧評估和心

臟瓣膜狹窄程度評估等。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護 心 專 欄

文 / 秦志輝
國泰綜合醫院心血管中心部副主任

67歲男性，因胸悶來醫院門診求治，心電

圖及胸部X光片皆顯示正常，病人過去有

高血壓及高血脂病史，在診所規則服用藥

物治療，幾個月前在某健檢中心接受跑步

運動心電圖檢查，結果亦呈現正常。與病

人充分溝通後，安排負荷式心臟超音波做

進一步檢查，結果顯示有心肌缺氧，經心

導管檢查確認有心血管阻塞，放置支架後

，病人症狀改善。

負荷式
心臟超音波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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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荷式心臟超音波檢查優點為何？

　　為一項可以輔助心血管疾病診斷的工具，優點為風險低，沒有放射線曝

露，健保有給付，即使在加護病房亦可以執行此項檢查。

負荷式心臟超音波檢查準確率為何？

　　根據歐洲心臟超音波學會雜誌統計其敏感

性約8成，其特異性可達9成，診斷正確性也有

8成左右。

結論

　　當你有胸悶時，運動心電圖偵測不出心臟的

問題，對於心臟核子醫學檢查或電腦斷層檢查又

擔心有放射線曝露，可以優先考慮負荷式心臟超

音波檢查，來評估心臟有無心肌缺氧變化。若是

有不明原因在運動過後就喘，也要考慮負荷式心臟

超音波檢查來排除心因性喘氣的可能。

什麼是負荷式心臟超音波檢查？

　　負荷式心臟超音波檢查顧名思義就是給予心

臟一定的負荷，藉由心臟超音波檢查來觀察心臟

有無心肌缺氧變化。

負荷式心臟超音波檢查種類

　　負荷式心臟超音波檢查有兩種，一種是利用

跑步機或腳踏式來增加心臟負荷，使其達到目標

心跳數。另一種為使用強心藥物來增加心臟負荷

，使其達到目標心跳數。上述兩種方式皆可以來

觀察心臟有無心肌缺氧變化。

何時考慮安排負荷式心臟超音波檢查？

　　最常使用負荷式心臟超音波檢查為診斷心血

管疾病，其他適應症包括心肌梗塞後危險及心肌

缺氧評估、開刀前心血管風險評估、因心臟原因

導致喘氣評估、介入性治療後心肌缺氧評估和心

臟瓣膜狹窄程度評估等。

護 心 專 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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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心 專 欄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文 / 柯文欽
國泰綜合醫院心血管中心心臟電生理學科主任

文 / 吳俊逸
國泰綜合醫院心血管中心介入性心血管科主治醫師

文 / 李孟霖
國泰綜合醫院心血管中心心臟血管外科主治醫師

兄弟同心其利斷金

談雙心室再同步節律器
治療心臟衰竭
心臟衰竭症是一種持續進行的疾病，心臟衰

竭的5年存活率約5成，有一半的患者在診斷

後的5年內會離開。

　　一位82歲的阿嬤因為高血壓糖尿病還有冠狀

動脈狹窄放過支架，1年前逐漸出現胸悶氣喘等

心臟衰竭症狀，經過心導管檢查發現支架並沒有

再狹窄，但是心臟逐漸擴大雖經各種心臟衰竭的

藥物治療，左心室功能仍持續衰退，左心室收縮

指數只剩20%，而且心電圖出現完全左支傳導阻

斷現象，經主治醫師向健保署申請「雙心室再同

步節律器」通過後，順利手術成功植入，經持續

藥物治療，心臟衰竭症狀明顯改善，左心室收縮

指數回復至60%(圖一)，並持續治療追蹤。

心臟衰竭又發生左支傳導阻斷
如同雪上加霜

　　心臟是一個很奇妙的器官，有四個腔室，兩

個心房要先收縮，把血液擠壓到心室，左右心室

再同時收縮把血液一起打到主動脈和肺動脈。心

房心室會如此井然有序的收縮，是因為心臟有一

套特殊的傳導系統，從竇房結發出電流傳到房室

節，再同時傳到左支和右支，這套傳導系統就像

神經一樣，支配左心室和右心室的心肌，讓左心

室和右心室可以同時有效率的收縮，左心室與右

心室雖然是分開的兩個心室，但是他們卻共用同

一個心室中膈。當心臟衰竭進行時，左心室會逐

漸擴大，進而可能會影響到左心室心肌裡的傳導

系統，造成左支傳導阻斷，於是電流傳到房室節

後，只能先經由右支傳到右心室，再經由心室中

膈傳到左心室，接著右心室會先收縮把心室中膈

拉向右心室的方向，之後左心室再收縮時心室中

膈已被拉往遠離左心室的方向，造成左心室收縮

時心室中膈卻往相反的方向移動，導致左心室收

縮不協調，因而降低了左心室收縮的效率，且加

重了心肌負荷，讓心臟衰竭再度惡化。▲圖一：雙心室再同步節律器植入前後X光

雙心室再同步節律器，使左心室右心室
同步收縮，如同兄弟同心，其利斷金

　　雙心室再同步節律器一開始想法，僅是利用

一條通往右心室的電極導線和一條通往左心室的

電極導線，以電池控制電極導線放電的時間，來

達到左心室和右心室同時收縮的目的，以求回復

未發生左支傳導阻斷前的左心室收縮效率(圖二)

。臨床在病人使用後發現，1/3的病人植入雙心室

再同步節律器後其左心室收縮指數可以維持住，

其症狀會有某種程度的改善，1/3病人是則是無反

應者，並沒有效果，左心室功能仍會持續惡化，

但是有1/3病人的左心室收縮指數，維持一段時間

後還會持續進步，其症狀會有明顯改善，稱之為左

心室再重塑，如古語「同兄弟同心，其利斷金」，

達到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就如同本文這位82歲

的阿嬤，左心室收縮指數從20%進步到60%。

需同時植入三條電極導線
手術過程較複雜

　　手術是在心導管室進行，採用局部麻醉的方

式，手術的傷口位於左側或右側鎖骨下方，在X

光透視下，將電極導線，利用靜脈切開或靜脈穿

刺的方式，經鎖骨下靜脈、上腔靜脈置入右心房

、右心室，並經冠狀竇逆向到左心靜脈內固定，

並將節律器電池植入皮下。因手術時間較長，過

程較複雜，相較於一般的心臟節律器手術，雙心

室再同步節律器手術的風險較高一些，如氣胸、

電極導線放置失敗、冠狀竇剝離、導線脫落、心

律不整、心包膜積血等。所以雙心室再同步節律

器並非要完全取代藥物治療，病患仍需依醫師指

約30%的心臟衰竭病人
會出現心臟傳導系統障礙

　　根據研究，在所有治療心臟衰竭藥物都已使

用的情況下，雙心室再同步節律器可以再降低

近3成的死亡率。筆者自2002年4月起完成第一

例至今，統計起來

2/3的病人其左心室

收縮指數有顯著的

改善(圖四)。因此

，在治療心臟衰竭

的同時，若能注意

是否有左支傳導阻

斷，找出適合的病

人，雙心室再同步

節律器將會是一項

相當有效的治療。

示下調整藥物的使用，健康飲食的習慣仍須保持

。目前中央健保署規定，病患要符合以下三項條

件才可以接受雙心室再同步節律器(圖三)：

一、心臟衰竭經適當藥物治療仍不能改善。

二、心臟功能評估為紐約心臟學會功能分級第三

級或第四級。

三、合併有左側支束傳導完全阻滯，QRS波的寬

度≧120毫秒，左心室收縮指數(LVEF)≦35%

，而且必須事先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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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82歲的阿嬤因為高血壓糖尿病還有冠狀

動脈狹窄放過支架，1年前逐漸出現胸悶氣喘等

心臟衰竭症狀，經過心導管檢查發現支架並沒有

再狹窄，但是心臟逐漸擴大雖經各種心臟衰竭的

藥物治療，左心室功能仍持續衰退，左心室收縮

指數只剩20%，而且心電圖出現完全左支傳導阻

斷現象，經主治醫師向健保署申請「雙心室再同

步節律器」通過後，順利手術成功植入，經持續

藥物治療，心臟衰竭症狀明顯改善，左心室收縮

指數回復至60%(圖一)，並持續治療追蹤。

心臟衰竭又發生左支傳導阻斷
如同雪上加霜

　　心臟是一個很奇妙的器官，有四個腔室，兩

個心房要先收縮，把血液擠壓到心室，左右心室

再同時收縮把血液一起打到主動脈和肺動脈。心

房心室會如此井然有序的收縮，是因為心臟有一

套特殊的傳導系統，從竇房結發出電流傳到房室

節，再同時傳到左支和右支，這套傳導系統就像

神經一樣，支配左心室和右心室的心肌，讓左心

室和右心室可以同時有效率的收縮，左心室與右

心室雖然是分開的兩個心室，但是他們卻共用同

一個心室中膈。當心臟衰竭進行時，左心室會逐

漸擴大，進而可能會影響到左心室心肌裡的傳導

系統，造成左支傳導阻斷，於是電流傳到房室節

後，只能先經由右支傳到右心室，再經由心室中

膈傳到左心室，接著右心室會先收縮把心室中膈

拉向右心室的方向，之後左心室再收縮時心室中

膈已被拉往遠離左心室的方向，造成左心室收縮

時心室中膈卻往相反的方向移動，導致左心室收

縮不協調，因而降低了左心室收縮的效率，且加

重了心肌負荷，讓心臟衰竭再度惡化。

▲圖三：心房同步雙心室節律器健保給付

雙心室再同步節律器，使左心室右心室
同步收縮，如同兄弟同心，其利斷金

　　雙心室再同步節律器一開始想法，僅是利用

一條通往右心室的電極導線和一條通往左心室的

電極導線，以電池控制電極導線放電的時間，來

達到左心室和右心室同時收縮的目的，以求回復

未發生左支傳導阻斷前的左心室收縮效率(圖二)

。臨床在病人使用後發現，1/3的病人植入雙心室

再同步節律器後其左心室收縮指數可以維持住，

其症狀會有某種程度的改善，1/3病人是則是無反

應者，並沒有效果，左心室功能仍會持續惡化，

但是有1/3病人的左心室收縮指數，維持一段時間

後還會持續進步，其症狀會有明顯改善，稱之為左

心室再重塑，如古語「同兄弟同心，其利斷金」，

達到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就如同本文這位82歲

的阿嬤，左心室收縮指數從20%進步到60%。

需同時植入三條電極導線
手術過程較複雜

　　手術是在心導管室進行，採用局部麻醉的方

式，手術的傷口位於左側或右側鎖骨下方，在X

光透視下，將電極導線，利用靜脈切開或靜脈穿

刺的方式，經鎖骨下靜脈、上腔靜脈置入右心房

、右心室，並經冠狀竇逆向到左心靜脈內固定，

並將節律器電池植入皮下。因手術時間較長，過

程較複雜，相較於一般的心臟節律器手術，雙心

室再同步節律器手術的風險較高一些，如氣胸、

電極導線放置失敗、冠狀竇剝離、導線脫落、心

律不整、心包膜積血等。所以雙心室再同步節律

器並非要完全取代藥物治療，病患仍需依醫師指

約30%的心臟衰竭病人
會出現心臟傳導系統障礙

　　根據研究，在所有治療心臟衰竭藥物都已使

用的情況下，雙心室再同步節律器可以再降低

近3成的死亡率。筆者自2002年4月起完成第一

例至今，統計起來

2/3的病人其左心室

收縮指數有顯著的

改善(圖四)。因此

，在治療心臟衰竭

的同時，若能注意

是否有左支傳導阻

斷，找出適合的病

人，雙心室再同步

節律器將會是一項

相當有效的治療。
▲圖四：雙心室再同步節律器統計

▲圖二：左支傳導阻斷與雙心室再同步節律器

1.正常竇房節心律，左心室射出分率<=35%且合併完全

性左側傳導阻斷 (QRS寬度>=120毫秒)，且紐約心臟

醫學會心衰竭嚴重度分級3-4級及經適當藥物治療仍

不能改善之病患。 

2.心房顫動之病患，左心室射出分率<=35%且合併完全

性左側傳導阻斷 (QRS寬度>=0.12毫秒)，且紐約心臟

醫學會心衰竭嚴重度分級3-4級及經適當藥物治療仍

不能改善之病患。 

3.心室節律器依賴之病患，左心室射出分率<=35%，紐

約心臟醫學會心衰竭嚴重度分級3-4級及經適當藥物

治療仍不能改善者。

示下調整藥物的使用，健康飲食的習慣仍須保持

。目前中央健保署規定，病患要符合以下三項條

件才可以接受雙心室再同步節律器(圖三)：

一、心臟衰竭經適當藥物治療仍不能改善。

二、心臟功能評估為紐約心臟學會功能分級第三

級或第四級。

三、合併有左側支束傳導完全阻滯，QRS波的寬

度≧120毫秒，左心室收縮指數(LVEF)≦35%

，而且必須事先審查。

心房同步雙心室節律器健保給付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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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30歲年輕女性因心悸與胸痛症狀來到門診求治，在一系列的檢查報告，均顯示這位女性

心臟功能良好，也沒有結構性的異常，但其24小時心電圖檢查發現一天竟然有超過一萬下的

「心室早期收縮」，因此開始接受口服藥物治療。但經過多次藥物調整，其症狀與心律不整

次數仍無法緩解，因而轉至心臟電生理學科尋求進一步電生理燒灼手術治療。

　　然而傳統的心律不整電燒手術是利用X光輻射透

視心臟，幫助醫師將導管放到正確的地方，進而做

出正確的診斷並予以治療。但患者擔心檢查中的輻

射暴露可能會造成後遺症，因此患者遲遲無法接收

電燒治療。經過醫病間詳細的討論與溝通，最後，

這位年輕女性接受3D立體定位系統燒灼術，在相當

低輻射的環境下，精準成功地治療心室心律不整的

病灶，心臟終於不再亂跳，也不用再吃藥。

心室心律不整的
零輻射手術治療
3D立體定位系統燒灼術

何謂心室心律不整-“心室早期收縮”

　　人類的心臟跳動是由右心房的竇房結來控制，經由房室結，把電刺激由心房傳到心室，引

起心臟的收縮，以維持正常的血壓及身體所需之血液供應。正常情形下，人的心跳在休息狀態

下是規律的，每天心跳的總次數約為12,000-15,000次。心室早期收縮是由心室的異位節律點發

出激動波使心室提早收縮，而一般來說，心室早期收縮並不會造成生命危險，因此藥物治療仍

是優先的選擇，但在某些狀況下，如發作頻率過高（每天心律不整的次數超過6,000-10,000次

或比率超過5-10%）、心臟收縮功能異常、以及症狀明顯難以忍受的病人，電生理燒灼術治療

大都能收到立竿見影之效果，讓病人在術後的發作次數大幅下降，甚至治癒。

傳統和3D立體定位電燒手術

　　一般傳統的心律不整電燒手術是利用X光透視心臟，幫助醫師進行準確的心導管電氣診斷

與燒灼治療。但對於兒童、年輕女性、孕婦、甚至醫師來說，暴露在輻射當中對人體都不是一

件很好的事。相對的，3D立體定位系統藉由裝置在病人身上的貼片位置，讓電腦去定位導管與

心臟的相對位置，不需要輻射線暴露就可以達到和傳統X光透視一樣的效果，不但減少輻射量

、降低病患風險，甚至達到零輻射目標，而且在定位上更比傳統X光透視的方式精準，因此對

於心律不整的治療是一大福音。

　　目前「低輻射的3D立體定位系統燒灼術」主要應用於陣發性上心室

頻脈、心室早期收縮及典型心房撲動的病患，但未來也有機會應用在其他

心律不整的地方。進一步地，健保對於複雜性心室心律不整是有給付3D

立體定位系統燒灼術，但若是年輕或懷孕者患有一般性上心室心律不整，

則必須自費使用。

心室心律不整的保健方式

　　最常見的心室早期收縮類型其實是「不明原因」，好發在中年女性，通常患者健康狀況良

好，就是心臟亂跳個不停，而這類型心律不整，異常放電的位置大多坐在右心室出口附近。且

其大多為良性的，可以從調整日常生活型態預防，如充足睡眠、保持情緒穩定、適當調解壓力

、戒菸、和避免過量酒精性及含咖啡因的飲料等。除不明原因外，缺血性心臟病（心肌梗塞）

也是產生心室早期收縮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另外心臟若有基因上的缺陷或結構性心臟病，亦會

發生心室早期收縮，甚至誘發更嚴重的心室頻脈，進而危及生命，因此藥物治療與電燒手術皆

有其必要性。



護 心 專 欄

15Cathay General Hospital

　　然而傳統的心律不整電燒手術是利用X光輻射透

視心臟，幫助醫師將導管放到正確的地方，進而做

出正確的診斷並予以治療。但患者擔心檢查中的輻

射暴露可能會造成後遺症，因此患者遲遲無法接收

電燒治療。經過醫病間詳細的討論與溝通，最後，

這位年輕女性接受3D立體定位系統燒灼術，在相當

低輻射的環境下，精準成功地治療心室心律不整的

病灶，心臟終於不再亂跳，也不用再吃藥。

何謂心室心律不整-“心室早期收縮”

　　人類的心臟跳動是由右心房的竇房結來控制，經由房室結，把電刺激由心房傳到心室，引

起心臟的收縮，以維持正常的血壓及身體所需之血液供應。正常情形下，人的心跳在休息狀態

下是規律的，每天心跳的總次數約為12,000-15,000次。心室早期收縮是由心室的異位節律點發

出激動波使心室提早收縮，而一般來說，心室早期收縮並不會造成生命危險，因此藥物治療仍

是優先的選擇，但在某些狀況下，如發作頻率過高（每天心律不整的次數超過6,000-10,000次

或比率超過5-10%）、心臟收縮功能異常、以及症狀明顯難以忍受的病人，電生理燒灼術治療

大都能收到立竿見影之效果，讓病人在術後的發作次數大幅下降，甚至治癒。

傳統和3D立體定位電燒手術

　　一般傳統的心律不整電燒手術是利用X光透視心臟，幫助醫師進行準確的心導管電氣診斷

與燒灼治療。但對於兒童、年輕女性、孕婦、甚至醫師來說，暴露在輻射當中對人體都不是一

件很好的事。相對的，3D立體定位系統藉由裝置在病人身上的貼片位置，讓電腦去定位導管與

心臟的相對位置，不需要輻射線暴露就可以達到和傳統X光透視一樣的效果，不但減少輻射量

、降低病患風險，甚至達到零輻射目標，而且在定位上更比傳統X光透視的方式精準，因此對

於心律不整的治療是一大福音。

　　目前「低輻射的3D立體定位系統燒灼術」主要應用於陣發性上心室

頻脈、心室早期收縮及典型心房撲動的病患，但未來也有機會應用在其他

心律不整的地方。進一步地，健保對於複雜性心室心律不整是有給付3D

立體定位系統燒灼術，但若是年輕或懷孕者患有一般性上心室心律不整，

則必須自費使用。

手術方式

適用類型

照射時間

復發和併發

症發生率

給付現況

使用X光機拍攝心臟平面影像與

收集心臟電生理訊號，即可確認

病灶位置施行治療

僅適用於典型心律不整

反覆X光確認位置，照時長

平面影像確認病灶，有一定復發

率與併發症

健保給付

整合心臟電生理訊號及位置，形

成心臟3D影像圖，精準定位病灶

位置並治療

適用於典型及複雜型心律不整

可減少X光照射時間

整合式3D影像精確引導電燒位置

，可降低復發率與併發症

部分健保給付

手術類型 3D立體定位系統燒灼術傳統X光系統電燒術

心室心律不整的保健方式

　　最常見的心室早期收縮類型其實是「不明原因」，好發在中年女性，通常患者健康狀況良

好，就是心臟亂跳個不停，而這類型心律不整，異常放電的位置大多坐在右心室出口附近。且

其大多為良性的，可以從調整日常生活型態預防，如充足睡眠、保持情緒穩定、適當調解壓力

、戒菸、和避免過量酒精性及含咖啡因的飲料等。除不明原因外，缺血性心臟病（心肌梗塞）

也是產生心室早期收縮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另外心臟若有基因上的缺陷或結構性心臟病，亦會

發生心室早期收縮，甚至誘發更嚴重的心室頻脈，進而危及生命，因此藥物治療與電燒手術皆

有其必要性。

▲3D立體定位系統輔助心
臟電氣燒灼術示意圖
(非實際臨床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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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維持。隨著年紀的增加，或是本身有家族心血管病史、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肥胖、抽

菸等等心血管風險，血管內會漸漸呈現慢性發炎的狀態並且累積膽固醇斑塊，逐漸讓血管硬化、

狹窄，進而造成心肌缺氧，引發心絞痛或是危及生命的心肌梗塞。隨著社會越趨高齡，以及飲食

越來越西方化的關係，患有冠狀動脈硬化的患者越來越多，在臨床上，也常常發現有不少的患者

，因為各種原因初次接受心導管檢查時，就發現同時多條冠狀動脈都有問題，而且每條血管都有

多處狹窄。相信讀者們會疑惑，難道每個狹窄的病變，都需要擴張置放支架嗎？ 

　　其實根據最新的研究，置放冠狀動脈支架最大的好處，主要在於改善病患心絞痛的症狀，要

能夠真正地降低因為心肌梗塞、心臟衰竭而住院的死亡風險，最重要的其實是積極的控制血壓、

血糖、戒菸等等才是最重要的。究竟那些血管病灶真正需要透過介入手術置放支架來治療，如果

單純利用心導管攝影的影像判斷，通常狹窄程度要高過70%以上，才需要擴張置放支架治療

。而從學理上，最精確的判斷，其實需要用一種稱作血流儲備分數(fractional flow reserve，

FFR)的量測方式，利用一條可以測量壓力的導絲穿越狹窄病灶，同時在血管內注射藥劑讓血管擴

張，量測冠狀動脈內的壓力是否因為狹窄的病灶而降低，當量測的壓力數值低於0.8時，就表示

這個狹窄是有意義會造成心肌缺氧，這時擴張血管置放支架就會有幫助。傳統執行FFR由於需要

耗費不少時間，同時注射藥物時常常會伴隨有心臟暫時停止或者是支氣管收縮等副作用，因此臨

床實務上並沒有在每位患者上普遍使用。隨著科技的進步，目前研發出的iFR系統量測技術，已

經不需要注射藥物就可以作壓力的測量評估血管是否血管狹窄是否真的是有意義的，免除藥物注

射的副作用，檢查的時間也大幅縮短。透過iFR測量，可以精確地找出那些病灶是真正需要治療

的，避免掉多餘的支架置放，可以減少病患的經濟負擔，並且降低未來因為太多支架置放而增加

再度狹窄的機會，以及需要長期服用抗血小板藥物所增加的出血風險。以江太太的例子，由於她

本身曾經有過嚴重的胃出血，如果血管內的病灶本身並沒有造成足夠的壓降，這時單憑導管的影

像而置放支架，一來並沒有特別改善心臟的缺氧，二來江太太在置放支架之後，又同時要承受長

期服用抗血小板藥物而增加的出血風險至少半年到一年。透過一個短時間的壓力量測，免除不必

要的支架置放，對於同時有容易胃出血、腦出血等等的高風險病患，是相當有價值的。

　　除了FFR、iFR，隨著科技的進步，最近還有利用導管影像3D重建血管預測壓力差的QFR、

vFFR等技術，更不具侵入性，臨床運用的效果如何也相當值得期待。另外冠狀動脈病灶內的實

際狀態，目前也可以透過血管內的超音波或是光學電腦斷層來評估。各種技術相輔相成，可以達

到精確且有效率的治療動脈硬化所造成的狹窄，並有效改善心絞痛的症狀。至於哪一種檢查工具

適合使用，檢查之後要如何治療，可以和心臟專科醫師詳細討論後，再做最後的決定。經過冠狀

動脈介入手術的治療之後，最重要的還是要遵從醫囑規律服藥，積極控制心血管風險，才能達到

長治久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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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歲的江太太患有糖尿病以及高血壓、高血

脂，平常在門診拿藥控制病情，另外她也有

十二指腸潰瘍的問題，曾經經歷過嚴重的腸

胃道出血而病危住院多日，目前也在服用降

胃酸藥物。由於擔心多年的慢性病會造成血

管阻塞，決定在今年健檢的時候同時加做電

腦斷層冠狀動脈攝影，檢查結果真的發現冠

狀動脈中有廣泛的動脈硬化而且懷疑有嚴重

的狹窄。

　　江太太與心臟專科醫師討論之後，決定住院

接受心導管的檢查。檢查的結果如圖一所示，在

冠狀動脈左前降支的中段及遠端都有看到約

50-70%左右的狹窄病灶，可能需要做血管擴張並

置放冠狀動脈支架。由於放了支架之後，病人需

要長時間同時服用兩種抗血小板的藥物以避免支

架內的急性血栓，江太太相當擔心日後會造成胃

出血復發，而她平日其實也沒有很明顯的心絞痛

症狀，希望能好好地再度謹慎評估。因此，心血

管中心團隊決定使用即時冠狀動脈流速差 

(instantaneous wave-free ratio, iFR)測量系統，利

用導絲進入血管量測左前降支在狹窄處前後的壓

力差，數值顯示沒有明顯的差異(圖二)，因此暫

時不需要置放支架。江太太導管檢查後繼續積極

地服藥控制原本的慢性疾病，經過多年仍沒有心

絞痛，追蹤心臟的功能也在正常範圍。

　　心臟疾病一直是造成國人死亡的重要原因之

一，民國108年因心臟疾病而過世的病患依然排

在第二名之高，不可不慎！心臟的正常運作，主

要仰賴表面的冠狀動脈供應心肌細胞氧氣和養分

心導管配合
即時冠狀動脈流速差(iFR)測量
精準治療冠狀動脈狹窄病灶



才能維持。隨著年紀的增加，或是本身有家族心血管病史、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肥胖、抽

菸等等心血管風險，血管內會漸漸呈現慢性發炎的狀態並且累積膽固醇斑塊，逐漸讓血管硬化、

狹窄，進而造成心肌缺氧，引發心絞痛或是危及生命的心肌梗塞。隨著社會越趨高齡，以及飲食

越來越西方化的關係，患有冠狀動脈硬化的患者越來越多，在臨床上，也常常發現有不少的患者

，因為各種原因初次接受心導管檢查時，就發現同時多條冠狀動脈都有問題，而且每條血管都有

多處狹窄。相信讀者們會疑惑，難道每個狹窄的病變，都需要擴張置放支架嗎？ 

　　其實根據最新的研究，置放冠狀動脈支架最大的好處，主要在於改善病患心絞痛的症狀，要

能夠真正地降低因為心肌梗塞、心臟衰竭而住院的死亡風險，最重要的其實是積極的控制血壓、

血糖、戒菸等等才是最重要的。究竟那些血管病灶真正需要透過介入手術置放支架來治療，如果

單純利用心導管攝影的影像判斷，通常狹窄程度要高過70%以上，才需要擴張置放支架治療

。而從學理上，最精確的判斷，其實需要用一種稱作血流儲備分數(fractional flow reserve，

FFR)的量測方式，利用一條可以測量壓力的導絲穿越狹窄病灶，同時在血管內注射藥劑讓血管擴

張，量測冠狀動脈內的壓力是否因為狹窄的病灶而降低，當量測的壓力數值低於0.8時，就表示

這個狹窄是有意義會造成心肌缺氧，這時擴張血管置放支架就會有幫助。傳統執行FFR由於需要

耗費不少時間，同時注射藥物時常常會伴隨有心臟暫時停止或者是支氣管收縮等副作用，因此臨

床實務上並沒有在每位患者上普遍使用。隨著科技的進步，目前研發出的iFR系統量測技術，已

經不需要注射藥物就可以作壓力的測量評估血管是否血管狹窄是否真的是有意義的，免除藥物注

射的副作用，檢查的時間也大幅縮短。透過iFR測量，可以精確地找出那些病灶是真正需要治療

的，避免掉多餘的支架置放，可以減少病患的經濟負擔，並且降低未來因為太多支架置放而增加

再度狹窄的機會，以及需要長期服用抗血小板藥物所增加的出血風險。以江太太的例子，由於她

本身曾經有過嚴重的胃出血，如果血管內的病灶本身並沒有造成足夠的壓降，這時單憑導管的影

像而置放支架，一來並沒有特別改善心臟的缺氧，二來江太太在置放支架之後，又同時要承受長

期服用抗血小板藥物而增加的出血風險至少半年到一年。透過一個短時間的壓力量測，免除不必

要的支架置放，對於同時有容易胃出血、腦出血等等的高風險病患，是相當有價值的。

　　除了FFR、iFR，隨著科技的進步，最近還有利用導管影像3D重建血管預測壓力差的QFR、

vFFR等技術，更不具侵入性，臨床運用的效果如何也相當值得期待。另外冠狀動脈病灶內的實

際狀態，目前也可以透過血管內的超音波或是光學電腦斷層來評估。各種技術相輔相成，可以達

到精確且有效率的治療動脈硬化所造成的狹窄，並有效改善心絞痛的症狀。至於哪一種檢查工具

適合使用，檢查之後要如何治療，可以和心臟專科醫師詳細討論後，再做最後的決定。經過冠狀

動脈介入手術的治療之後，最重要的還是要遵從醫囑規律服藥，積極控制心血管風險，才能達到

長治久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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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太太與心臟專科醫師討論之後，決定住院

接受心導管的檢查。檢查的結果如圖一所示，在

冠狀動脈左前降支的中段及遠端都有看到約

50-70%左右的狹窄病灶，可能需要做血管擴張並

置放冠狀動脈支架。由於放了支架之後，病人需

要長時間同時服用兩種抗血小板的藥物以避免支

架內的急性血栓，江太太相當擔心日後會造成胃

出血復發，而她平日其實也沒有很明顯的心絞痛

症狀，希望能好好地再度謹慎評估。因此，心血

管中心團隊決定使用即時冠狀動脈流速差 

(instantaneous wave-free ratio, iFR)測量系統，利

用導絲進入血管量測左前降支在狹窄處前後的壓

力差，數值顯示沒有明顯的差異(圖二)，因此暫

時不需要置放支架。江太太導管檢查後繼續積極

地服藥控制原本的慢性疾病，經過多年仍沒有心

絞痛，追蹤心臟的功能也在正常範圍。

　　心臟疾病一直是造成國人死亡的重要原因之

一，民國108年因心臟疾病而過世的病患依然排

在第二名之高，不可不慎！心臟的正常運作，主

要仰賴表面的冠狀動脈供應心肌細胞氧氣和養分

▲圖一：心導管顯示冠狀動脈左前降支的多
            處狹窄(箭頭處)

▲圖二：將iFR導絲穿過狹窄病灶，量測的數
            值沒有顯著變化，不需要介入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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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孟霖
國泰綜合醫院心血管中心心臟血管外科主治醫師

腹部主動脈瘤
破裂休克

87歲老先生本身沒有高血壓病史，定期因為攝護腺肥大在泌尿科看診，平常生活尚能自

理，來醫院看診也都自己來，不喜歡家人過問他的健康狀況，認為自己可以處理的來就

自己來就好。曾經做過全身健康檢查，但也不讓家人知道健康檢查狀況的結果。最近幾

天因為肚子悶痛，懷疑是便秘的問題，去藥房買了軟便藥來吃，但是效果不佳，後續開

始冒冷汗，之後被發現全身無力，昏倒在地送來急診。到醫院時發現病患已叫不醒，經

腹部電腦斷層檢查意外發現一個8公分大的腹主動脈瘤病發後腹腔破裂出去的血塊，血

壓偏低，輸注生理食鹽水勉強達到100毫米汞柱收縮壓。

於是會診心臟血管外科，我們緊急施以主動脈支架手術，首先先用血管腔內氣球將主動

脈堵住，減少血液不斷流入後腹腔，維持血壓，之後再根據病患的主動脈瘤解剖構造，

置放適當尺寸的主動脈支架，最後以顯影劑確定沒有滲漏出去的情形，才算完成手術。

術後住進心血管中心加護病房，然而，術後的照顧更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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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大量血液流入後腹腔造成腹內壓上升，雖然

已經及時以氣球堵住主動脈減少出血，但是術中總共仍

然有約3500cc的輸血量，腹內壓一開始超過20毫米汞柱

。值得慶幸的是病患隔天意識逐漸恢復，但是可能因為

術前的休克現象及術後腹內壓高造成的壓迫現象，一度

腎臟衰竭，需要使用血液透析裝置輔助腎臟排尿功能，

所幸在2天後腎臟逐漸恢復自己排尿的功能，順利脫離

洗腎裝置。而腹內壓也逐漸下降到10毫米汞柱左右，而

病患腸胃蠕動能力也恢復，可以恢復經腸道飲食，肺部

的氣體交換功能也沒有受損，在手術1周後開始逐步脫

離呼吸器，可望拔管轉出加護病房。

　　文獻上關於腹主動脈瘤盛行率的報告，根據美國的

篩檢資料大約是4%-8%，其中超過5.5公分直徑的又占其

中約1/10。而它的發生率，是隨著年紀增加而上升。在

一份研究中指出，在65至74歲的男性中，腹主動脈瘤的

發生率是每10萬人年之55，在75至85歲的男性中，增

加至每10萬人年之112，而在超過85歲的族群中，更高

達每10萬人年之298。

　　腹主動脈瘤是一個常被忽略的疾病，主要是因為它

的位置在後腹腔，在主動脈瘤長大的時候往往不會伴隨

明顯的症狀，病患常因此不自知。等到大到一定程度發

生破裂產生腹痛時，已經算是相當危急的狀況，此時如

果不緊急處理，死亡率將近百分之百，而就算進行緊急

手術，在這樣休克的情況下，死亡率也將近5成，手術

風險相當高。而手術後的照顧，又因為腹內壓過高的關

係，有時候必須施以減壓手術或管路引流，來減少腹內

壓避免各臟器的壞死，而這種疾病的照護和病患的復原

本就需要較長的時間，然而在加護病房長期照顧過程中

，因為病患本身的年紀及免疫力的問題，時間一久又容

易發生各式感染狀況，一不小心就會造成敗血症併發休

克，而有致命的風險。

　　

因此，對於有心血管疾病家

族史的患者，或是有三高及

抽菸病史的長輩，我們建議

進行腹部超音波或是腹部電

腦斷層的篩檢，若是發現有

腹主動脈瘤時，需要定期追

蹤，對於血壓的控制必須更

為嚴謹，膽固醇的控制也要

更加注意，希望能在早期發

現時利用各式藥物的控制減

慢主動脈瘤增大的速度。若

是有菸癮的患者，也強烈建

議戒菸。而當直徑超過5公分

時，因為發生主動脈瘤破裂

的機會開始快速上升，我們

建議早期施以支架手術，因

為在這種時機(非休克狀況下)

進行手術的風險相對較小，

同時能夠減少日後發生破裂

死亡的風險，以期改善病患

生命品質。



　　42歲王老師，任職於國中，曾有不明原因胸悶、暈眩及
暈厥的狀況，曾至耳鼻喉科、神經內科及心臟內科門診求診
，但經內耳平衡檢查、頸動脈超音波、腦部電腦斷層掃描、
腦波檢查、心臟超音波及24小時心電圖檢查後，醫師均告知
無異常之發現，但症狀仍偶發出現，令王老師生活不堪其擾
，甚至心情愈來愈憂鬱，直至輾轉求診後，安排植入皮下微
型心律監測器，某次症狀再次發作時被心律監測器測到心室
頻脈，經進一步檢查確診為「兒茶酚胺敏感性心室頻脈」，
其為自體染色體遺傳、猝死性高之疾病，經由藥物控制及體
內去顫器植入手術，終於恢復正常的生活。

　　58歲詹大哥是一名司機，某次在家被家人發現晚飯後突
然講話口齒不清、左側肢體無力的狀況，被家人緊急送至急
診，經醫師檢查發現有腦中風的現象，但頸動脈超音波、心
臟超音波及24小時心電圖皆無明顯異常，因此被神經內科醫
師診斷為隱源性腦中風，意即不明原因導致，這下令詹大哥
百思不得其解，除了服用阿斯匹靈預防再次中風外，詹大哥也尋求第二意見，至心臟內科安排詳細檢查，
在醫師建議下安排皮下微型心律監測器，終於在某次偵測到心房顫動，才發現原來它才是真正的肇事者，
因心房顫動使心臟血流擾動增加血栓產生，比平常人多5倍的中風機率，因此在心臟內科醫師的建議下將
阿斯匹靈轉換為新型口服抗凝血劑，達到更好的預防再次中風的效果。

　　近年來心律監測及相關的穿戴裝置日益蓬勃發展，如某美國品牌智慧穿戴裝置可偵測心房顫動，但需
在症狀發作時開啟App並以手指觸摸錶冠30秒才能測得心電圖判定有無心房顫動，而平常戴在手腕上僅能
用作心跳速率監測，並無法偵測心房顫動或有無心律不整發作。若心臟內科醫師懷疑病人患有心律不整，
最常安排的檢查為24小時心電圖或事件偵測器，若要偵測時間長達一、兩個禮拜也需額外自費上萬元的費
用，且偵測率僅約為12-20%。然而新式的皮下微型心律監測器(implantable loop recorder, ILR)是將微型裝
置植入左胸口皮下，大小僅約4-5公分x1公分，外表傷口約0.5-1公分，手術時間約10分鐘，電量持續2-4年
，且可搭配遠距醫療傳輸訊號，將異常心電圖傳達給指定的心臟內科醫師，可作有效及即時的醫療建議及
處置，偵測率高達95-99%，提高臨床診斷率，因而使病患得到適切的治療而避免猝死及減少再發事件的機
率。

　　不明原因的暈厥、心悸或中風，往往代表有某些背後的真正原因並未釐清，可能受限於檢驗設備、檢
驗時間或醫師的經驗，但搭配合適的診斷工具不僅可找出真正的病因而對症治療，甚至也可找出一些潛在
的心因性猝死疾病，避免憾事發生。

文 / 陳玠宇 
國泰綜合醫院心血管中心一般心臟醫學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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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原因暈厥、心悸、中風
皮下微型心律監測器之
心臟守門員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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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下微型心律監測器手術植入方式，與遠距訊號傳送



　　目前市面流行的穿戴行動裝置，許多生理參

數已可透過這一類的智慧手錶或手環被很方便的

記錄與擷取，舉凡一般的心跳數、心電圖、血氧

濃度，到進階的熱量消耗、呼吸訓練、運動強度

、睡眠品質、心律變異度、血壓高低、心律不整

等。在大數據及演算法的不斷精進下，市面上

已出現許多通過醫療認證的器材及App，可以

適當地運用在這個疫情漫漫令人無奈焦慮的隔

離生活裡。

　　若不幸染疫，身體許多生理訊號的變化進展

，都有可能被手上的智慧裝置隨著時序記錄下來

：發燒伴隨而來的心跳數加快、心律變異度減少

、血壓上下；發生隱性缺氧（或是所謂的快樂缺

氧）帶來的呼吸速率增加、血氧濃度下降、睡眠

品質變差等。以及接種疫苗當時情緒緊張可能發

生的心搏過速、血壓飆升；施打疫苗後不幸產生

血栓伴隨出現的心律變異度減少、心跳加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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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晨旭 
國泰綜合醫院心血管中心加護病房主治醫師

結合穿戴裝置及定期醫療追蹤
肺炎疫情下安心
面對心血管慢性疾病
50餘歲的David是事業有成的主管，父母健在，下有兒女，一家6口平安同住。夫妻與家中長輩長

期有慢性高血壓與輕微心律不整問題，多年規則服藥，病情平穩受控。但最近隨著COVID-19肺炎

疫情在台灣蔓延，全家老小擔心一旦染疫家庭群聚可能的重症惡化，卻又更憂慮疫苗注射後可能

發生的血栓或心肌炎風險。在持續猶豫是否一定要接種疫苗的糾結

中，趁定期回診時來到診間詢問我疫苗選擇的建議。偶然一瞥，剛

好看到這位病人老友手腕上多了一支能監測心肺功能的智慧型手錶

，便給了以下善用穿戴裝置及定期醫療追蹤的滿意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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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疫苗接種後發生心

肌炎出現心跳過緩或

過快、心律不整、呼

吸變快、血壓不穩等

。若身體持續不舒服，智慧裝置出現異常記錄，

便可進一步就醫求診，安排胸部X光、24小時

心電圖或事件記錄器、心臟及週邊血管的超

音波或血管攝影等進階的完整檢查。早日接

種疫苗，定期追蹤慢性疾病，盡早釐清疫情

可能問題，保持全家身心健康。

　　特別要留意，目前這些坊間隨手可得的器材

及App需正確使用才有實際參考價值，上述器材

及App有些可能僅適合特定年齡或族群，需詳閱

使用說明正確使用。另外，若使用的是未經醫療

認證的器材或App，所得到的數值資料僅供參考

，應謹慎判讀勿隨意相信，若有需要早日就醫，

以免延誤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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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人罹心血管疾病風險的管理

只要1滴血基因檢測 
能預測糖尿病人
罹心血管疾病風險
70多歲的陳先生罹患糖尿病已30餘年，平常接受

口服降血糖藥物治療，糖化血色素(HbA1c)控制在

7以下，不菸不酒，最近因運動時胸痛，冒冷汗，

休息後症狀消失，來院心血管中心求診，診斷為

心絞痛，經過心血管中心施以心導管檢查併氣球

擴張及血管支架置放術後，迅速康復並恢復日常

生活。陳先生的家族病史中，其兒子本身也是糖

尿病患者及心血管疾病置放支架過。陳先生也擔

心其孫子或其他家族成員是否也是心血管疾病高

危險群。 

。簡單來說就是根據病人不同的「身材」，製作不同的「衣服」，採用準確的個性化的治

療手段，以達到更好的治療效果。

　　目前許多研究已證實如LDLR、PCSK9等基因，皆與心血管疾病風險息息相關。研究

指出，如果父親或兄弟在55歲前，或是母親或姊妹在65歲前發生冠狀動脈疾病，那罹患

心血管疾病的機率就會比一般人高出兩倍以上。若是單獨父親有心臟病，兒子罹患心臟病

的風險高出一般人41%，女兒罹患心臟病的風險高出一般人17%；若是單獨母親有心臟病

，兒子罹患心臟病的風險高出一般人55%，女兒罹患心臟病的風險高出一般人44%；若是

父母雙親都有心臟病，孩子罹患心臟病的風險高出一般人82%。若是家長罹患心血管疾病

的時期較早(55歲之前)，孩子們罹患心臟病的風險高出一般人300%。遺傳性心血管疾病

相關危險因子還有高血壓、高膽固醇、糖尿病⋯等等。但這些風險是可以配合醫療與良好

作息改善。

　　考量心血管疾病是糖尿病病人最主要的併發症及造成死亡的原因，國泰綜合醫院精準

醫療中心結合心臟內科、新陳代謝科醫師與基因檢測公司產學合作，共同研發用於評估糖

尿病患者之冠心病風險檢測套組，只要透過抽血5c.c.，就能預估糖尿病病人罹患冠狀動脈

疾病風險。

心血管疾病風險管理套組特色
　　透過檢測套組分析44種與心血管疾病風險相關基因及配合心臟影像學檢查，可依罹

病風險高低與影像分析區分受檢者，提供不同照護模式。故該檢測結果有助於糖尿病人經

由適當的營養調理，運動與持續醫療追蹤，降低日後心血管併發症的風險。

 

要如何進行檢測呢?
　　經專科醫師詳細介紹後，同意使用心血管疾病風險管理套組的受檢者簽署同意書並抽

取血液5C.C.，由專業人員進行DNA萃取及進行位點分析，安排儀器檢測，綜合基因風險

分析及儀器檢測報告，由專科醫師解說並提供後續適合照護模式及健康追蹤管理。

　　總之，目前精準醫療給人們帶來了個性化的治療方案，更好的治療效果，雖然仍存在

一定問題，如應用只局限於部分疾病，但不可否認的是，心血管疾病精準醫療時代已經到

來，並且未來肯定是發展的大方向，能為人們帶來更好的治療效果，心血管疾病精準醫療

未來可期！若您是高風險患者，建議您跟您的家人進行心血管疾病基因檢測，也歡迎請教

心血管中心醫師或新陳代謝科醫師及自費特約門診。

　　心血管疾病是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公佈的全球頭號殺手

。心血管疾病更是糖尿病患者最重要的併

發症及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根據國民健

康署統計，全國約有200多萬名糖尿病的

病人，且預估未來每年還會以2.5萬名的速

度持續增加。    

　　精準醫療的概念始見於2011年美國國

家科學院《邁向精準醫療：構建生物醫學

研究和知識網絡及新的疾病分類體系》的

報告中，其基本可理解為：精準醫療是以

個體化醫療為基礎、隨著基因組測序技術

快速進步以及生物信息與大數據科學交叉

應用發展起來的新型醫學概念與醫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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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好焦慮
你也失眠了嗎？

5月中旬，台灣新冠肺炎疫情日趨嚴峻進入

社區感染階段，隨著確診人數增加，政府宣

布全台進入三級警戒，一時之間，休閒娛樂

展覽密閉場所關閉了、學生們停課了、許多

公司也宣布員工分流上班或居家辦公。這一

個多月大家努力在家防疫，進行自主封城，

醫院一般門診就診人數明顯減量，但也觀察

到擁有焦慮情緒和失眠問題的病人卻逐漸增

加了。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醫 學 報 導

　　疫情期間，常見的失眠原因如下，想要改善

睡眠品質的方法，你可以這樣做：

焦慮情緒無法排解

　　這段時間每個人都有著程度不一的焦慮情緒

，從疫情爆發初期，感染尚未受到完善控制，看

著每天新聞報導確診人數和確診者足跡，讓人不

禁擔心自己是否有感染風險，隨著警戒延長，全

家人相聚時間雖增加，親子和夫妻之間大小衝

突卻不斷衍生，有些家庭陷入經濟停頓，有一

群人面臨親友確診需隔離治療卻不能探望的傷

心，這些情況在疫情蔓延的期間只會不斷發生。

　　面對這些焦慮情緒我們該怎麼做？首先「允

許」自己可以有負面情緒，面對不確定的疫情產

生不安、悲傷、憂鬱、遷怒或內疚等感覺都是恰

當的，與信任的親友抒發感受，甚至尋求更專業

協助都是合情合理。轉移注意力，善用多出來了

的居家時間安排過去想完成卻遲遲沒做的事項。

培養正向思考，要接受台灣已經進入COVID-19社

區感染階段，疫情短時間不會平息，社交和出遊

會重複受到限制，是時候

建立新的生活習慣如同其

他國民眾。

居家上班上課，日常
規律作息被打亂

　　待在家裡的時間愈久

，大部人開始出現「時間

」和「空間」的混淆。上

班時間不固定、隨意安排

休息時間、工作步調鬆散

或拖延不自覺需熬夜完成

，漸漸地晚睡晚起。人體

規律的生理時鐘，是幫助

入睡和提升睡眠品質的首

要法則。儘管是在家上班

，也要清楚劃分工作、休息和用餐時間。片刻休息時間控制在10-20分鐘，午休時

間不超過下午2點，整體工作內容不拖延到晚餐後。另外，把居家工作場所和睡眠

環境區隔出來，工作也需要儀式感，不著睡衣和不在床上使用電腦工作。

3C產品和螢幕使用時間增加

　　居家防疫期間，無論是關心疫情進展緊盯新聞報導，或因為不能外出只能在社

群媒體和家人朋友互傳訊息，大家使用3C產品時間明顯增加。網路上大家分享疫情

的資訊大量且紊亂，如果你不能分別正確與否，建議你要限制手機使用時間，以政

府公布和疾管署網站的資訊為主，過度關心只會誘發自身焦慮情緒。睡前不刷手機

，螢幕藍光的刺激會讓體內的皮質醇(一種壓力荷爾蒙)增加，讓你情緒亢奮而難以

入睡。

無法外出活動，日照時間和運動空間減少

　　陽光喚醒一天的開始，產生讓心情愉悅的血清素。而居家上班上課，接觸陽光

照射的時間減少，體內褪黑激素轉換不足也是造成失眠原因之一。儘管運動空間被

壓縮，還是能從事一些居家運動像是伸展操、健康操或是瑜珈，使用水瓶或彈力帶

來做簡易健身動作。

　　每個人盡可能做好自身防疫措施，不為無法掌控的事過度焦慮。每日均衡飲食

，擁有充足的睡眠和運動，維持健康生活提升自我免疫力是我們能掌控的，防疫就

從這裡先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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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媒體和家人朋友互傳訊息，大家使用3C產品時間明顯增加。網路上大家分享疫情

的資訊大量且紊亂，如果你不能分別正確與否，建議你要限制手機使用時間，以政

府公布和疾管署網站的資訊為主，過度關心只會誘發自身焦慮情緒。睡前不刷手機

，螢幕藍光的刺激會讓體內的皮質醇(一種壓力荷爾蒙)增加，讓你情緒亢奮而難以

入睡。

無法外出活動，日照時間和運動空間減少

　　陽光喚醒一天的開始，產生讓心情愉悅的血清素。而居家上班上課，接觸陽光

照射的時間減少，體內褪黑激素轉換不足也是造成失眠原因之一。儘管運動空間被

壓縮，還是能從事一些居家運動像是伸展操、健康操或是瑜珈，使用水瓶或彈力帶

來做簡易健身動作。

　　每個人盡可能做好自身防疫措施，不為無法掌控的事過度焦慮。每日均衡飲食

，擁有充足的睡眠和運動，維持健康生活提升自我免疫力是我們能掌控的，防疫就

從這裡先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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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你是否躺在床上看著疫情新聞不知不覺就過了半夜12點還

沒睡？放下手機後在床上翻來覆去也睡不著？明明不用早起通

勤或去市場買菜了，卻早上4、5點就醒了？白天在家沒事睡了

好久，卻還是好累？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大家人心惶惶

，生活產生許多重大改變，除了要對抗

新冠病毒入侵外，「新冠失眠」也悄然

來襲！根據國內外的調查，疫情期間的

失眠人口大增，「失眠」成了網路搜

尋的熱門關鍵字。若你覺得睡不好，

且有入睡困難、維持睡眠困難、早醒

等任一症狀，每週至少3個晚上出現

，持續3個月以上，甚至已對日常生

活造成困擾，就表示你可能已經有

失眠症且需醫療專業協助！導致失

眠的原因很多，尤其疫情期間更容

易有下列的情況而造成失眠：

壓力增加
　　疫情期間，可能會面臨經濟損失、失業、人際關係改變等壓力。

為了避免傳染，人與人面對面的互動減少，不能像過往一樣聚餐、出

遊、約會，有些人會因此產生孤獨感、情緒低落；另一方面，在居家

辦公、停課不停學的期間，同住家人每天更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家人

間的溝通互動、親職教養等便成了一大挑戰，家庭成員間的衝突會造

成情緒困擾，也可能對睡眠造成重創。

不確定感與失去控制感
　　疫情下很多地方都去不了，悶在家裡悶出了滿滿的負面情緒，甚

至是旅行計畫、結婚計畫、育兒計畫等也都被打亂了，失去了掌控感

，且面對未來很多不確定性（例如：「什麼時候可以打到疫苗？」、

「會不會被感染？」、「疫情什麼時候會結束？」）也會讓我們備感

不安，無時無刻盯著疫情資訊、想抓卻抓不住控制感更是加深了我們

的焦慮。

工作與生活界線模糊
　　你剛才是否躺在床上完成了一份工作報告？居家辦公或停課不停

學的情況，讓工作、學校、家庭、休閒的界線變得模糊。雖然我們理

想中的居家辦公應該是早上9點開始坐在電腦桌前努力工作、中午12

點休息、下午6點準時下班，但是，現實情況是有不少人會躺在床上

工作，想工作就工作、想休息就休息，工作日跟

休息日混亂，也有人就算過了下班時間還是想

著工作。當你躺在床上時，你是在工作還是

在休息呢？

生活作息改變
　　原本會上健身房、外出運動的人，現在很多

都沒了運動的習慣，有些人甚至三餐沒有按時吃

，生活全都亂了步調。有些人在家空閒的時間變

多了，躺床睡覺的時間也就跟著變多了；因為不

用打卡上班或到校上學，起床和睡覺的時間也變

得不固定；有些人原本週末就是「補眠日」，睡

到中午才起床，疫情期間週末的活動也取消了，

因此週末更順理成章地變成了睡到飽的好時機，

但到了晚上就睡不著了。

不照陽光，只照藍光
　　有些人因為沒有外出而好久沒見到陽光，缺

乏陽光會造成你的日夜節律失調，加上使用3C產

品的時間增加也會帶來影響，尤其睡前使用會因

螢幕光線而讓大腦產生「天還沒暗、睡覺時間還

沒到」的錯誤訊號、因超時使用而減少睡眠時數

，在床上使用3C產品也會讓我們對床產生錯誤的

連結（例如：從「床=放鬆睡覺」變為「床=清醒

用3C」），進而影響睡眠。

　　在疫情或後疫情時代下，可以參考以下建議

，讓良好的睡眠回到你身邊。

白天的你，可以這樣做⋯⋯
1.維持規律的時間表。在固定的時間工作、用餐

或從事其他活動，即便是假日也一樣要做好安

排，如果無法每天按時上床睡覺，至少要每天

按時起床。

2.讓工作與休息有所區隔，在家中區分工作區域

及休息區域，避免將電腦、手機等帶到床上工作

，不要在床上從事睡覺和性行為以外的活動。

3.白天規律的運動有助於睡眠，但睡前3小時應避

免激烈運動。

4.白天起床接受足夠的太陽光線照射。

5.白天補眠或午睡儘量不要晚於下午3點、不超過

30分鐘。

6.有睡眠困擾的人應避免在下午3點後飲用含咖啡

因的飲料(如咖啡、茶、可樂)。

睡前的你，可以這樣做⋯⋯
1.睡前避免刺激性的飲食(例如：辛辣或太甜的食

物)、吃太飽或太飢餓。

2.睡前2小時避免抽菸或飲酒。

3.建立放鬆的睡前儀式，例如：洗溫水澡、刷牙

、換上舒適的睡衣、輕鬆閱讀、放鬆訓練。

4.至少睡前30分鐘避免使用3C產品，如果可以，

睡前1-2小時不要使用3C產品更佳。

5.營造舒適的睡眠環境，例如：光線暗、溫度適

中、安靜、空氣流通等。

睡不著時的你，可以這樣做⋯⋯
1.設定躺在床上準備入睡的時限。如果躺床超過

20分鐘還無法入睡，就要先離開床鋪，試著做

一些靜態或放鬆的活動、轉移注意力，等想睡

了再回到床上。

2.有失眠困擾的人應該避免一直查看時間而增加

「睡不著」的焦慮，建議可以用鬧鐘設定起床

時間，把時鐘放在看不到的地方。

3.使用「矛盾意向法」。往往越堅持要睡著，就

越是睡不著，但如果你儘量睜著眼睛告訴自己

要保持清醒(但不能從事其他活動來維持清醒)

，卻越可能睡著。

　　面對疫情期間的劇變，除了要落實防疫保護

自己及他人外，也要注意這些改變是否已經悄悄

影響到了你的睡眠狀況，「新冠失眠」不會在

三級警戒解除的瞬間就立刻跟著煙消雲散。一個

晚上睡不好，也無須災難化，不要放太多注意力

在睡眠上、整天想著沒睡好怎麼辦，睡不著時不

要「努力試著睡覺」，可依上述建議適當做調整

，需要時可至醫療機構求診及進行相關專業治療

。願大家一夜好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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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大家人心惶惶

，生活產生許多重大改變，除了要對抗

新冠病毒入侵外，「新冠失眠」也悄然

來襲！根據國內外的調查，疫情期間的

失眠人口大增，「失眠」成了網路搜

尋的熱門關鍵字。若你覺得睡不好，

且有入睡困難、維持睡眠困難、早醒

等任一症狀，每週至少3個晚上出現

，持續3個月以上，甚至已對日常生

活造成困擾，就表示你可能已經有

失眠症且需醫療專業協助！導致失

眠的原因很多，尤其疫情期間更容

易有下列的情況而造成失眠：

壓力增加
　　疫情期間，可能會面臨經濟損失、失業、人際關係改變等壓力。

為了避免傳染，人與人面對面的互動減少，不能像過往一樣聚餐、出

遊、約會，有些人會因此產生孤獨感、情緒低落；另一方面，在居家

辦公、停課不停學的期間，同住家人每天更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家人

間的溝通互動、親職教養等便成了一大挑戰，家庭成員間的衝突會造

成情緒困擾，也可能對睡眠造成重創。

不確定感與失去控制感
　　疫情下很多地方都去不了，悶在家裡悶出了滿滿的負面情緒，甚

至是旅行計畫、結婚計畫、育兒計畫等也都被打亂了，失去了掌控感

，且面對未來很多不確定性（例如：「什麼時候可以打到疫苗？」、

「會不會被感染？」、「疫情什麼時候會結束？」）也會讓我們備感

不安，無時無刻盯著疫情資訊、想抓卻抓不住控制感更是加深了我們

的焦慮。

工作與生活界線模糊
　　你剛才是否躺在床上完成了一份工作報告？居家辦公或停課不停

學的情況，讓工作、學校、家庭、休閒的界線變得模糊。雖然我們理

想中的居家辦公應該是早上9點開始坐在電腦桌前努力工作、中午12

點休息、下午6點準時下班，但是，現實情況是有不少人會躺在床上

工作，想工作就工作、想休息就休息，工作日跟

休息日混亂，也有人就算過了下班時間還是想

著工作。當你躺在床上時，你是在工作還是

在休息呢？

生活作息改變
　　原本會上健身房、外出運動的人，現在很多

都沒了運動的習慣，有些人甚至三餐沒有按時吃

，生活全都亂了步調。有些人在家空閒的時間變

多了，躺床睡覺的時間也就跟著變多了；因為不

用打卡上班或到校上學，起床和睡覺的時間也變

得不固定；有些人原本週末就是「補眠日」，睡

到中午才起床，疫情期間週末的活動也取消了，

因此週末更順理成章地變成了睡到飽的好時機，

但到了晚上就睡不著了。

不照陽光，只照藍光
　　有些人因為沒有外出而好久沒見到陽光，缺

乏陽光會造成你的日夜節律失調，加上使用3C產

品的時間增加也會帶來影響，尤其睡前使用會因

螢幕光線而讓大腦產生「天還沒暗、睡覺時間還

沒到」的錯誤訊號、因超時使用而減少睡眠時數

，在床上使用3C產品也會讓我們對床產生錯誤的

連結（例如：從「床=放鬆睡覺」變為「床=清醒

用3C」），進而影響睡眠。

　　在疫情或後疫情時代下，可以參考以下建議

，讓良好的睡眠回到你身邊。

白天的你，可以這樣做⋯⋯
1.維持規律的時間表。在固定的時間工作、用餐

或從事其他活動，即便是假日也一樣要做好安

排，如果無法每天按時上床睡覺，至少要每天

按時起床。

2.讓工作與休息有所區隔，在家中區分工作區域

及休息區域，避免將電腦、手機等帶到床上工作

，不要在床上從事睡覺和性行為以外的活動。

3.白天規律的運動有助於睡眠，但睡前3小時應避

免激烈運動。

4.白天起床接受足夠的太陽光線照射。

5.白天補眠或午睡儘量不要晚於下午3點、不超過

30分鐘。

6.有睡眠困擾的人應避免在下午3點後飲用含咖啡

因的飲料(如咖啡、茶、可樂)。

睡前的你，可以這樣做⋯⋯
1.睡前避免刺激性的飲食(例如：辛辣或太甜的食

物)、吃太飽或太飢餓。

2.睡前2小時避免抽菸或飲酒。

3.建立放鬆的睡前儀式，例如：洗溫水澡、刷牙

、換上舒適的睡衣、輕鬆閱讀、放鬆訓練。

4.至少睡前30分鐘避免使用3C產品，如果可以，

睡前1-2小時不要使用3C產品更佳。

5.營造舒適的睡眠環境，例如：光線暗、溫度適

中、安靜、空氣流通等。

睡不著時的你，可以這樣做⋯⋯
1.設定躺在床上準備入睡的時限。如果躺床超過

20分鐘還無法入睡，就要先離開床鋪，試著做

一些靜態或放鬆的活動、轉移注意力，等想睡

了再回到床上。

2.有失眠困擾的人應該避免一直查看時間而增加

「睡不著」的焦慮，建議可以用鬧鐘設定起床

時間，把時鐘放在看不到的地方。

3.使用「矛盾意向法」。往往越堅持要睡著，就

越是睡不著，但如果你儘量睜著眼睛告訴自己

要保持清醒(但不能從事其他活動來維持清醒)

，卻越可能睡著。

　　面對疫情期間的劇變，除了要落實防疫保護

自己及他人外，也要注意這些改變是否已經悄悄

影響到了你的睡眠狀況，「新冠失眠」不會在

三級警戒解除的瞬間就立刻跟著煙消雲散。一個

晚上睡不好，也無須災難化，不要放太多注意力

在睡眠上、整天想著沒睡好怎麼辦，睡不著時不

要「努力試著睡覺」，可依上述建議適當做調整

，需要時可至醫療機構求診及進行相關專業治療

。願大家一夜好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