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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學 報 導

　　腦中風長久以來都是造成國人及世界各
國殘疾的最主要病因。近年來隨著醫藥科技
的發展進步及衛教政令宣導，死亡率逐年下
降至目前位居第4，僅次於癌症、心臟病及
肺炎。整體而言缺血性腦中風死亡率約
5-10%，但中風後病人存活下來卻常造成程
度不等的障礙，可能是肢體、平衡、視覺、
吞嚥、語言、認知或情緒等功能，進而導致
個人、家庭乃至於整體社會的巨大損失及增
加醫療照護成本。據統計，台灣每年約有6
萬人中風，其中近8成是屬於暫時性腦缺血(
俗稱TIA)或缺血性腦中風(或稱腦梗塞)。若
以台北市人口270萬人來估計，按比例每年
約有7,000多人發生缺血性腦中風。然而相當
遺憾的是，據統計在台灣僅不到1成的患者
在黃金治療期抵達醫院接受緊急的醫療處置
，也就是絕大多數患者因延遲就醫而錯過了
關鍵的黃金治療期。

　　腦中風的治療與時俱進，20幾年前人們
還是束手無策只能保守治療。所幸在1995年
出現了血栓溶解劑(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
tor, tPA)，對於合適的病患在3至4.5小時內給
予靜脈藥物注射可以幫助約1/3的患者恢復其
生活自理功能。該藥在2004年台灣正式納入
健保給付品項。但這並不能滿足腦神經科醫
師，因為大多數病患錯過了黃金治療時機3
小時而無法使用tPA，且僅有約3成的病患功
能恢復。許多錯失黃金治療時機或病情太嚴
重的病人依舊沒有有效的治療方式。直到
2015年新英蘭格醫學期刊(New England Jour-

文 / 陳又嘉
國泰綜合醫院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腦中風

nal of Medicine, NEJM)連續發表了5篇多國隨
機臨床試驗證實，嚴重大血管中風的病患於6
小時甚至是8小時內接受「動脈內機械取栓術
(intra-arterial thrombectomy)」比傳統治療及靜
脈血栓溶解劑大幅提升病患恢復的機會。到
了2017及2018年，兩個臨床試驗，DAWN及
DIFFUSE 3，更進一步證實在影像儀器輔助之
下(如電腦斷層、核磁共振)，某些病患甚至能
在發病後6至24小時接受取栓術仍有相當比例
可恢復生活自理功能。然而這些治療的出現
及發展，都與醫療科技的進步有關。透過越
來越高階的儀器輔助，電腦影像輔助醫師判
斷病患腦組織灌流及血管情形，讓無情的時
間不再是決定病患治療方針及預後的唯一命
運刀。此外，動脈取栓術所用到的抽吸導管
、導絲、取栓支架也是日新月異，讓手術越
來越安全有效。

　　隨著國際醫療的腳步，台灣腦中風的治
療也隨之邁入新的里程。根據統計，在台灣
接受靜脈溶栓或動脈機械取栓的病患數逐年
提升，顯示民眾衛教、醫療科技進步、技術
可近性已改變了腦中風治療的歷史軌跡。當
然最重要的是，民眾必須要對腦中風有基本
的認識，當身旁的家人或朋友突然發生單側
肢體無力、眼歪、嘴斜、口齒不清、意識改
變等疑似腦中風症狀，一定要記下當時發作
的時間，並儘快就醫接受進一步的處理治療
。越早處理越能替病患爭取到黃金治療時間
增加復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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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脈血管內血栓移除手術

治療缺血性腦中風 
“阿嬤在吃晚餐的時候，突然手

舉不起來，口水從嘴角流出來，

然後也無法握起湯匙，站起來的

時候沒有力跌倒在地上”

“昨天晚上還好好的，早上就叫

不太起來，講不太出話來 ”

　　類似的劇情一直在急診室重複上演，我們也不

時有看到名人腦中風的新聞。腦中風就是會突然的

發作讓我們措手不及。

　　依據衛生福利部104年國人10大死因統計顯示，

腦血管疾病為國人10大死因的第3位，尤其好發於

60-79歲的年齡層。腦中風主要可分為兩大類，出血

性腦中風和阻塞性腦中風。但不論是出血還是缺血

性腦中風，都需要趕快到醫院就醫，儘快接受治療

，讓腦部後續損傷和神經學症狀的嚴重程度降到最

低。一般來說，中風的位置、範圍、時間是影響預

後的關鍵。

危險因子

　　腦中風有很多危險因子，其中包含了高血壓、

高血脂和糖尿病（所謂的三高），心臟疾病如心律

不整，不良的生活習慣（如：抽菸、喝酒），肥胖，頸動脈狹窄等。這

些都是可控制的高危險因子，因此，我們要努力去控制慢性疾病，維

持良好的生活習慣來降低我們罹患腦中風疾患的機率。

　　如何快速辨別腦中風？

　　　　如何辨識是否有腦中風呢？請記住「快速」動作， 要 「

FAST」，每一個英文字母的意義分別為，F：Face；A：Arm； S：

Speech；T：Time。簡單來說，臉歪、嘴斜、手垂、大舌頭，記下

時間(最後看到正常的時間)，然後趕緊送醫。

腦中風的處置

　　腦中風診斷包括病史、神經學檢查、電腦斷層、核磁共振、腦血管

攝影等。倘若病患在腦中風發現後3個小時內診斷為血栓堵塞導致缺血性腦中

風，在病患符合規範下，可以使用靜脈內注射recombinant tissue-type plasmino-

gen activator (rt-PA)有助增加中風康復的機會或降低殘障等級。

　　然而，現在缺血性腦中風已經不再只有靜脈內注射或是吃抗血小板藥物治

療而已。在符合特定的條件，經醫師評估以後，我們可以進行動脈血管內血栓

移除手術(endovascular thrombectomy, EVT)，以外科介入的方式來治療在大血管

阻塞的急性缺血中風。此項手術的另外一個好處在於對已經超過黃金3小時的

病患，但在6小時內大血管腦中風的病患，在符合特定的條件之下，仍然能夠

接受治療，讓中風的範圍減少。2015年1月在NEJM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

表了MR CLEAN試驗，證實顯著動脈血管內血栓移除優於單純用IV rt-PA

的治療效果。

動脈血管內血栓移除手術

　　是一種類似心導管檢查的手術的治療方式，醫師會在鼠蹊部穿刺並把微導

管或同時置放支架送到腦部血管去抽吸血栓。簡單來說，血栓堵塞了血管，我

們把血栓抽吸出來讓血管通暢，縮短腦部缺血或缺氧時間以降低腦部損傷的範

圍，進而減少嚴重的神經學後遺症甚至死亡。病患後續仍然需要努力復健來慢

慢恢復其功能性。

　　最後，重點是我們要及早發現「中風症狀」並「及早就醫」，要FAST！

慢性疾病也要好好的吃藥控制，維持健康的生活習慣，冬天也要記得多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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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的劇情一直在急診室重複上演，我們也不

時有看到名人腦中風的新聞。腦中風就是會突然的

發作讓我們措手不及。

　　依據衛生福利部104年國人10大死因統計顯示，

腦血管疾病為國人10大死因的第3位，尤其好發於

60-79歲的年齡層。腦中風主要可分為兩大類，出血

性腦中風和阻塞性腦中風。但不論是出血還是缺血

性腦中風，都需要趕快到醫院就醫，儘快接受治療

，讓腦部後續損傷和神經學症狀的嚴重程度降到最

低。一般來說，中風的位置、範圍、時間是影響預

後的關鍵。

危險因子

　　腦中風有很多危險因子，其中包含了高血壓、

高血脂和糖尿病（所謂的三高），心臟疾病如心律

不整，不良的生活習慣（如：抽菸、喝酒），肥胖，頸動脈狹窄等。這

些都是可控制的高危險因子，因此，我們要努力去控制慢性疾病，維

持良好的生活習慣來降低我們罹患腦中風疾患的機率。

　　如何快速辨別腦中風？

　　　　如何辨識是否有腦中風呢？請記住「快速」動作， 要 「

FAST」，每一個英文字母的意義分別為，F：Face；A：Arm； S：

Speech；T：Time。簡單來說，臉歪、嘴斜、手垂、大舌頭，記下

時間(最後看到正常的時間)，然後趕緊送醫。

腦中風的處置

　　腦中風診斷包括病史、神經學檢查、電腦斷層、核磁共振、腦血管

攝影等。倘若病患在腦中風發現後3個小時內診斷為血栓堵塞導致缺血性腦中

風，在病患符合規範下，可以使用靜脈內注射recombinant tissue-type plasmino-

gen activator (rt-PA)有助增加中風康復的機會或降低殘障等級。

　　然而，現在缺血性腦中風已經不再只有靜脈內注射或是吃抗血小板藥物治

療而已。在符合特定的條件，經醫師評估以後，我們可以進行動脈血管內血栓

移除手術(endovascular thrombectomy, EVT)，以外科介入的方式來治療在大血管

阻塞的急性缺血中風。此項手術的另外一個好處在於對已經超過黃金3小時的

病患，但在6小時內大血管腦中風的病患，在符合特定的條件之下，仍然能夠

接受治療，讓中風的範圍減少。2015年1月在NEJM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

表了MR CLEAN試驗，證實顯著動脈血管內血栓移除優於單純用IV rt-PA

的治療效果。

動脈血管內血栓移除手術

　　是一種類似心導管檢查的手術的治療方式，醫師會在鼠蹊部穿刺並把微導

管或同時置放支架送到腦部血管去抽吸血栓。簡單來說，血栓堵塞了血管，我

們把血栓抽吸出來讓血管通暢，縮短腦部缺血或缺氧時間以降低腦部損傷的範

圍，進而減少嚴重的神經學後遺症甚至死亡。病患後續仍然需要努力復健來慢

慢恢復其功能性。

　　最後，重點是我們要及早發現「中風症狀」並「及早就醫」，要FAST！

慢性疾病也要好好的吃藥控制，維持健康的生活習慣，冬天也要記得多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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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塗雅雯
國泰綜合醫院復健科主任

文 / 郭家瑜
國泰綜合醫院復健科主治醫師

　　經過報章雜誌的報導，大家更能關注腦
中風危險因子的認識與防範，包括高血壓、
糖尿病、高血脂症、心臟病、心律不整、抽
煙、喝酒、肥胖、家族史⋯等等，可是腦中
風之所以讓人聞之色變，是因為其病發突然
，病情變化莫測，死亡率高，即使存活還是
可能會遺留下不等程度的神經功能障礙。

什麼是腦中風？腦中風會怎樣？

　　台灣每年約3-5萬人腦中風，當大腦的
血流供應減少，腦細胞缺氧死亡，對應腦區
負責的功能就會受傷，導致肢體偏癱、語言
障礙、吞嚥困難、認知問題。初次中風病人
在半年後的失能比例高達5成，長期的失能
比例約3成，造成患者與家屬龐大的心理和
經濟壓力。

中風後做復健，有效嗎

　　一篇2018年的加拿大研究指出，中風病
人不應直接轉到護理之家，而該住院積極復
健，早期訓練平衡、吞嚥、溝通等等，針對

自今年年初，已聽聞幾位藝人、官員腦中風緊急送

醫，再度引起大家對腦中風的關注，中風根據中風

部位不同，病兆不同，產生的後遺症不同。若

有疑似症狀出現，當掌握送醫時機及治療黃

金時間，才能將傷害減至最低。

什麼是腦中風復健？
中風後，復健做什麼？

個人日常生活的需求進行訓練。積極做復健
，真的有效嗎？一篇3000多人的大型研究指
出，接受較多復健治療的病患，相較復健少
的病患，後續生活的自理能力好，跌倒受傷
的機率低。另篇研究則發現，復健不僅和走
路的復原有關，也和生活品質有正相關。

復健該怎麼做

　　根據中風後受傷影響的範疇，如粗大動
作、精細動作、語言吞嚥、認知等等，個別
化的進行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治療、
心理治療等等。復健策略分2大方向：恢復與
代償，一方面盡可能的恢復神經系統，另方
面代償殘餘缺失。

　　恢復策略則著重於恢復受損的部分，有
多種治療手法，有的以感覺動作控制訓練技
術為主；有的以任務為導向，如專門練習爬
樓梯等日常生活的動作；也有限制誘發動作
療法，限制健側肢體，鼓勵用患側肢體，即
使在慢性期，仍有幫助。對於肌力極差的病

患，可用鏡像治療，看著鏡子中的健側動作，想像為自己的患側，誘發自主動作。代償策略
包括輔具的使用，如行走用助行器、吃飯握柄加粗的湯匙、溝通用圖片/字卡/溝通APP。

復健要做多久？

　　以往研究發現，中風後3個月恢復最快，甚至可達7-9成，然而3個月後，還是有恢復空間
。2014年研究指出，中風後各期的治療，不論是3個月內、3-6個月，還是半年後，高強度且
反覆任務導向的物理治療，都扮演一定角色。且近幾年有越來越多的新興治療，或許更能改
善病患的恢復程度。

有哪些新的治療方式呢？

(1)重覆式經顱磁刺激：非侵入性的予特定腦區刺激，結合傳統復健，用於中風後運動、語言
、半側忽略等議題。

(2)機器人復健：和傳統人力相比，可提高復健的穩定度、強度、一致性，用簡單的方式增加
訓練次數。

(3)虛擬實境：利用感官與想像，提供高強度的任務導向練習，並即時回饋。
(4)腦機介面：可望用於嚴重的病患，擷取中樞神經的訊號轉換，訓練產生正常的大腦活動。
(5)細胞療法：學理上移植的細胞能分泌生長因子，分成靜脈注射與直接的腦內植入，還需更

多研究。
以上僅簡短介紹，還有許多其他的新型療法，正研究發展中。

復健要做幾次呢？

　　究竟復健做多少的效果最好，沒有答案。不過2019年的研究指出，即使是中風慢性期，
復健越多，手功能的品質越好；另篇2020年的研究發現，復健的量與走路成效有關。2021年
的系統文獻回顧統整，復健累計一定程度時，復健時間越長，也許有助於對運動功能。儘管
對於復健是否真的多多益善，特別是慢性期，沒有定論；但尚未有研究發現，復健次數的增
加與不良反應有關，復健，是安全的治療。

哪些因素會影響復原呢？

　　年紀、中風病灶的位置與大小、本身共病、中風時的狀態、家庭支持，甚至基因，都會
影響到中風預後。

結語

　　中風後的復原是條漫漫長路，目前復健是治療主流，由復健團隊成員共同努力，不論是
傳統的復健治療，或合併新穎的刺激，都依據患者的狀態，在不同階段，調整策略，以期達到最
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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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風是導致失能和死亡的重要原因，許多人中風後幾個月，仍留下許多後

遺症，如肢體偏癱、失語症、吞嚥困難，大幅提高照顧難度，並嚴重影響

生活品質。而中風復健訓練是辛苦漫長的過程，現行的物理治療、職能治

療、語言治療對於運動、語言、和吞嚥的恢復非常重要，然而病人與家屬

還是希望配合其他治療，讓病人恢復的狀況更有效率，因此研究如何讓病

人恢復的更多更好，正如火如荼進行中，其中「重覆式經顱磁刺激」，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 正是其中之一。

　　 rTMS是什麼呢? 是一種無痛的非侵入性大腦刺激工具，應用非常廣泛

，除了最早核准於憂鬱症，另也有研究針對纖維肌痛症、神經根病變疼痛

和帕金森氏症的運動功能。rTMS不僅直接調控刺激處的大腦皮質活性，也

影響大腦其他非直接刺激的位置。rTMS的刺激頻率會影響調控效果，高頻

率會促進，低頻率則是抑制，另有theta burst模式，分間歇性與持續性，

分別是促進與抑制的效果。

　　為什麼rTMS調控大腦活性後，可能促進中風後的恢復呢? 這與左右腦

平衡有關，健康時左右腦互相競爭抑制，但中風破壞了競爭抑制的平衡，

使健側大腦活性增加，不受控的抑制患側大腦，患側大腦活性因而降低，

更不容易恢復，病患功能也不易復原。因此理論上rTMS重塑大腦活性，不

論是刺激活性太低的患側，或抑制活性太高的健側，有助於中風後左右大

腦的平衡，進而搭配復健治療，改善預後。

　　rTMS可能應用在中風後的那些後遺症呢？根據國外的研究結果，

rTMS刺激後，部分中風患者的急性期和慢性期病患的手指和上肢精細動作

進步，急慢性期病人的行走速度增加，吞嚥部分的dysphagia rating scale量

表分數增加甚至持續到4週，失語症的亞急性與慢性期有正面效果，半側

忽略的情形也在rTMS刺激後有不同的立即與長期效果，中風後的中樞性疼

rTMS
重覆式經顱磁刺激

痛在rTMS刺激後緩解。但各文獻也都不約而同提到，如何針對每位

病人的病況，中風後是急性期、亞急性期、或慢性期，挑選最適合

的rTMS刺激模式與參數，以期達到最佳效果，目前並沒有統一定論

，仍需更多研究探索。

　　打了rTMS後就能不做復健嗎? 不行!!!rTMS的目的是讓學習結果

最佳化，而非取代傳統的物理、職能、語言治療，事實上不論是針

對手部精細動作、腳的行走功能、語言表達、或是吞嚥訓練，大多

研究都是復健訓練前搭配rTMS刺激，以期達到更好的訓練效果。

　　rTMS有什麼禁忌症呢? 頭部有金屬植入物、裝人工電子耳、裝

心臟節律器、或曾經癲癇發作的人，不建議做rTMS，如若想更深入

了解，也可至熟悉rTMS的醫療院所由團隊仔細評估。

　　rTMS會有什麼副作用嗎? 統計上rTMS的副作用多半很輕微而且

是暫時的，例如：頭暈、頭痛、短暫聽力受損，較嚴重的癲癇誘發

則非常罕見。

　　總結而言，重覆式經顱磁刺激(rTMS)是非侵入性、幾乎無副作

用，且無痛的刺激，調控大腦的可塑性，在中風上有許多令人興奮

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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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器人輔助中風後步態訓練，從過去幾十年開始興起。依

構造分2種，一種是末端效應器(end-effector)，一種是外骨骼

(exoskeleton)。篇幅因素，下列敘述以外骨骼機器人為主。

　　中風後常用的外骨骼機器人，是穿戴式的機電裝置，包覆

兩側下肢，驅動髖關節、膝關節，促進移動。關節活動的角度

範圍，決定於外骨骼本身設計，能控制動作，減少不必要的身

體代償，且支持度好。代價則是外骨骼體積龐大，極為笨重。

　　外骨骼肌器人用於中風後步態訓練，可能有哪些優點呢？

針對行走，復健強調大量反覆、密集、以任務為導向的練習，

學習運動模式，增加肌力，並增強神經可塑性，促進步態恢復

；機器人訓練，正好能用簡單的方式，反覆練習，一致性高。

外骨骼也能提供中風後病人良好支持，讓站不穩的病人，在外

骨骼的穩定支持下行走，使治療團隊專心訓練，不用分心擔憂

中風是令人聞之色變的疾病，一

瞬間改變留下嚴重的後遺症，對

生活有巨大影響。統計約1/3患者

中風後即使積極治療，仍無法獨

力行走，需人幫助、速度慢、步

態左右不對稱。而行走是人類生

存的重要能力，因此如何改善中

風後的行走能力，向來是復健治

療的重點。

病患跌倒。此外，外骨骼機器人常有動作感應器，完整記錄動作

模式，用客觀的訓練數據，依個人情況調整復健模式。也常有新

興科技結合機器人訓練與遊戲，讓復健變得有趣，提升參與的動

機與投入。

 

　　2020年一篇統合分析指出，機器人輔助的步態訓練，合併體

重支撐與傳統治療，有助走路速度與行走功能，增進復健的效率

。也有近幾年的研究發現，經過外骨骼輔助的步態訓練，走路速

度變快，步態的對稱性改善，日常生活功能量表的運動分數提高

，心肺能力變好，而且整體走路的距離與步數也有增加，可能與

機器人輔助下，更容易反覆密集練習、提升訓練強度有關。

　　針對機器人輔助步態訓練介入的時間點及族群，大多治療只

建議在中風的亞急性期，盡早開始，特別是嚴重、行走能力，甚

至是不能自行走路的人。至於中風後的慢性期，也有文獻認為機

器人輔助訓練，對治療或有加成效果，改善神經的可塑性，恢復

功能，但還需更大型研究。

  

　　機器人輔助訓練除了結合傳統復健治療，也可合併其他的新

興治療。例如有研究結合功能性電刺激，改善下肢功能；也有研

究加上重複經顱磁刺激，在中風慢性期，提升6分鐘行走測驗的結

果；2019年的系統文獻回顧則提出，虛擬實境結合外骨骼，有助

於行走速度，或許與復健意願的提升有關。

　　機器人輔助步態訓練有其限制，目前治療指引都認為，機器

人輔助步態訓練，不能取代傳統的復健治療。而因為各研究的歧

異度很高，機器人類型的相異，究竟在什麼時間點、用哪種機器

人、該機器人的訓練頻率與強度又該如何最佳化，都沒有標準答

案，還有待更多研究發現。另外雖然技術進步，但機器人輔助訓

練還無法做到很自然流暢的動作，且外骨骼因偏笨重，穿戴需要

人力時間，材質也偏硬，或許未來會有更貼近日常生活的步態訓

練、更節省穿戴人力與時間成本的設計、與更軟增加關節貼合度

的材質。

　　總結而言，外骨骼機器人輔助中風後的步態訓練，提供反覆

、密集、任務導向的練習，支持度高，穩定性好，並有客觀動作

訓練的數據做為回饋，能與其他新興治療並行，特別對於中風後

行走能力嚴重受損的人，很有潛力，期待未來更多的研究指引，

與機器人更成熟的設計。

外骨骼機器人
在中風後下肢復健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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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飲冰，冬天喝湯，飲食是生活莫大的樂趣，然而吞嚥的

機轉複雜，不僅是食物由口腔到胃的過程，更牽涉到腦部運

作與肌肉的協調，當腦中風的受傷範圍影響到吞嚥腦區，就

會造成吞嚥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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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風後造成吞嚥障礙的比例高嗎？2021

年一篇6,000多人的研究顯示，缺血性中風7

天後，約3成的人會有吞嚥困難，又其中有8

成的人出院時還沒恢復，特別是發生在中風

發生時年紀大、BMI <18.5 kg/m2、中風病灶

影響到腦幹、中風時的嚴重程度高、巴氏量

表分數低的病人族群，其中嗆咳與發生吸入

性肺炎的比例也會增加。

　　吞嚥困難會怎樣呢？不僅容易營養不良

、脫水，甚至是嗆咳造成吸入性肺炎，也會

延長住院天數、增加看護需求、增加再入院

風險，並拉高死亡率。而即便安裝鼻胃管，

不再由口進食，仍可能因咽喉肌肉控制不良

被自己的口水嗆到，反覆發生吸入性肺炎，

而嚴重影響生活品質。 

　　所幸中風後的吞嚥困難並非完全不能恢

復。110年研究顯示，出院時明顯吞嚥困難

的人，半年後約有3成以上能拔除鼻胃管恢

復由口進食，而出院後有接受吞嚥訓練的族

群，相較沒有接受訓練的族群，能成功由口

進食的機率較高(100 % vs. 29%)。持續的復

健與吞嚥治療，實為重要。

  

中風後的吞嚥治療，有以下方式：
利用調整食物或其他代償方法

(1)調整食物黏稠度：若吞嚥反射延遲可以用

較稠的，若環咽肌放鬆不全則用稀的降低

食物殘留。

(2)調整姿勢：將頭傾向健側，並轉向患側，

減少食物殘留咽喉。

(3)其他管路：如鼻胃管、胃造廔手術。

加強吞嚥肌肉運動，

目的是恢復口咽肌肉的協調：

(1)孟德森吞嚥手法：吞嚥時用手將喉部維持

上提4秒，減少食物嗆咳，訓練肌力。

(2)Shaker運動：躺平憋氣將下巴靠近胸部，訓練舌骨上肌，缺點是要憋氣。

(3)CTAR 運動 (chin tuck against resistance exercise)：新

技術，將球或其他物品用下巴夾著，壓縮後放開

，有助於活化舌骨上肌群、改善吞嚥功能、降低

嗆咳風險，且較Shaker運動佳，訓練不費力。

(4)Masako運動：舌頭伸出上下牙齒固定，使舌頭無法

後縮，訓練後咽壁的肌力。

(5)溫度刺激：用冰的棉棒刺激咽部，誘發吞嚥反射。

周邊刺激

(1)神經肌肉電刺激：用表面電極貼片，電刺激舌骨上肌群，強化肌肉，使舌骨與喉部上升，

關住氣道，避免食物嗆咳。研究發現神經肌肉電刺激合併吞嚥練，在中風的急性、亞急性

，與慢性期間，都有助於改善吞嚥。

中樞神經刺激

(1)重覆式經顱磁刺激：在頭上放能傳遞磁場的線圈，調控大腦，研究發現重複性經顱電刺激

加上吞嚥復健，有助於恢復中風後的吞嚥功能。

(2)經顱直流電刺激：類經顱磁刺激，在頭上放電極，用低強度電流改變大腦的神經活性，效

果研究中。

(3)Paired associative stimulation (PAS)：合併中樞與周邊的神經刺激，小樣本的研究發現，

PAS合併效果比單純周邊的電刺激好。

生物回饋

即時讓患者知道自己的吞嚥情形，可以是治療師用語言提醒，或是貼表面肌電圖在肌肉上，

讓患者可以即時在螢幕上看到肌肉收縮的情況。

肉毒桿菌

注射肉毒桿菌於功能異常的環咽肌，放鬆肌肉，但注射技術困難。

  

　　以上許多吞嚥治療的方式，各有其效果與適合的對象，建議有需要的人還是需要接受復

健科評估，依據每個人的情況，個別評估與調整，並佐以時間反覆治療練習，改善吞嚥功能。

中風後吞嚥困難

復健可以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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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相較沒有接受訓練的族群，能成功由口

進食的機率較高(100 % vs. 29%)。持續的復

健與吞嚥治療，實為重要。

  

中風後的吞嚥治療，有以下方式：
利用調整食物或其他代償方法

(1)調整食物黏稠度：若吞嚥反射延遲可以用

較稠的，若環咽肌放鬆不全則用稀的降低

食物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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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活化舌骨上肌群、改善吞嚥功能、降低

嗆咳風險，且較Shaker運動佳，訓練不費力。

(4)Masako運動：舌頭伸出上下牙齒固定，使舌頭無法

後縮，訓練後咽壁的肌力。

(5)溫度刺激：用冰的棉棒刺激咽部，誘發吞嚥反射。

周邊刺激

(1)神經肌肉電刺激：用表面電極貼片，電刺激舌骨上肌群，強化肌肉，使舌骨與喉部上升，

關住氣道，避免食物嗆咳。研究發現神經肌肉電刺激合併吞嚥練，在中風的急性、亞急性

，與慢性期間，都有助於改善吞嚥。

中樞神經刺激

(1)重覆式經顱磁刺激：在頭上放能傳遞磁場的線圈，調控大腦，研究發現重複性經顱電刺激

加上吞嚥復健，有助於恢復中風後的吞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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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合併效果比單純周邊的電刺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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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讓患者知道自己的吞嚥情形，可以是治療師用語言提醒，或是貼表面肌電圖在肌肉上，

讓患者可以即時在螢幕上看到肌肉收縮的情況。

肉毒桿菌

注射肉毒桿菌於功能異常的環咽肌，放鬆肌肉，但注射技術困難。

  

　　以上許多吞嚥治療的方式，各有其效果與適合的對象，建議有需要的人還是需要接受復

健科評估，依據每個人的情況，個別評估與調整，並佐以時間反覆治療練習，改善吞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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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嚥、由口進食，是人類攝取生命所需營養，維持生

活品質的基本功能。從看到、聞到食物，到拿起餐具

取用食物放進嘴裡，再將食物咀嚼、磨碎，並與口水

混合形成食糰，舌頭必須能控制好食物避免其過早往

喉部掉落，還必須將食團凝聚好往後送至咽部，吞嚥

反射啟動後再將食糰下送至食道，最後抵達胃部，讓

食團得以進行後續的消化吸收。若在上述過程中的任

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即是所謂的「吞嚥障礙」。

　　在腦中風發生後，因神經受損而影響到患者的口

咽部及喉部感覺運動功能，約有3至5成的患者會出現

吞嚥障礙的情形。其中，患者的吞嚥障礙嚴重度，則

與腦中風的嚴重程度有關。常見的吞嚥障礙徵兆，包

含：流口水、吞不下去、進食過程中時常咳嗽、嗆到

、每口食物需要吞嚥2-3次、吃完飯後口腔內仍有食物

殘餘、嗓音聽起來濕濁不清晰等。

　　當腦中風患者出現不明原因的發燒，體重持續下

降，甚至是反覆的肺部感染時，則要高度懷疑其發生

吸入性肺炎。為了預防營養不良、脫水及吸入性肺炎

等情形，並兼顧患者由口進食的安全性，以及營養攝

取的效率，需經由語言治療師進行詳盡的臨床吞嚥檢

查及儀器吞嚥檢查，檢測患者的口咽部/喉部結構及感

覺運動功能，並進行吞嚥測試，才可判斷目前最適合

患者進食的食物質地，以增進患者的生活品質。

　　但是，食物質地的種類五花八門，每個人對於食

物的口感、流動性、濃稠度、軟硬度、尺寸大小的主

觀感受並不相同，因而導致溝通討論上的不便。有鑒

於此，國際吞嚥障礙飲食標準化創辦組織自西元2013

年起，逐步制定國際吞嚥困難飲食標準（The Interna-

tional Dysphagia Diet Standardization Initiative, 簡稱

IDDSI），內容簡單明確，可透過餐具、針筒等唾手可

得的物品，進行客觀的食物質地檢測，有助於醫病溝通，也使患者和照顧

者在備餐時，能夠有所依據，且較為安心、放心。

　　IDDSI共有9個等級，分別是：0級－稀薄、1級－極微稠、2級－低度稠

、3級－中度稠、4級－糊狀、5級－細碎及濕軟、6級－軟質及一口量、

7EC級－容易咀嚼，及7級－食物原狀。其中，飲品可分為0級-4級，食物可

分為3級-7級。

食
物
質
地
分
級

腦
中
風
吞
嚥
障
礙
患
者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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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腦中風發生後，因神經受損而影響到患者的口

咽部及喉部感覺運動功能，約有3至5成的患者會出現

吞嚥障礙的情形。其中，患者的吞嚥障礙嚴重度，則

與腦中風的嚴重程度有關。常見的吞嚥障礙徵兆，包

含：流口水、吞不下去、進食過程中時常咳嗽、嗆到

、每口食物需要吞嚥2-3次、吃完飯後口腔內仍有食物

殘餘、嗓音聽起來濕濁不清晰等。

　　當腦中風患者出現不明原因的發燒，體重持續下

降，甚至是反覆的肺部感染時，則要高度懷疑其發生

吸入性肺炎。為了預防營養不良、脫水及吸入性肺炎

等情形，並兼顧患者由口進食的安全性，以及營養攝

取的效率，需經由語言治療師進行詳盡的臨床吞嚥檢

查及儀器吞嚥檢查，檢測患者的口咽部/喉部結構及感

覺運動功能，並進行吞嚥測試，才可判斷目前最適合

患者進食的食物質地，以增進患者的生活品質。

　　但是，食物質地的種類五花八門，每個人對於食

物的口感、流動性、濃稠度、軟硬度、尺寸大小的主

觀感受並不相同，因而導致溝通討論上的不便。有鑒

於此，國際吞嚥障礙飲食標準化創辦組織自西元2013

年起，逐步制定國際吞嚥困難飲食標準（The Interna-

tional Dysphagia Diet Standardization Initiative, 簡稱

IDDSI），內容簡單明確，可透過餐具、針筒等唾手可

得的物品，進行客觀的食物質地檢測，有助於醫病溝通，也使患者和照顧

者在備餐時，能夠有所依據，且較為安心、放心。

　　IDDSI共有9個等級，分別是：0級－稀薄、1級－極微稠、2級－低度稠

、3級－中度稠、4級－糊狀、5級－細碎及濕軟、6級－軟質及一口量、

7EC級－容易咀嚼，及7級－食物原狀。其中，飲品可分為0級-4級，食物可

分為3級-7級。

7

6

5

4

3

食物(Foods)

飲品(Drinks)

食物原狀
容易咀嚼

軟質及一口量

細碎及濕軟

糊狀

過
渡
性
食
物

2

1

0

低度稠

極微稠

稀薄

流質 中度稠

高度稠

食物分為3-7等級(以成人適用標準舉例)

流質
（3級）

糊狀
（4級）

細碎及濕軟
（5級）

飲品則分為0-4等級

稀薄(0級) 極微稠(1級) 低度稠(2級) 中度稠(3級) 高度稠(4級)

軟質及一口量
（6級）

容易咀嚼
（7EC）

食物原狀
（7級）

　　若您或親愛的家人在腦中風後出現吞嚥障礙，對於選擇合適的食

物質地有所疑慮，請儘速至復健科就診，由復健科醫師轉介語言治療

師，為您進行詳盡的吞嚥評估及治療。

水、茶、黑
咖啡、鮮奶

、果汁

肉醬 肉泥 尺寸小於
0.4cm*0.4cm
的包子肉餡

尺寸小於
1.5cm*1.5cm

的燉肉

燉肉塊 烤肉串

豆漿、米漿
、薏仁漿、

燕麥奶

果昔、奶昔
、優酪乳

南瓜濃湯、
優格、蜂蜜

無顆粒的南
瓜醬、果泥

、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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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奶奶生病前是個獨立又有活力的老奶奶，今年初中風後左邊肢體癱瘓，連起身如廁都需要

別人幫忙，往日開朗的笑容不復見。面對疾病造成的功能改變，導致日常生活變得不方便，

連吃飯、穿衣這種小事情也需他人的協助，不禁懷疑自己的人生價值了⋯⋯

透過「輔具」可以讓一切變得不一樣，再次獨立做生活大小事，再次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人

，生活品質也可以變得更好了!

　　中風指的是腦血管因阻塞或出血而造成局部腦血流出現障礙，導致部分

腦功能暫時或永久受損，腦傷對側半邊肢體變得無力甚至認知、語言等功

能也受到影響，生活無法獨立自主。

　　透過輔具的使用可以幫助個案生活獨立，也能增加個案的成就感及減輕照

顧者之負擔，進而提升個案及照顧者之生活品質。我們就從食、衣、住、行、

育樂來看看可利用什麼輔具來增加中風個案的獨立性或安全性吧！

小輔具，大效用
中風個案也可完成生活大小事

文 / 劉上知
國泰綜合醫院復健科職能治療師

　　上述簡單介紹幾種中風個案常使用的輔具，每位個案狀況不同，實際適用

的輔具仍須經專業人員評估再給予適切的建議，才能真正發揮每項輔具該有的

功能並促使中風個案達到最佳的獨立性。

輔助筷：可讓靈活度較差的患側手或非慣用的健側

手輕輕鬆鬆拿筷子吃飯。

加粗握把：在中空的泡棉套筒插入湯匙/叉子即可協

助抓握力氣不足的患手使用餐具，也可插入牙刷或

筆來刷牙或寫字喔！

吸盤碗：可避免碗滑動或翻倒，也可使用止滑墊來

代替。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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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風指的是腦血管因阻塞或出血而造成局部腦血流出現障礙，導致部分

腦功能暫時或永久受損，腦傷對側半邊肢體變得無力甚至認知、語言等功

能也受到影響，生活無法獨立自主。

　　透過輔具的使用可以幫助個案生活獨立，也能增加個案的成就感及減輕照

顧者之負擔，進而提升個案及照顧者之生活品質。我們就從食、衣、住、行、

育樂來看看可利用什麼輔具來增加中風個案的獨立性或安全性吧！

　　上述簡單介紹幾種中風個案常使用的輔具，每位個案狀況不同，實際適用

的輔具仍須經專業人員評估再給予適切的建議，才能真正發揮每項輔具該有的

功能並促使中風個案達到最佳的獨立性。

拉拉鍊/穿褲子輔助夾：利用繩子兩端的夾子一高一

低夾在衣服兩側或夾在上衣及褲子來協助扣上拉鍊

或穿褲子站起時防止褲子掉下去。

單手鞋帶：可讓需綁鞋帶的鞋變成只要將扣環套上

即可。

衣

建議選擇寬鬆有彈性、避免扣子太小的衣物，

訓練「半身不遂個案如何自行穿脫衣服」的方

法可參考復健科職能治療組的衛教資料。 

行

扶手：在廁所/浴室或家中行走動線加裝扶手以減少跌倒風險。

長柄刷：幫忙個案洗澡時較容易洗到背後、健側手和下肢。

馬桶增高器：提升馬桶高度使個案較容易從馬桶起身。

具烘乾功能免治馬桶：是解決無法自己擦屁股的好幫手。

感應燈：安裝於下床到廁所的路線途中以降低半夜起床跌倒的風險。

住

移位腰帶：可協助照顧者保護個案行走或進行轉位

時的安全，並減輕照顧者負擔。

輪椅：通常中風個案使用一般輪椅即可，但要注意

選擇適合的尺寸，如果是轉位需較多協助的個案，

則建議使用有活動扶手及踏板的利於移位輪

椅。關於「輪椅的選擇與使用」可參考復健

科職能治療組的衛教資料。

育
樂

手機架/平板架：可放置手機/平板或書報來進行社交
、娛樂或學習等活動。

撲克牌架/人體工學牌尺：即使一手不方便的個案也
可以開心玩撲克牌或打麻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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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先生3個禮拜前發生中風右手右腳癱瘓住院

，復健之後手腳比較恢復，物理治療師評估後覺得

陳先生上肢功能還不足以提東西及支撐，決定讓陳

先生拿四腳拐練習走路，陳太太納悶地問治療師：

以她自己前年換人工膝關節的經驗，用四支腳的助

行器走路比較安全又穩妥，為什麼要用看起來單薄

危險的四腳拐呢？

　　腦中風個案在不同的恢復時期可能會使用到不

同的步行輔具，以利步行訓練的進行與安全的行走

。不同的行走輔具可提供個案不同的平衡支持面積

，與分擔個案下肢承重能力。因此，依個案個別化

的能力差異，可以給予不同的輔具的選擇建議。

　　以下針對常見的行走輔具種類基本操作的介紹：

助行器：移動順序--助行器     患側腳     健側腳

    適用於兩側上肢都有一定的力氣且可自行控制雙

側上肢動作者，使用的方法為將助行器往前移動一

步的距離後，雙手扶好助行器，先跨出較無力的腳

(患側)，接著雙手撐在助行器上，接著再將健側腳

往前移到較無力的腳旁。

運用不同步行輔具

助中風患者訓練行走
腦中風個案由於腦部組織損傷、上下肢的活動和機能受限，常影響個案的日常生活

功能與生活品質。行走功能是個案能否返回獨立生活很重要的因子之一，行走能力

不佳，也會使得個案的整體身體活動量下降，進而影響個案心肺耐力，更惡化生活

功能與品質。

▲開始位置，右腳為患腳 ▲助行器往前

圖1 

▲患腳往前

圖3

▲雙手用力支撐，健側腳往
   前，回到開始位置

圖4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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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例中，陳太太膝關節開刀並不影響上肢雙手的

力氣及控制，使用助行器確實安全穩定；陳先生右上

肢恢復還不足以提起助行器及支撐身體，單側施力反

而容易讓助行器失去平衡而發生危險。

四腳柺與單柺：移動順序--四腳柺(或單柺)     患側腳          

     健側腳

    腦中風個案大多數患側手的力量與控制皆有缺損，

不利於進行輔具操控，此時就會選擇四腳柺(或單柺)

作為行走輔具。

　　行走時將柺杖往前移一步的距離後，先跨出較無

力的腳(患側)，接著健側手撐好柺杖並將健側腳往前

移到患側腳旁。單柺的使用方式與四腳柺相同，但單

柺適用於平衡與患側下肢控制能力較好的個案。

　　

▲開始位置，右腳為患腳

圖1 

▲開始位置，右腳為患腳

圖2

▲手用力支撐，健側腳往前
   ，回到開始位置

圖4

▲患腳腳往前

圖3

　　行走輔具使用時，輔具高度選擇是，使用者手扶著輔具扶手時，手肘彎曲成20度

-30度之間，以利支撐操作。

　　中風個案行走輔具的選擇，依著是要進行訓練或是做為日常步行常規使用以提高

行走的穩定度與便利性等不同目的，會有不一樣的建議。需依照個案的肢體控制能力

，例如：力量、平衡、動作控制等，進行個別化的評估與建議。

　　多數的中風個案為跌倒的高風險族群，選擇適當的行走輔具且正確的使用，可以

提升個案的行走獨立性與降低跌倒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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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執行神經物理治療業務時，常會聽到一些中風患者問起：「治療

師，我這半邊的身體不會動，肩膀也好像鬆開了，怎麼辦?」「鬆

開的肩膀，是不是要去買肩膀吊帶來穿?」「治療師，我肩關節鬆

鬆的，會不會很容易受傷，要怎麼保護它?」在中風的前期，這個

問題常常會發生在一些肩膀無力的患者身上。臨床上，最常見的方

法就是在患側肩膀穿上肩膀吊帶，用以治療中風肩部半脫位。至於

，是否真的可以用肩膀吊帶來治療或預防肩關節半脫位，一直是一

個爭議的問題。因此，我們就這個問題來討論相關的利弊得失。

肩關節構造和中風患者的肩部動作

　　大部分關節的主要構造為骨骼、肌肉和軟組織(如：韌帶、關節

囊..等)。肩關節的骨骼部份是由肩胛骨、鎖骨和肱骨所組成的球窩

關節。肩關節的活動度很大，穩定性需由骨骼、肌肉、關節囊和韌

帶等來維持。肩胛骨為扁平的三角形，會隨著上肢抬高而產生連動

的動作，肱骨和肩胛骨在手臂上抬角度大於60度後會依循著2：1的

比例來產生動作，如手臂抬高180度時，分別為肱骨抬高120度和肩

胛骨抬高了60度所致。另外當肱骨抬高時，肩部肌肉會把肱骨頭往

下拉避免撞擊肩峰關節而產生夾擠現象，這些對肩關節很重要的協

調動作，常是中風患者缺乏或受損的。

　　中風患者的肩部動作會因中風程度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表現，如：軟癱、有張力、不精

準的動作、稍較精準的動作控制。在軟癱期，比較容易發生肩關節半脫位的現象；在張力期

，就比較少發生肩關節半脫位，但在這些時期都很容易因照顧不當或動作不小心而產生肩部

的疼痛。臨床上，常有患者把肩關節半脫位和肩部疼痛畫上等號，認為有了肩關節半脫位就

會產生疼痛，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因為目前的實證證據表示，肩部疼痛和肩關節半脫位是

沒有相關性的，肩部疼痛的因素主要分為神經性和機械性：神經性顧名思義就是因神經系統

發生問題而引起的；機械性的原因常是患者手臂抬高時(被動性或主動性都可能)肱骨和肩胛

骨無法依循上述的協調動作引發肩部的夾擠現象而產生疼痛；另一個常見的因素就是患側肩

膀被拉傷，很多是照顧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去拉扯患者的肩膀而造成傷害。

肩關節半脫位和肩膀吊帶

　　肩關節半脫位的現象，主要是說肱骨頭向下或伴隨著向前離開了關節窩而產生較大的縫

隙，嚴重的，從外表就看得出來或摸得出來有明顯的凹窩。

　　臨床上，在肩關節無力的中風患者常見到在肩膀上帶著一條肩膀吊帶，用來保護肩關節

、預防半脫位的發生或防止半脫位的加劇。但肩膀吊帶是否真的有功效呢？根據目前研究的

實證證據表示，肩膀吊帶對於治療或預防肩關節半脫位，目前並沒有確切的證據可以證明是

有效的。要說明吊帶與肩關節半脫位的關係，就如同人們穿著恨天高的鞋子一樣，雖然整體

高度提高了，但人們的身高本質卻是不變的，也就是說，有肩關節半脫位的患者穿上了肩部

吊帶，雖然半脫位的程度可以被減少，但脫掉吊帶後，半脫位的距離還是一樣；而在預防肩

關節半脫位變嚴重的效果方面，目前也未被證實是有效的。

　　那是否一定要穿肩膀吊帶呢？單就肩關節半脫位或肩膀疼痛來說，有穿、沒穿的結果是

一樣的，所以要不要穿，都可以。但要注意的是，很多人穿了吊帶後，就以為有保護效果，

故在做動作時，反而沒有去注意上肢的動作，因此造成了不好的結果，如拉傷或肩部夾擠引

發疼痛；另外也要注意，不要穿了吊帶後，因不敢動而使得關節變僵硬。

    

如何保護肩關節

　　對於中風患者的肩關節半脫位。我們該如何保護它呢？首先，我們要了解：肩關節半脫

位不一定會直接造成肩膀疼痛，肩關節半脫位也不會影響中風後動作的恢復，所以不要因為

有了肩關節半脫位，就有很多負面的想法。肩關節半脫位多發生在中風的軟癱期，在這個時

期，要注意的是，因肩膀肌肉無力，上肢的重量沒有肌肉幫忙抵銷，持續拉扯肩關節的軟組

織，而引起肩部疼痛，所以我們要做的是避免長時間的重量拉扯或照顧者不當的拉扯。另外

要注意的是，執行動作或接受被動關節活動時，要避免肱骨和肩峰產生夾擠的現象。例如當

肩膀無力時，於坐姿或站姿，若沒有人幫忙調整肩胛骨動作，上臂盡量不要做抬高超過肩膀

的高度，也不要做高度過頭的拉繩活動。

　　預防勝於治療，肩關節半脫位本身不會造成不良的影響，主要是避免肩部疼痛的產生；

所以適當的保護和了解，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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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關節構造和中風患者的肩部動作

　　大部分關節的主要構造為骨骼、肌肉和軟組織(如：韌帶、關節

囊..等)。肩關節的骨骼部份是由肩胛骨、鎖骨和肱骨所組成的球窩

關節。肩關節的活動度很大，穩定性需由骨骼、肌肉、關節囊和韌

帶等來維持。肩胛骨為扁平的三角形，會隨著上肢抬高而產生連動

的動作，肱骨和肩胛骨在手臂上抬角度大於60度後會依循著2：1的

比例來產生動作，如手臂抬高180度時，分別為肱骨抬高120度和肩

胛骨抬高了60度所致。另外當肱骨抬高時，肩部肌肉會把肱骨頭往

下拉避免撞擊肩峰關節而產生夾擠現象，這些對肩關節很重要的協

調動作，常是中風患者缺乏或受損的。

　　中風患者的肩部動作會因中風程度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表現，如：軟癱、有張力、不精

準的動作、稍較精準的動作控制。在軟癱期，比較容易發生肩關節半脫位的現象；在張力期

，就比較少發生肩關節半脫位，但在這些時期都很容易因照顧不當或動作不小心而產生肩部

的疼痛。臨床上，常有患者把肩關節半脫位和肩部疼痛畫上等號，認為有了肩關節半脫位就

會產生疼痛，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因為目前的實證證據表示，肩部疼痛和肩關節半脫位是

沒有相關性的，肩部疼痛的因素主要分為神經性和機械性：神經性顧名思義就是因神經系統

發生問題而引起的；機械性的原因常是患者手臂抬高時(被動性或主動性都可能)肱骨和肩胛

骨無法依循上述的協調動作引發肩部的夾擠現象而產生疼痛；另一個常見的因素就是患側肩

膀被拉傷，很多是照顧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去拉扯患者的肩膀而造成傷害。

肩關節半脫位和肩膀吊帶

　　肩關節半脫位的現象，主要是說肱骨頭向下或伴隨著向前離開了關節窩而產生較大的縫

隙，嚴重的，從外表就看得出來或摸得出來有明顯的凹窩。

　　臨床上，在肩關節無力的中風患者常見到在肩膀上帶著一條肩膀吊帶，用來保護肩關節

、預防半脫位的發生或防止半脫位的加劇。但肩膀吊帶是否真的有功效呢？根據目前研究的

實證證據表示，肩膀吊帶對於治療或預防肩關節半脫位，目前並沒有確切的證據可以證明是

有效的。要說明吊帶與肩關節半脫位的關係，就如同人們穿著恨天高的鞋子一樣，雖然整體

高度提高了，但人們的身高本質卻是不變的，也就是說，有肩關節半脫位的患者穿上了肩部

吊帶，雖然半脫位的程度可以被減少，但脫掉吊帶後，半脫位的距離還是一樣；而在預防肩

關節半脫位變嚴重的效果方面，目前也未被證實是有效的。

　　那是否一定要穿肩膀吊帶呢？單就肩關節半脫位或肩膀疼痛來說，有穿、沒穿的結果是

一樣的，所以要不要穿，都可以。但要注意的是，很多人穿了吊帶後，就以為有保護效果，

故在做動作時，反而沒有去注意上肢的動作，因此造成了不好的結果，如拉傷或肩部夾擠引

發疼痛；另外也要注意，不要穿了吊帶後，因不敢動而使得關節變僵硬。

    

如何保護肩關節

　　對於中風患者的肩關節半脫位。我們該如何保護它呢？首先，我們要了解：肩關節半脫

位不一定會直接造成肩膀疼痛，肩關節半脫位也不會影響中風後動作的恢復，所以不要因為

有了肩關節半脫位，就有很多負面的想法。肩關節半脫位多發生在中風的軟癱期，在這個時

期，要注意的是，因肩膀肌肉無力，上肢的重量沒有肌肉幫忙抵銷，持續拉扯肩關節的軟組

織，而引起肩部疼痛，所以我們要做的是避免長時間的重量拉扯或照顧者不當的拉扯。另外

要注意的是，執行動作或接受被動關節活動時，要避免肱骨和肩峰產生夾擠的現象。例如當

肩膀無力時，於坐姿或站姿，若沒有人幫忙調整肩胛骨動作，上臂盡量不要做抬高超過肩膀

的高度，也不要做高度過頭的拉繩活動。

　　預防勝於治療，肩關節半脫位本身不會造成不良的影響，主要是避免肩部疼痛的產生；

所以適當的保護和了解，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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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不會反對，飲酒過量

會對心臟和整體健康產生有害

影響。但對於社會壓力大的現

代人來說，喝點小酒放鬆心情

的誘惑可能會很強烈。然而為

了你的健康，過量喝酒是有害

身「心」的。因為酒精會導致

心律不整、高血壓、心肌損傷

以及其他疾病如腦中風、肝臟

病和某些癌症等。

　　此外酒精的熱量也很高，它會導致體重增加，並

且降低自制能力，使你在酒後更難堅持健康飲食計劃

。所以喝酒對於體重控制來說絕對不是一個好選擇。

如果要喝酒，一定要遵守以下建議：

　　男性和女性每週飲酒量不應超過14單位，每週喝

酒天數不應超過3-4天。大多數人並不是每天都喝酒，

但對於每天習慣喝酒的族群來說，不碰酒的休息日是

十分重要的，而且不要覺得幾天沒喝，就可以增加飲

酒量滿足口慾。如果每週有14個單位的酒精攝取，也

需要把這個量均勻地分布在3天或3天以上進行。因為

一次性喝下大量酒精會對身體造成額外的傷害，所以

需要避免「狂飲」。如果萬一真的飲酒過量，48小時

內不要飲酒，讓身體有時間恢復。

　　那麼，1個單位的酒精是多少呢？單位的數量是基

於飲料的大小和酒精強度鉻(Alcohol By Volume, ABV)得

出的。ABV(酒精體積)數字是酒精在飲料中的百分比。1個單位的酒精可以是：1口(25毫升)的

烈性酒(40%酒精含量)、1杯(50毫升)的利口酒，雪利酒或其他濃醇葡萄酒(20%酒精含量)、1

罐(約300毫升)的正常強度(4%酒精含量)的啤酒、蘋果酒。而1杯(約150毫升)葡萄酒

(13%酒精含量)則含有2單位。

　　媒體很常報導，攝取酒精可能對心血管有好處，對於55歲以上的女性來說，只要每週酒

精攝入不超過5個單位，可能對心臟健康有好處。然而，如果對於還沒有開始喝酒的族群，並

不建議開始喝酒。因為有更安全、更健康的方法來保護心臟，包括運動、均衡飲食和戒菸。

　　經常飲酒過量和高血壓之間有著非常明顯的聯繫。隨著時間的推移，高血壓會給心肌帶

來壓力，並可能導致心血管疾病，增加心臟病和中風的風險。對於經常飲酒並且飲酒過量的

病人建議減少或完全停止飲酒。

　　很多人會有迷思，紅酒是不是比其他酒來得好。但事實上，英國於2016年1月發佈的新

指引稱，男性和女性每週飲酒不超過14單位是最安全的，但與酒類無太大關係。而喝酒的風

險遠遠超過任何可能的好處。最新證據表明，飲酒對心臟健康的好處要比之前認為的要少，

而且適用的人群也比之前認為的要少。在英國，也只有55歲以上的女性可能會整體受益，但

即使是這些族群，也只能在較低的飲酒水平下，即每週5單位或更少的喝酒量下才有好處。

　　對已經患有心律不整尤其是遺傳性心律問題的病人來說，酒精可能會增加這種風險。而

因為重度飲酒導致首次心律不整發作後，會增加日後的心血管風險。而當重度飲酒的病人停

止飲酒或減少飲酒量時，血壓卻會迅速在幾天內改善。所以戒酒少喝對健康是百利無一害。

對於患有酒精性心肌病變的人來說，戒酒可以改善病況甚至康復。

　　對於長期服用藥物的人來說，酒精會降低藥物的效果。尤其是服用治療糖尿病的藥物，

或者正在服用抗凝血劑時，喝酒會影響這些藥物的作用，這些副作用是不得不注意的。隨著

時間的推移，酒精也會對肝臟造成損害，尤其是大量飲用時會產生肝臟發炎的情況。而心臟

病病患很多時侯會服用降膽固醇等直接作用於肝臟的藥物，一旦與酒精混合後可能會對肝臟

造成進一步的損害。

　　另外，人們常常只把熱量和食物聯繫在一起，而忘記了許多酒精飲料的熱量都很高。最

純淨的酒精每1克含有約7大卡熱量。1個單位的酒精約為8克，即56大卡，相當於1份奶油的

熱量。相比之下，碳水化合物每1克含有4大卡熱量。經常攝入過多的卡路里會導致體重增加

，導致肥胖，這些都是心臟病發作、中風和第2型糖尿病的風險因子。同時，酒精也會讓你

比平時吃得更多，或做出不健康的食物選擇，因為下酒菜餚大都是重油重鹹。

　　為了心血管的健康著想，少喝不喝酒才是健康正道。

戒酒或少喝酒 

保護心血管

文 / 郭志東
國泰綜合醫院心血管中心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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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酒精的熱量也很高，它會導致體重增加，並

且降低自制能力，使你在酒後更難堅持健康飲食計劃

。所以喝酒對於體重控制來說絕對不是一個好選擇。

如果要喝酒，一定要遵守以下建議：

　　男性和女性每週飲酒量不應超過14單位，每週喝

酒天數不應超過3-4天。大多數人並不是每天都喝酒，

但對於每天習慣喝酒的族群來說，不碰酒的休息日是

十分重要的，而且不要覺得幾天沒喝，就可以增加飲

酒量滿足口慾。如果每週有14個單位的酒精攝取，也

需要把這個量均勻地分布在3天或3天以上進行。因為

一次性喝下大量酒精會對身體造成額外的傷害，所以

需要避免「狂飲」。如果萬一真的飲酒過量，48小時

內不要飲酒，讓身體有時間恢復。

　　那麼，1個單位的酒精是多少呢？單位的數量是基

於飲料的大小和酒精強度鉻(Alcohol By Volume, ABV)得

出的。ABV(酒精體積)數字是酒精在飲料中的百分比。1個單位的酒精可以是：1口(25毫升)的

烈性酒(40%酒精含量)、1杯(50毫升)的利口酒，雪利酒或其他濃醇葡萄酒(20%酒精含量)、1

罐(約300毫升)的正常強度(4%酒精含量)的啤酒、蘋果酒。而1杯(約150毫升)葡萄酒

(13%酒精含量)則含有2單位。

　　媒體很常報導，攝取酒精可能對心血管有好處，對於55歲以上的女性來說，只要每週酒

精攝入不超過5個單位，可能對心臟健康有好處。然而，如果對於還沒有開始喝酒的族群，並

不建議開始喝酒。因為有更安全、更健康的方法來保護心臟，包括運動、均衡飲食和戒菸。

　　經常飲酒過量和高血壓之間有著非常明顯的聯繫。隨著時間的推移，高血壓會給心肌帶

來壓力，並可能導致心血管疾病，增加心臟病和中風的風險。對於經常飲酒並且飲酒過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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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會有迷思，紅酒是不是比其他酒來得好。但事實上，英國於2016年1月發佈的新

指引稱，男性和女性每週飲酒不超過14單位是最安全的，但與酒類無太大關係。而喝酒的風

險遠遠超過任何可能的好處。最新證據表明，飲酒對心臟健康的好處要比之前認為的要少，

而且適用的人群也比之前認為的要少。在英國，也只有55歲以上的女性可能會整體受益，但

即使是這些族群，也只能在較低的飲酒水平下，即每週5單位或更少的喝酒量下才有好處。

　　對已經患有心律不整尤其是遺傳性心律問題的病人來說，酒精可能會增加這種風險。而

因為重度飲酒導致首次心律不整發作後，會增加日後的心血管風險。而當重度飲酒的病人停

止飲酒或減少飲酒量時，血壓卻會迅速在幾天內改善。所以戒酒少喝對健康是百利無一害。

對於患有酒精性心肌病變的人來說，戒酒可以改善病況甚至康復。

　　對於長期服用藥物的人來說，酒精會降低藥物的效果。尤其是服用治療糖尿病的藥物，

或者正在服用抗凝血劑時，喝酒會影響這些藥物的作用，這些副作用是不得不注意的。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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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病患很多時侯會服用降膽固醇等直接作用於肝臟的藥物，一旦與酒精混合後可能會對肝臟

造成進一步的損害。

　　另外，人們常常只把熱量和食物聯繫在一起，而忘記了許多酒精飲料的熱量都很高。最

純淨的酒精每1克含有約7大卡熱量。1個單位的酒精約為8克，即56大卡，相當於1份奶油的

熱量。相比之下，碳水化合物每1克含有4大卡熱量。經常攝入過多的卡路里會導致體重增加

，導致肥胖，這些都是心臟病發作、中風和第2型糖尿病的風險因子。同時，酒精也會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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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心血管的健康著想，少喝不喝酒才是健康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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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是如何傳染的？

　　流感主要藉由咳嗽及打噴嚏等飛沫傳染

方式傳播病毒，接觸到汙染物上的口沫或鼻

涕等黏液，再觸摸自己的口鼻亦可能被傳染

。潛伏期約1至4天，在發病前1天至症狀出現

後的3至7天皆具有傳染力。流感病毒容易發

生抗原變異，因此能夠不斷地感染侵襲人類

，每個人的一生中可以有多次流感病毒感染

，無法在感染過1次之後獲得終生免疫。

流感的臨床表現為何？

　　流行性感冒症狀特色為發高燒(體溫可能

超過39℃)、頭痛、倦怠與全身肌肉痠痛。此

外，喉嚨痛、上呼吸道症狀、腹瀉與嘔吐也

是常見症狀。多數患者在發病後會自行痊癒

，少數患者可能出現嚴重併發症，例如：肺

炎、腦炎、心肌或心包膜炎及繼發性細菌感

染。高危險族群包含嬰幼兒、罹患氣喘或腦

性麻痺兒童、孕婦、老年人、肥胖者、免疫

功能不全者或慢性疾病患者（例如：先天性

心臟病、心臟衰竭、慢性肺疾病及代謝性疾

病）。

一直高燒不退該怎麼辦？

　　流感可能會高燒2至3天，若退燒後精神

活力回復正常或顯著改善，可規則給予退燒

藥改善高燒引起的身體不適。若患者在退燒

後精神活力仍明顯變差、嗜睡、意識改變、

持續性嘔吐、呼吸困難或發紺，這些症狀皆

可能是重症前兆，須及早就醫回診。

流感如何診斷？

　　流感診斷主要根據臨床症狀，如有明顯

接觸史或出現高燒伴隨肌肉痠痛等典型症狀

即可診斷。流感快速篩檢亦可協助診斷，但

其準確度約為5成至7成左右，若病毒量較少

、在剛發病時篩檢或採檢方式有誤差等因素

皆會造成偽陰性，因此不能單純就流感快速

流感是具有明顯季節性特徵的流行疾病，疫情的

發生通常具有週期性，臺灣地區位處於熱帶及亞

熱帶地區，過去以秋、冬季較容易發生流行，流

行高峰期多為每年12月至隔年1、2月。近年來由

於氣候變遷與暖冬現象，疫情流行週期性略有變

化，每年春至夏季仍可能出現流感病患。

篩檢的結果診斷是否為流感感染，喉部病毒培養或藉由聚合酶連鎖反應（PCR）檢測

流感病毒RNA可幫助確診。

流感有藥物可以治療嗎？

　　過去流感治療藥物有3種劑型，分別為口服克流感（Tamiflu）、吸入型瑞樂沙（

Relenza）及注射型瑞貝塔（Rapiacta）。口服克流感為孕婦及哺乳中婦女的首選藥物

。5歲以上兒童與成年人可使用瑞樂沙治療，以經口吸入方式投入呼吸道。流感重症

病人，或因昏迷等原因無法使用克流感或瑞樂沙，可改用瑞貝塔治療。2019年8月一

口服新藥Xofluza（紓伏效）取得臺灣衛福部許可上市，目前可使用於治療與預防12

歲以上青少年和成人流感患者。常見藥物副作用為頭暈、噁心嘔吐或類似感冒之症狀

，一般並不嚴重。流感藥物治療療程為5天，研究顯示，症狀開始後48小時內開始治

療，療效最佳。但也有些研究認為住院病人在症狀超過48小時後才投藥，仍有縮短

住院天數或減低死亡率的助益。

流感疫苗注射與副作用？

　　流感疫苗種類分成保護兩種A型加一種B型流感病毒的三價疫苗，以及保護兩種A

型加2種B型流感病毒的四價疫苗。自2019年起因應臺灣歷年疫情分析與全球趨勢，

將公費流感疫苗改為四價疫苗。施打對象包含：滿6個月以上至國小入學前幼兒、國

小/國中/高中/高職/五專一至三年級學生以及少年矯正學校及輔育院學生、50歲以上

成年人、具有潛在疾病者（含高風險慢性病人、BMI>30、罕見疾病患者及重大傷病

患者）、機構對象、醫事及衛生防疫相關人員、禽畜業及動物防疫相關人員、孕婦及

6個月內嬰兒之父母與幼兒園托育人員及托育機構專業人員。流感疫苗只能預防流感

病毒感染或降低罹患流感時的疾病嚴重度，對於一般感冒病毒是沒有防護力的，施打

流感疫苗也不能百分之百避免流感感染。接種後可能會有注射部位疼痛或紅腫，少數

的人會有全身性的輕微反應，例如：發燒、頭痛、噁心、蕁麻疹或肌肉痠痛等症狀，

一般會在發生後1至2天內自然恢復。嚴重的副作用為立即型過敏反應，臨床表現可

能出現頭昏、眼睛或嘴唇腫脹、沙啞、呼吸困難、心跳加速甚至過敏性休克，通常在

接種後數分鐘至數小時內即發生。

施打流感疫苗有無禁忌症？

　　急性感染伴隨有發燒症狀時不適合施打流感疫苗，若過去注射流感疫苗曾發生嚴

重不良反應者也不應接種。注射後須觀察30分鐘，若沒有不適症狀才能離開。

結語

　　流感為一具有高度傳染力病毒，在流行期間應盡量避免出入人潮擁擠或空氣不流

通的公共場所。此外，注意個人衛生防護，例如：勤洗手並注意咳嗽禮節，亦有助於

減少被病毒感染的風險。

秋冬留意
流行性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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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精神活力仍明顯變差、嗜睡、意識改變、

持續性嘔吐、呼吸困難或發紺，這些症狀皆

可能是重症前兆，須及早就醫回診。

流感如何診斷？

　　流感診斷主要根據臨床症狀，如有明顯

接觸史或出現高燒伴隨肌肉痠痛等典型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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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感染或降低罹患流感時的疾病嚴重度，對於一般感冒病毒是沒有防護力的，施打

流感疫苗也不能百分之百避免流感感染。接種後可能會有注射部位疼痛或紅腫，少數

的人會有全身性的輕微反應，例如：發燒、頭痛、噁心、蕁麻疹或肌肉痠痛等症狀，

一般會在發生後1至2天內自然恢復。嚴重的副作用為立即型過敏反應，臨床表現可

能出現頭昏、眼睛或嘴唇腫脹、沙啞、呼吸困難、心跳加速甚至過敏性休克，通常在

接種後數分鐘至數小時內即發生。

施打流感疫苗有無禁忌症？

　　急性感染伴隨有發燒症狀時不適合施打流感疫苗，若過去注射流感疫苗曾發生嚴

重不良反應者也不應接種。注射後須觀察30分鐘，若沒有不適症狀才能離開。

結語

　　流感為一具有高度傳染力病毒，在流行期間應盡量避免出入人潮擁擠或空氣不流

通的公共場所。此外，注意個人衛生防護，例如：勤洗手並注意咳嗽禮節，亦有助於

減少被病毒感染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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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狀腺癌也是內分泌系統最常見的癌症，大多數為預後良好的乳

突癌。甲狀腺消融術是藉超音波導引將探針伸入甲狀腺，利用交流電

原理將其動能轉化成熱能來燒除目標物。消融術包括雷射、射頻、微

波和高強度聚焦超音波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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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歲OL蔡小姐在公司體檢意外發現右甲狀腺有一0.6公分結節，轉診

經由穿刺細胞檢查高度懷疑是「乳突癌」！因不想在頸部留下疤痕，

經友人介紹到醫院接受消融治療，12個月後腫瘤消失，蔡小姐對手術

結果感到滿意。

45歲趙先生多年前曾罹患甲狀腺癌，經過手術及原子碘治療後，最近

發現癌細胞復發且位於氣管旁，二次手術傷到喉返神經的機率相當高

。後來醫院選擇用消融術治療，術後2年經檢查癌細胞已完全清除。

復發甲狀腺癌：

原發甲狀腺癌：

　　因病人接受過手術造成手術風險大幅增加，或是病人年邁、身體

狀況欠佳。射頻消融術因為可以局部麻醉施行且併發症風險較小，可

作為處理方式之一，但仍應以手術為優先選擇。

復發乳突狀癌

甲狀腺乳突狀癌在接受完整治療後(包含開刀以及放射碘)，仍然有

機會在局部淋巴結以及原本甲狀腺位置產生復發。

何謂低危險性？

腫瘤大小≦1公分，且為乳突狀癌(沒有其他高危險細胞特徵)，無

明顯遠端轉移及局部淋巴轉移，腫瘤遠離喉返神經與氣管。

　　2021年歐洲甲狀腺協會、歐洲心血管和介入放射學會就針對甲狀

腺微小癌使用微創治療(包括熱消融)的時機提出臨床指引，建議消融

治療可以應用在甲狀腺微小癌一些特定族群上。

義大利：雷射消融(LA)

中國：微波消融(MWA)

韓國：射頻消融(RFA)

香港：高能量聚焦超音波(HI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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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發甲狀腺癌應以手術為優先選擇。但

當腫瘤小於1公分（微小乳突癌），有研究

顯示在10年追蹤期間，80%微小乳突癌沒有

任何進展，根本不需手術。但大多時候患者

會對體內有癌細胞感到焦慮，最終仍會因心

理因素而選擇進行甲狀腺切除。消融術僅需

局部麻醉，甲狀腺微小癌消融治療後5年追

蹤，復發機率不到1%。國外也有研究表示，

表一 歐洲甲狀腺協會：甲狀腺微小癌患者接受微創治療的適應症

表二 消融治療甲狀腺癌

人口統計學

細胞學

超音波檢查

技術資源

傾向於熱消融的因素

高齡

相關合併症

無高危亞型的家族史

對側聲帶麻痺

拒絕手術

乳突癌經典變異型

---

中央部位

邊界清晰

無包膜侵犯

孤立病灶

無甲狀腺外侵犯的證據

精通超音波導引消融程序

傾向於手術的因素

年輕

無合併症

家族好發

---

---

令人擔憂的細胞學特徵

高危分子特徵

包膜下部位

靠後部位

氣管旁部位

結節性甲狀腺腫

甲狀腺外擴散

甲狀腺手術經驗豐富

參考文獻：Mauri G, et al. Eur Thyroid J. 2021 Jun;10(3):185-197.

製表：王文弘醫師

疾病

定義

適用

優點

限制

費用

原發甲狀腺癌

過去沒有得過甲狀腺癌，現在第一次發現

得到甲狀腺癌。

1.適用於腫瘤小於1公分的微小乳突癌且無

轉移至淋巴結。

2.病人手術風險很高或病人拒絕手術

1.保留甲狀腺的狀況下接受治療，不需進行

全切除而造成終生依賴荷爾蒙藥物。

2.降低患者對體內有癌細胞感到焦慮。

3.適合對年紀較長、心臟功能不佳等族群

  (局部麻醉)。

腫瘤大於1公分或癌細胞轉移至淋巴結。 

健保不給付，需自費。

復發甲狀腺癌

過去曾接受過甲狀腺癌手術，現在又長出新

的甲狀腺癌。

病人不願或不適合手術時，治療目標分為治

癒(curative)或緩解(palliative)療法。

1.減少再度復發的二次手術需面臨組織沾黏

困境及增加手術傷害到神經的風險。

2.適合對年紀較長、心臟功能不佳等族群

   (局部麻醉)。

復發癌大於3公分或有超過3處以上病灶需同

時合併其它治療方式(放射或標靶治療)。

健保不給付，需自費。

用消融治療可以有效降低患者焦慮心理。即

使將來復發都還可以接受傳統治療，而效果

一樣好，預後沒有差別。

結論：
　　無論是復發或原發甲狀腺癌，當然每個

患者情形不同，最主要還是要向主治醫師諮

詢討論，來形成客製化治療的共識與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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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黃璿穎
國泰綜合醫院藥劑科藥師 

醫 藥 百 寶 箱

談治療
便秘藥物

何謂便秘    

　　近年來因生活習慣改變，飲食趨於精緻，運動頻率下降，面臨壓力增大，現

代人普遍有腸胃不適的症狀。一般而言，正常人排便的頻率約在每日3次到每週

3次之間，而便秘是指因糞便太硬或太乾而導致排便不順的症狀。常見的便秘症

狀有以下幾種，包含排便費力、糞便硬結、排便不盡感、排便頻率減少等等。導

致便秘的原因有很多，包含生活習慣產生變化(例如：水或纖維素攝入不足)、年

齡增加所導致的腸胃蠕動減慢、懷孕或是更年期荷爾蒙發生變化、服用相關藥物

(例如：制酸劑、部分抗憂鬱藥)等等。

　　目前治療便秘的方式依其潛在性成因和患病時間長度有所不同，可能有幫助

的措施包含：飲用足夠的液體、攝取更多纖維及增進運動等等。如果上述方法都

無效，建議就診，請醫師評估是否使用藥物來改善便秘症狀。接下來針對幾大類

便秘藥物做介紹。

膨脹型瀉劑（Bulk-forming laxatives）

　　此類型的瀉劑通常是天然合成的多肽類或細胞衍生物，透過吸收水分去增加

大便體積，進而促進排便的頻率，因此建議服用的同時，務必要配足夠的水分。

另外，此類型瀉劑最快見效時間大約落在12小時至3天之間，一般使用不超過1

週，1週後若未見改善則應回診，如果需要長期使用，須由醫師評估。服用之後

可能發生噁心、嘔吐、嚴重腹痛或發疹等過敏症狀，一旦發生應立即停用並盡快

回診。此類型瀉劑劑型特殊，多為顆粒劑或

粉劑，代表性的成分有以下兩種：車前子（

Psyllium Husk）和梧桐亞科以及鼠李科植物

萃取物（62% Sterculia 8% Frangula），前者

服用時先將1包粉倒入240cc水中，混和均勻

之後需立刻喝下，並追加1杯冷開水增加藥

效；至於後者，使用時須注意顆粒請直接倒

入嘴巴，不要再咬碎或咀嚼，並配合適量水

分喝下。

滲透型瀉劑（Osmotic agents）

　　此類型瀉劑本身不被腸道吸收或代謝，

會透過在腸腔內形成滲透壓將水分跟電解質

留在腸腔之內，進而軟化糞便，提升排便頻

率。此類藥品劑型有口服及直腸給予兩種，

口服部分市面上常見的藥物是氧化鎂以及乳

果糖（Lactulose），見效時間大約在0.5-48

小時之間；直腸給予部分市面上常見的藥物

是甘油浣腸劑（甘油球），見效時間約在1

小時以內，建議1次投予1劑，1天最多兩劑

。副作用方面，服用此類型瀉劑可能發生腹

瀉、噁心、嘔吐、嚴重腹痛、直腸發炎等等

症狀，一旦發生應立即停用並回診。另外，

服用1週後，若排便狀況未見改善，最好回診

請醫師評估是否提高劑量或更換藥品，一般

不建議長期使用。

潤滑劑（Surfactants）

　　此類型瀉劑透過降低糞便之間表面張力

，促使水分更容易進到糞便中，進而達到促

進排便的效果。最快發揮藥效時間約24-72小

時，缺點是，和其他類型相比相對較無效，

但耐受性較佳，副作用較少。市面上大多是

複方（混合了刺激型瀉劑），唯一的單方藥

物是多庫脂鈉（docusate sodium），為一從國

外輸入的藥品。

刺激型瀉劑（Stimulant laxatives）

　　此類型瀉劑透過改變腸道黏膜電解質的

運輸，並同時增加腸道蠕動，進而提升排便

頻率。市面上常見藥品分為口服以及肛門塞

劑兩種，一般大多睡前使用，口服部分包含

番瀉葉（Sennoside）、比沙可啶（Bisacodyl

）、蓖麻子油（Castor oil），最快見效時間

約為2-12小時；肛門塞劑大約0.5-3小時見效

。副作用部分常見的是噁心、嘔吐、嚴重腹

痛等等，長期使用甚至可能會發生低血鉀、

腸病變、電解質失衡等現象，也容易產生依

賴性，因此一般不太建議長期使用，建議使

用前應由醫生評估。

結語

　　便秘是身體的一種警訊，造成的原因也

有很多種，像是前言中提到的生活習慣的改

變、壓力、懷孕或腸道阻塞的疾病等等，因

此一旦發生便秘症狀，請勿自行直接服用瀉藥

，最好還是要請醫生評估診斷，才能做出最正

確的治療。另外，除了以上藥物治療之外，同

時採取多運動、多喝水、多攝取高纖維的食物

等方式改善生活型態也相當重要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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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場工人、廚師
˙工作環境中有揮發性溶劑，例如雷射印表

機油墨、油漆
˙經常使用殺蟲劑
˙有氣喘病史、支氣管過度敏感、慢性支氣

管炎或肺部反覆感染
□一分鐘登階測試，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

學會發展的「1分鐘358」登階測試(爬樓
梯)，進行自我檢測肺功能的狀況。
0~30階：如果1分鐘內，登階未達30階，

屬於高風險族群，需檢視自身有
沒有吸菸史或呼吸喘、咳嗽有痰
症狀，盡速就醫檢查。

30~50階：如果1分鐘內，能登階30-50階
，屬於中重度風險族群，需多
留意自身肺功能。

50~80階：如果1分鐘內，能登階50階以上
，表示肺功能相當不錯，屬於
低風險族群。

2.評估與診斷
．詢問病史

詳盡告訴醫師自己情況，醫師才能正確診
斷，例如是否吸菸、有無咳嗽症狀、如果
有咳嗽是出現在白天或晚上、個人或親屬
是否有罹患過肺病、是否曾暴露危險因子
，同時利用問卷評估症狀的嚴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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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慢性肺阻塞肺病

　　慢性肺阻塞肺病是一種慢性呼吸道發炎
，造成呼吸道阻塞的疾病。當肺臟長期吸入
有害顆粒或氣體後，引起發炎反應。這種發
炎反應會讓呼吸道分泌過多黏液，進而造成
支氣管阻塞，使氣體無法順暢進出肺部，甚
至會導致呼吸困難。

慢性肺阻塞肺病症狀

　　常常是在40歲以後才逐漸出現，由於在
早期症狀不明顯，症狀像一般感冒或甚至可
能沒有症狀，不容易察覺。常出現症狀有慢
性咳嗽、濃痰、呼吸困難、喘鳴聲、運動時
容易喘，尤其是爬樓梯及搬重物時明顯感覺
喘，如果未接受治療，漸漸地，連休息時都
會出現呼吸困難。

如何診斷慢性肺阻塞肺病
1.自我檢測：
□是否有接觸暴露危險因子
˙吸菸習慣或長期吸入二手菸，最主要的危

險因子
˙有家族病史
˙住家或工作場所附近有空氣汙染的問題
˙工作環境會接觸大量粉塵或煙霧，例如砂

肺阻塞知多少？
淺談肺阻塞肺部疾病保健

文 / 胡麗娟
國泰綜合醫院社區護理組慢性肺阻塞個管師 

陳先生菸齡20年，是職業運動選手，常年在運動場上征戰。年過40歲之後，跑步就感覺胸悶

、氣喘不上來，工作及生活受到影響。秋冬季節轉變時咳嗽加劇喘不過氣，急性惡化入院治

療，透過戒菸及規則門診追蹤控制，重拾健康的人生。

．肺功能檢查
肺功能是診斷慢性肺阻塞肺病的必要檢
查，醫師會利用一種稱作「肺量計」的
儀器，檢查是否有氣流阻塞的現象及嚴
重程度，用來瞭解是否有肺功能異常，
高危險族群建議每年至少追蹤1次。

．其他可能的檢查
胸部X光、支氣管擴張可逆性試驗、動脈
血液氣體監測、電腦斷層等，醫師會視病
人情況來決定是否需進行這些檢查。

如何治療慢性肺阻塞肺病

　　支氣管擴張劑是治療慢性肺阻塞肺病的
主要藥物，包括：乙二型交感神經刺激劑、
抗膽鹼藥物或兩者併用。支氣管擴張劑以吸
入劑型的治療效果最佳，能直接作用於肺部
，達到最佳療效。若選用作用時間較長的支
氣管擴張劑，每天只需使用1次，即可有效
控制症狀，避免病情惡化。

慢性肺阻塞肺病患者自我照護
1.立即戒菸：吸菸是肺阻塞最常見危險因子
，無論疾病嚴重度戒菸都是最重要措施，也
是減緩肺功能下降及症狀繼續惡化方法。

2.遠離二手菸，改善空氣品質：避免曝露於
二手菸，要求吸菸親友勿在車內或家中吸
菸；當空氣汙染較嚴重時，儘量減少戶外
活動，避免使用噴霧殺蟲劑、油漆、蚊香
等揮發性溶劑，室內應保持空氣流通、遠
離油煙與粉塵以減少呼吸道刺激。

3.規律正確用藥、定期回診追蹤：應遵醫囑
規律且正確使用藥物及吸藥技巧，並按時回
診追蹤監測，可有效控制疾病避免惡化。

4.規律運動：簡易的居家肺部復健運動分為
「噘嘴式呼吸」與「腹式呼吸」，學習以
正確的方式減少呼吸頻率、增加肺活量。
1天3次，每次至少10分鐘練習。
(1)噘嘴式呼吸
   步驟一 嘴巴閉起來，用鼻子深呼吸，心

裡默念1-2。
    步驟二 站著呼吸時，把嘴巴噘起來像吹

蠟燭一樣，慢慢的吐氣，心裡
默念1-4。坐著呼吸時，呼氣時
身體稍微向前一點點，可以幫

助橫膈呼吸肌上升，排出肺部
空氣。

(2)腹式呼吸
  步驟一 一隻手放在胸部，另一隻手放在

腹部。
  步驟二 用鼻子深吸氣至腹部，憋氣兩秒

後，慢慢吐氣腹部自然收縮(可
以配合噘嘴呼吸)。

　　簡易的肌耐力運動，可增加活動耐受力
減輕呼吸困難。上肢運動可利用礦泉水瓶來
練習，將兩小瓶礦泉水加水，慢慢配合呼吸
，手臂做上下舉擺動，側舉、肩舉等運動。
每次運動時間20-30分鐘，站著或坐著都可
進行。下肢運動以步行為最方便運動。
5.健康飲食：適量增加單元不飽和油脂的攝
取，如植物油(橄欖油、花生油、麻油)與
堅果(如核桃、杏仁、腰果、花生)，避免
食用過多澱粉及醣份太高食物並維持理想
體重；用餐前先休息一下，避免活動後太
疲累沒有力氣進食，如果呼吸困難時，建
議少量多餐為原則，及避免攝取會脹氣的
食物，如豆類、蘿蔔、花椰菜、洋蔥、玉
米、甘藍等，減少腹脹、呼吸急促及消化
食物負擔，用餐後休息30分鐘。攝取足夠
的水分，可以使痰變稀容易咳出，避免飲
用咖啡、酒等刺激性飲料。

6.疫苗注射：肺阻塞病人較一般人易感染及
死亡，因此醫師建議患有肺阻塞的病人應
每年秋末冬初時施打流感疫苗及施打肺炎
鏈球菌疫苗預防感染。

7.預防急性惡化：避免接觸易致發作的危險
因子，如：上呼吸道感染、空氣汙染等，
一旦發生呼吸症狀急遽加重(咳嗽變多、痰變
多變稠、呼吸困難變更嚴重)，盡快就醫。

　　一旦罹患慢性肺阻塞肺病，更可能伴隨
心血管疾病、骨質疏鬆、糖尿病、肺癌等共
病，讓生活品質更差，壽命縮短。所以及早
診斷及早治療，只要配合醫師的治療及後續
照護，在日常生活落實戒菸和運動，積極維
持最好的生活品質，控制慢性肺阻塞肺病絕
對不是難事。



石場工人、廚師
˙工作環境中有揮發性溶劑，例如雷射印表

機油墨、油漆
˙經常使用殺蟲劑
˙有氣喘病史、支氣管過度敏感、慢性支氣

管炎或肺部反覆感染
□一分鐘登階測試，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

學會發展的「1分鐘358」登階測試(爬樓
梯)，進行自我檢測肺功能的狀況。
0~30階：如果1分鐘內，登階未達30階，

屬於高風險族群，需檢視自身有
沒有吸菸史或呼吸喘、咳嗽有痰
症狀，盡速就醫檢查。

30~50階：如果1分鐘內，能登階30-50階
，屬於中重度風險族群，需多
留意自身肺功能。

50~80階：如果1分鐘內，能登階50階以上
，表示肺功能相當不錯，屬於
低風險族群。

2.評估與診斷
．詢問病史

詳盡告訴醫師自己情況，醫師才能正確診
斷，例如是否吸菸、有無咳嗽症狀、如果
有咳嗽是出現在白天或晚上、個人或親屬
是否有罹患過肺病、是否曾暴露危險因子
，同時利用問卷評估症狀的嚴重度。

健 康 管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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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慢性肺阻塞肺病

　　慢性肺阻塞肺病是一種慢性呼吸道發炎
，造成呼吸道阻塞的疾病。當肺臟長期吸入
有害顆粒或氣體後，引起發炎反應。這種發
炎反應會讓呼吸道分泌過多黏液，進而造成
支氣管阻塞，使氣體無法順暢進出肺部，甚
至會導致呼吸困難。

慢性肺阻塞肺病症狀

　　常常是在40歲以後才逐漸出現，由於在
早期症狀不明顯，症狀像一般感冒或甚至可
能沒有症狀，不容易察覺。常出現症狀有慢
性咳嗽、濃痰、呼吸困難、喘鳴聲、運動時
容易喘，尤其是爬樓梯及搬重物時明顯感覺
喘，如果未接受治療，漸漸地，連休息時都
會出現呼吸困難。

如何診斷慢性肺阻塞肺病
1.自我檢測：
□是否有接觸暴露危險因子
˙吸菸習慣或長期吸入二手菸，最主要的危

險因子
˙有家族病史
˙住家或工作場所附近有空氣汙染的問題
˙工作環境會接觸大量粉塵或煙霧，例如砂

．肺功能檢查
肺功能是診斷慢性肺阻塞肺病的必要檢
查，醫師會利用一種稱作「肺量計」的
儀器，檢查是否有氣流阻塞的現象及嚴
重程度，用來瞭解是否有肺功能異常，
高危險族群建議每年至少追蹤1次。

．其他可能的檢查
胸部X光、支氣管擴張可逆性試驗、動脈
血液氣體監測、電腦斷層等，醫師會視病
人情況來決定是否需進行這些檢查。

如何治療慢性肺阻塞肺病

　　支氣管擴張劑是治療慢性肺阻塞肺病的
主要藥物，包括：乙二型交感神經刺激劑、
抗膽鹼藥物或兩者併用。支氣管擴張劑以吸
入劑型的治療效果最佳，能直接作用於肺部
，達到最佳療效。若選用作用時間較長的支
氣管擴張劑，每天只需使用1次，即可有效
控制症狀，避免病情惡化。

慢性肺阻塞肺病患者自我照護
1.立即戒菸：吸菸是肺阻塞最常見危險因子
，無論疾病嚴重度戒菸都是最重要措施，也
是減緩肺功能下降及症狀繼續惡化方法。

2.遠離二手菸，改善空氣品質：避免曝露於
二手菸，要求吸菸親友勿在車內或家中吸
菸；當空氣汙染較嚴重時，儘量減少戶外
活動，避免使用噴霧殺蟲劑、油漆、蚊香
等揮發性溶劑，室內應保持空氣流通、遠
離油煙與粉塵以減少呼吸道刺激。

3.規律正確用藥、定期回診追蹤：應遵醫囑
規律且正確使用藥物及吸藥技巧，並按時回
診追蹤監測，可有效控制疾病避免惡化。

4.規律運動：簡易的居家肺部復健運動分為
「噘嘴式呼吸」與「腹式呼吸」，學習以
正確的方式減少呼吸頻率、增加肺活量。
1天3次，每次至少10分鐘練習。
(1)噘嘴式呼吸
   步驟一 嘴巴閉起來，用鼻子深呼吸，心

裡默念1-2。
    步驟二 站著呼吸時，把嘴巴噘起來像吹

蠟燭一樣，慢慢的吐氣，心裡
默念1-4。坐著呼吸時，呼氣時
身體稍微向前一點點，可以幫

助橫膈呼吸肌上升，排出肺部
空氣。

(2)腹式呼吸
  步驟一 一隻手放在胸部，另一隻手放在

腹部。
  步驟二 用鼻子深吸氣至腹部，憋氣兩秒

後，慢慢吐氣腹部自然收縮(可
以配合噘嘴呼吸)。

　　簡易的肌耐力運動，可增加活動耐受力
減輕呼吸困難。上肢運動可利用礦泉水瓶來
練習，將兩小瓶礦泉水加水，慢慢配合呼吸
，手臂做上下舉擺動，側舉、肩舉等運動。
每次運動時間20-30分鐘，站著或坐著都可
進行。下肢運動以步行為最方便運動。
5.健康飲食：適量增加單元不飽和油脂的攝
取，如植物油(橄欖油、花生油、麻油)與
堅果(如核桃、杏仁、腰果、花生)，避免
食用過多澱粉及醣份太高食物並維持理想
體重；用餐前先休息一下，避免活動後太
疲累沒有力氣進食，如果呼吸困難時，建
議少量多餐為原則，及避免攝取會脹氣的
食物，如豆類、蘿蔔、花椰菜、洋蔥、玉
米、甘藍等，減少腹脹、呼吸急促及消化
食物負擔，用餐後休息30分鐘。攝取足夠
的水分，可以使痰變稀容易咳出，避免飲
用咖啡、酒等刺激性飲料。

6.疫苗注射：肺阻塞病人較一般人易感染及
死亡，因此醫師建議患有肺阻塞的病人應
每年秋末冬初時施打流感疫苗及施打肺炎
鏈球菌疫苗預防感染。

7.預防急性惡化：避免接觸易致發作的危險
因子，如：上呼吸道感染、空氣汙染等，
一旦發生呼吸症狀急遽加重(咳嗽變多、痰變
多變稠、呼吸困難變更嚴重)，盡快就醫。

　　一旦罹患慢性肺阻塞肺病，更可能伴隨
心血管疾病、骨質疏鬆、糖尿病、肺癌等共
病，讓生活品質更差，壽命縮短。所以及早
診斷及早治療，只要配合醫師的治療及後續
照護，在日常生活落實戒菸和運動，積極維
持最好的生活品質，控制慢性肺阻塞肺病絕
對不是難事。



院務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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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選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理事

黃啟宏部主任總院
心血管中心

當 選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理事

秦志輝部副主任總院
心血管中心

當 選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監事

柯文欽主任總院
心血管中心

心臟電生理學科

當 選 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理事

吳錦榕主任總院
放射腫瘤科

當 選 社團法人台灣急診醫學會常務理事

陳健驊主任總院
急診醫學部

當 選 台灣生殖醫學會理事

賴宗炫主任總院
婦產科生殖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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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綜合醫院與您一同 為健保卡加值

為自己許下最有價值的醫療意願，可選擇於健保IC卡註記以下內容

預立醫療決定
(配合病人自主權利法實施)可經本院『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門診』後

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

同意器官捐贈
本人填寫「器官捐贈同意書」

同意安寧緩和、不施行心肺
復甦術及不施行維生醫療
本人填寫「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

諮詢單位：社會服務室 / 諮詢電話：(02)27082121#1901 
諮詢地點：本館地下一樓



藥劑科

蔡蕙君 組長

呼吸胸腔科

郭惟格 醫師
護理科

王金香 護理長
感染科

黃淑婷 感染管制師

庶務組

陳旭安 助理員
護理部

陳麗君 護理長
神經內科

黃柏豪 醫師

總   院

新竹國泰 汐止國泰

  Congratulations
1 1 1年上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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