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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 腦中風
黃金三小時

林口長庚醫院 神經內科系

腦血管科 吳秀娟醫師

•腦中風的簡介

•腦中風的臨床表現

•腦中風黃金三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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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是腦中風？

• 泛指因腦血管病變所引起之腦神

經細胞組織破壞，而造成突發性的

局部腦神經症狀。

• 可分為腦出血或腦梗塞。

惡性腫瘤

心臟疾病（高血壓性疾病除外）

腦血管疾病

肺炎

糖尿病

事故傷害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高血壓性疾病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腎炎、腎病症候群及腎病變

103年國人死因統計結果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十大死因第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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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中風的危險因子

不易改變的危險因子

• 年齡：男性大於45歲，女性大於55歲

• 性別：男性中風機率較女性為高

• 家族史：父親、兒子、或兄弟在55歲前；或是母
親、女兒或姊妹在65歲以前，發生心肌梗塞或

猝死者，其發生腦中風的危險性較高

腦中風的危險因子

經由醫療或生活形態可改變的危險因子
• 疾病方面 (三高一心)

• 高血壓：過高的血壓易使血管內膜受損，導致膽固醇的堆積，因而加速

血管的硬化；除此，血壓太高，也易擠破血管增加腦出血的危險
• 糖尿病：易使血管壁增厚及硬化，而引發腦中風
• 心臟病：罹患心臟瓣膜疾病的患者，容易在心臟內形成血管栓子，一旦

阻塞了腦部血管，即易發生腦中風，特別是發生心律不整時，其危險
性更高

• 高膽固醇：血管中膽固醇過高會加速動脈硬化，除此，高膽固醇的病人
通常伴隨有肥胖、高血壓、冠心症等現象，這些因子亦會增加腦中風
的機會

• 生活形態
• 肥胖：加速動脈硬化，並使心臟負荷過重，進而增加腦中風發作的可能
• 抽菸：抽煙易使得血管收縮引起血壓上升及增加動脈粥狀硬化，增加

發生心臟病及腦中風的危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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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中風的流行病學

• 腦中風的每年發生率是：

• 所有族群：0.2%

• > 65 歲：> 1%

• 死亡率是：1/3病例

• 腦中風存活者佔所有族群至少0.8%，其中一

半以上是永久性殘障者，使得腦中風成為
長期肢體、心智、情緒、社會及職業上殘障
的主要原因。

腦中風對社會有何影響? 

1/3

1/3

1/3

終身殘廢，需要別人照顧

中度殘廢，生活部份依賴
他人照顧

輕度功能障礙，可以回歸
社會和自我生活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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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致病機轉之腦中風分類

腦中風
15%

85% (台灣70%)

原發性腦出血
腦實質內
蜘蛛膜下腔

缺血性腦中風

20% 5%30%20%25%

動脈粥狀硬化
腦血管疾病

穿通支動
脈疾病

(“小洞＂)

心源性
栓塞症

心房震顫(AF)
瓣膜疾病
心室血栓
很多其他心
臟疾病

原因不明 其他少見原因

前血栓狀態
動脈剝離
動脈炎
偏頭痛/血案痙攣
藥物濫用
很多其他原因

灌流
不足

動脈來源
之栓子

出血 缺血

正常
脂肪
斑紋

纖維
斑塊

粥狀硬化
斑塊

斑塊破裂/裂痕及
血栓形成 心肌梗塞

腦中風

危急性
下肢缺血

臨床無症狀

心臟血管
性死亡

年齡漸增

心絞痛
短暫性缺血發作

漸歇性跛症/末梢動脈疾病

粥狀硬化形成及粥狀動脈硬化血栓形成：
是一個進行的過程

http://www.pcrm.org/sites/default/files/endothelial-dysfunction-lg.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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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循環停止後腦部之變化

• (1) 2-8秒  耗盡自由氧

• (2) 12秒  意識喪失

• (3) 30-40秒  腦波變平

• (4) 3-4分鐘  腦部組織出現不
可逆之病兆

• (5) 3-10分鐘  永久腦細胞傷害

良性血流量不足

缺血區域

梗塞核心

動脈

血
栓

側枝循環

超急性期腦中風示意圖

Eur Neurol 2014;72:3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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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循環(Cerebral Circulation)

腦中風的症狀

思考, 學習, 人格

語言
嗅覺

聽覺

語言

味覺
閱讀

視覺

記憶力

http://www.mybraintest.org/brain-function-areas-structure-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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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
中
風
警
示
症
狀

台灣腦中風病友協會 http://www.vesselcare.com.tw/thrombus0.asp?sid=127

微笑 抬手 說話 時間

腦中風快速辨識四步驟FAST

主要為評估突然發生的：
(1) F 面神經麻痺：請患者微笑一下或露出牙齒
(2) A 手臂無力：請患者閉上眼睛並將雙手臂往前伸直10秒鐘
(3) S 語言障礙：請患者說一句簡單的句子（例如：今天天氣晴朗)
(4) T 發病時間：確認是否在3小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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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脈注射rt-PA

• rt-PA（Actilyse）為目前唯一被認為治療急性缺血
性中風有效的藥物。

•本藥物應由受過神經科訓練且有經驗的醫師來給藥。
•美國的國家神經及中風疾病研究院(NINDS)在
1995年根據臨床試驗報告指出，『在急性缺血性
中風發病3小時內，使用血栓溶解劑，可快速溶
解血栓，恢復腦部的血流供應，增加中風康復的
機會，降低殘障的等級

•把握黃金3小時的治療時機可以提高33%復原的機
會，也就是說在中風症狀發生時應盡快就醫以得
到最佳的治療。

容易造成腦出血的因素

•使用rt-PA將會較未使用rt-PA增加10倍腦出血
的機會，其主要的危險因素為：

•劑量高於0.9 mg/kg。
•高血壓未控制好（＞185/110mmHg）。
•發病時的神經學功能太差（NIHSS＞25）。
• CT有早期梗塞跡象或水腫現象。
•用藥之前有使用過aspi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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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學者使用rt-PA的經驗

•若使用於發病超過3小時的患者，則病人產
生腦出血的機率大增
•未打rt-PA發生有症狀腦出血機率: 0.6%
•施打rt-PA發生有症狀腦出血機率

• 3小時以內增加6% (為未施打者之10倍)
• 6小時以內增加14%

•為提高用藥安全性，對於診治急性中風的
醫師，訓練其做神經檢查（包括美國國家
衛生院中風量表，NIHSS）、判讀電腦斷
層、病人的篩選及用藥後的病人照顧，皆
非常重要。

符合靜脈注射rt-PA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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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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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符合靜脈注射rt-PA的條件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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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符合靜脈注射rt-PA的條件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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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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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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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符合靜脈注射rt-PA的條件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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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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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中風的流行病學(3)

4.腦中風是中老年人常見疾病，台灣地區每年發
病人數約三萬五千人，每年死亡人數約一萬三、
四千人，有神經後遺症之生存者，目前約十六
萬人。（2003年衛生署）

5. 根據行政院衛生署的資料顯示：
• 台灣地區94年腦血管疾病門診人數高達47萬人。

• 每年因腦中風而死亡的人數約有1萬3千人。

*行政院衛生署：民國94年台灣地區死因統計結果摘要及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94-96年全民健康保險統計年報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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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血流 (cerebral blood flow, CBF)

佔 1/6 (15%)心輸出量；

消耗 20% O2 (腦重量佔全身2%)

(1) 正常腦血流：58 ml/100g 
brain/min

(2) 如腦血流  至35-40 ml/100 
g brain/min  產生腦缺血
症狀

腦中風存活的鎖鏈：7D快速通關
法

•Detection (發現)：要能夠及時辨識腦中風的症狀。

•Dispatch (派送)：最好打119請急救人員派送最有
效率。

•Delivery (轉送)：快速運送且在到院前通知預轉送
醫院。

•Door (院門)：立即急診檢傷分類

•Data (資料)：急診評估、快速檢驗及電腦斷層檢查。

•Decision (決定)：診斷及決定適當治療。

•Drug (藥物)：給予適當藥物或介入治療。

結論：急性腦中風的篩檢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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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千萬：千萬勿心存僥倖。
千萬不可存有「再休息一下看看，說不定會自己好」的僥倖心理。立即上醫
院，不論症狀是否有改善，都有可能需要接受立即的檢查與治療。暫時性的
小中風，症狀消失了並不代表一切就平安了！醫學研究統計顯示，暫時性腦
中風的病患有四分之一的機會再次中風！因此，千萬別輕忽了暫時性腦中風
的危險。

第二個千萬：千萬勿迷信偏方，耽誤了黃金三小時的治療時機。
「血栓溶解治療」是目前唯一經過全世界多個大型醫學研究證實，可以快速
打通血路的方法。

第三個千萬：千萬勿迷信名醫、權威。
千萬不要等指定醫師或權威醫院。能在最快時間內將血管打通的醫師就是好
醫師。腦中風千萬「等」不得。
總之，快速辨認腦中風的五大症狀（突發的「走、看、說、麻、痛」），
並立即將腦中風病患送至最近的大型醫院或醫學中心，才是挽救腦中風病患
免於肢體、語言、感覺、認知缺陷甚至殘障或死亡的最佳方法

孔勝琳醫師 T&D 飛訊第111 期20110116

請避免下列「三個千萬」，以免延誤送醫及治療

早期治療

台灣腦中風病友協會 http://www.vesselcare.com.tw/thrombus0.asp?sid=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