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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冬天腳步的到來，腦血管疾病的病例也日漸增多，腦中
風的發生率亦隨之增加。
在美國，中風是導致傷殘的最大因素，也是高居第三位的致
死原因，僅次於心臟病及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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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冬天腳步的到來，腦血管疾病
的病例也日漸增多，腦中風的發生率亦
隨之增加。
在美國，中風是導致傷殘的最大因
素，也是高居第三位的致死原因，僅次
於心臟病及癌症。
當天氣轉寒，血管便會收縮，增加
心臟的工作量，心臟肌肉也需要更多的
氧氣來供應，如果心臟動脈有所硬化，
便容易發生問題。腦血管疾病的臨床表
現即是腦中風，這是一種突發性的神經
學問題。腦中風是成年人最常見、最重
要的腦部疾病之一，也是中老年人殘障
的主要原因。
什麼是中風？它是腦血管發生了意
外所引起的病變。當帶有氧氣的血液不
能達到大腦時，便會發生中風；而腦細
胞突然失去了重要的血液與氧氣供應，
便會喪失說話、走路或呼吸等功能。
通常，腦中風多是由於動脈血管破
裂，或是因為血栓阻塞而引起的，因此
有人稱呼中風是「大腦的突發病」。
根據統計分析，大多數的中風是由
於動脈遭血栓阻塞而引起，這些血栓是
在心臟、或身體其他部位凝結形成，或
是動脈血管壁上逐漸形成的斑塊、脂肪
的沈積物等，這些塊狀物會在血管裡造
成阻塞，引發中風。
至於動脈血管的破裂，則是由於血
管壁的薄弱處發生破裂而引起，亦有少
數的情況，是因為先天性畸形而導致腦
動脈的破裂。

中風是導致傷殘的重大因素
根據統計，美國每年約有近五十
萬人受到中風的傷害；其中有百分之
卅，約 十五萬人因而喪生；雖然其他
百分之七十的人獲救治，得以生存的卅
五萬病人， 終其一生的生活則會發生
改變，不但對患者本身，也為家庭與家
人的往後生活， 帶來重大的影響。因
此，面對一名受到傷殘的中風病人，社
會亦將付出重大的 復健代價。
中風病患的症狀各不相同，有的局
部癱瘓，有的是言語困難，有些則會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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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記憶；除了造成病人本身的種種不
便，也使得照顧患者的家人親友，增
添心力交瘁的困擾。
引發腦血管疾病的症狀很多，醫
師指出，動靜脈畸形、海綿狀的血管
瘤、動脈瘤、腦出血、腦缺血，以及
心肌梗塞等疾病，一旦急性發作，便
會引起中風。
特別是在美加地區，漢堡、薯
條、起司等西方飲食的膽固醇含量較
高，華人移民後，這類高膽固醇食物
的攝取量亦隨之增加，動脈狹窄的病
例也愈見增多。
其中，頸動脈狹窄引起的中風，
則愈見頻繁。 頸動脈屬於大血管，是
心臟與腦之間的主要血液供應通路，
攝取過多的膽固醇，容易使大血管阻
塞、硬化，形成血栓。如果血栓循著
血液循環跑到大腦， 就會引起梗塞；
血栓不大時，不一定會出現嚴重的中
風症狀，然而頸動脈的狹窄並不容易
及早得知，一般是在狹窄超過百分之
七十以上時，患者才得察知， 引發腦
血管疾病的機率已大為升高，是相當
危險的。
導致中風的危險包括：年齡、性
別、種族、糖尿病及中風的家族病史
等多種因素，這些致病原因或許難以
控制，但是醫學科技研發進步，有些

導致中風的因素卻是可以控制的，包
括疾病與生活兩大方面。醫師指出，
能夠控制疾病的發展，並改變生活方
式，可以大為降低中風的危險性。

控制經由疾病引發的中風危機
如果過去有過中風病史，曾經
患有腦中風的病人，統計分析指出，
再度發作的危險機率，會較常人增加
十倍之高。另外，曾發生暫時性腦缺
血的人，之後罹患腦中風的機率也很
高。至於曾經患過腦中風的病人，統
計顯示，每年仍有百分之十再度病發
的可能。
曾經發生中風，發作的原因是形
成血凝塊，或是動脈遭受阻塞，經過
藥物或是外科手術治療後，則可減少
再次發生中風的危險。
若是曾經發生過「暫時性缺血」
的症狀，更應提高警覺，它所導致的
中風危機，亦較常人要高出十倍之
多。
「暫時性缺血」亦稱為TIA，它
與血凝塊與動脈堵塞有關，發生這種
現象的原因在於血管硬化，而造成血
液循環的異常，血管壁因為脂肪貯
積，出現狹窄情況而減少血液的流
量，構成健康的危險訊號。然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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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藥物與手術治療， 可以減少引發大
中風的危機。
心臟病的影響，尤其是特別類型
的不規則心跳，被稱為「心房纖維顫
動」（即AF），它易導致心臟內形成
血凝塊，以及血栓流向腦部，會增加
四至六倍引發中風的機率。
「心房纖維顫動」可以經由藥物
治療，其它的心臟病亦可透過手術、
藥物、飲食與運動，來改善病情。患
者若能依醫囑治療，按時服藥，可以
大為減少引發中風的可能。
高血壓與中風的發生，有著十分
密切的關係。預防腦中風，最經濟有

效， 也是最為重要的方法，就是長期
且有效的控制高血壓。如果血壓的收
縮壓/舒張壓長期高於140/90mmHg
（毫米水銀汞柱），發生中風的危險
會增加四至六倍。
特別是在嚴寒的天氣裡，由於身
體交感神經的反射作用，往往會使血
壓增高， 包括沒有高血壓病史的人，
以及經藥物控制的高血壓病患，在
寒天裡的血壓均有可能形成升高的現
象，要減少中風的機率，冬天氣溫降
低，尤其是寒流來襲時，更不可忽略
血壓的升降情況。

腦中風警訊
由於人們對腦中風的認識不足, 在發生時經常受到忽視, 為能按緊急狀
況來處理。在美國民衆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不能辨識腦中風症狀,

從而

未能及時處理而延誤及時治療。其實,只要記住一些簡單原則, 就可初
步判斷是否腦中風, 和時間賽跑留住生命。

臉
手

	讓病人笑一笑。如果病人有嘴歪的現象, 視力一下子模糊不
清, 或者突然感到劇烈頭痛, 這些都是腦中風的重要警訊。
	讓病人舉一舉雙手。如果有一個手臂無力舉起, 就可能是中
風(中風可導致手、腿無力麻痹或癱瘓,

特別是發生在身體

一側)。如果病人有原因不明的平衡失控、突然摔倒。

口
快

	讓病人開口說一說。如果病人無法復述簡單的句子, 説話含
混不清、言詞聽覺有問題, 嚴重者完全無法説話。
	一旦看見病人有以上症狀, 就要趕快打緊急電話。腦中風是
關乎生死的急症, 一分一秒都不能耽擱。按照目前的臨床規
定, 病人要在三小時内使用tPA(組織胞漿素原活化劑, 或翻
譯作: 組織型纖溶酶原激活酶), 或在八小時内做Merci血栓
拔除器手術, 才有希望扭轉病情。

美國國家腦中風協會網址: www.strok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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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高血壓可有效預防腦中風
幸好，大多數的高血壓可以通
過飲食調節、運動、減肥，以及藥物
治療等的綜合措施，得以有效控制血
壓，而大為降低中風的危機。
頸動脈狹窄引起的病變，也是引
發中風的重要因素。主要是頸動脈的
內壁，因為平日攝取過多的膽固醇，
導致阻塞、硬化，形成脂肪沈積物的
血栓，易使血管梗塞；這種現象使得
引發中風的危險性，比一般人要增多
三倍。
頸動脈狹窄、硬化，可以根據
阻塞的程度，進行血栓消除的外科手
術，來清理頸動脈的阻塞現象。研究
顯示，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患者，若
能及時清除頸動脈的血栓，可以減少
一些兩年內發生中風的機率。
除了疾病對引發中風的影響外，
平時的生活方式與習慣，也與中風的
發作息息相關。
吸菸，在眾多的保健認知教育
中，醫界及公共衛生官員一直呼籲大
眾， 及早戒掉吸菸的習慣，因為吸菸
對我們的身體健康傷害至鉅，有許多
疾病的染患，均與吸菸有著極為密切
的關係。
經醫界研究已獲知，吸菸會損
傷血管壁，加速動脈的硬化速度，同
時還會導致血壓升高，增加心臟的負
擔，它會使吸菸者的中風危險度，較
常人增加兩倍。
然而，如果今天就戒菸，研究分
析顯示，在兩年裡，將會明顯的減少
中風的危險性；而在五年內 ，戒菸者
與不吸菸者患上中風的機率，則是一
樣的。這透露出，吸菸與否和引發中
風的機率，是息息相關的。
此外，膽固醇過高，體重超重，
運動量不夠，飲酒過多等，均會增加
引發中風的危機。執行正確的飲食調
節，選食低脂肪、低鹽飲食，控制飲
酒量， 從生活上著手，可以與中風保
持距離。
除了疾病原因所引發的中風，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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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家庭的生活方式是否足夠健康，
也與寒冬殺手─腦中風的發生與否，
有著密切的關係，要減少現代生活中
愈見增多的中風機率，就應學著生活
的方式要更趨健康。

認識中風症狀 正確挽救健康
儘管大眾了解中風的可怕，以
及病發後它帶來的種種對身體、生活
及家庭等的嚴重影響，但是仍有許多
人並不明瞭中風的症狀，以致一旦親
友發生中風時，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應
對，進而錯失救治時機，甚至造成終
身的遺憾。
◎ 最常見的中風症狀，是患者的
臉部、手臂、小腿出現麻木的感覺，
病人覺得軟弱無力，甚或就是癱瘓，
尤其是這種僅僅發生於身體一側的情
形，便需特別注意。
◎ 如果一邊或是兩個眼睛的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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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異，像是突然的模糊看不清，或是
視力減弱，亦不可等閒視之。
◎ 在講述一件簡單的事情，或是
理解一個易懂的內容時，若是有所困
難、表達不易，便該留意，及早延請
醫師檢查，了解是否有中風的徵兆。
◎ 頭暈，失去平衡或是喪失應有
的協調能力，特別是如果還同時患有
其他的病症者，更不可忽略這些可能
引發中風的異常行為。
還有一些症狀雖然是較為少見
的，但也是十分重要，而且不可忽略
的中風徵兆。
像是突然發生的，沒有明顯原因
的劇烈頭痛，患者往往會用「從沒出
現過的嚴重頭痛」，或是「完全不一
樣、沒經歷過的頭痛」來形容，這種
突發的特別劇烈的頭痛，亦是一種特
殊的警訊。
如果有突發的噁心、發熱或嘔
吐，但是它發生的速度又和病毒感

染，一般與以數日計所引致的疾病不
同；而是以分鐘或小時計的快速出
現，便不能排除發生中風的疑慮。
短暫的喪失、或是有一段時間的
減退意識，像是暈厥、精神混亂、抽
搐或昏迷，也都不是正常的現象，必
須注意，延醫做進一步的檢查。
只有醫師能確定，患者是否引發
了中風現象，因此當病人出現疑似中
風的症狀時，能否獲得及時的緊急救
治，對於病情的治療、穩定，實有著
極為重大的關係。因此病發時，旁邊
的人能否及時撥通「911」急救電話，
對病人的救治與復健是相當重要的。
中風發生後，治療的時間拖延愈
久，中風所導致的腦損害便愈大。
如果確是中風，能夠及時獲得緊
急的治療，不但有較大的機率得以挽
回病人的生命，而且可大為提高患者
恢復身體機能，以及復健效果良好的
康復機會。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