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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時節、氣溫變化急遽的時刻，

心血管疾病可能急性發作，

尤其是急性心肌梗塞，嚴重時會危及性命！

為搶救心血管疾病，花蓮慈濟醫院救心團隊二十四小時待命，

為提升病人照護品質，心臟照護團隊也製作手冊與影片衛教，

提醒民眾平日即好好保護心臟，

變天時注意脖子、手、腳等部位的保暖，

避免血管劇烈收縮造成心血管疾病的發作，

若有高血壓、糖尿病或代謝症候群病史，

更需留意自己是否有胸痛症狀，

或運動不久即易喘或累，請就醫檢查……

祝福人人養心護心保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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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狀動脈血管病變一直是許多患者心

中夢魘。尤其秋冬季節是急性心肌梗塞

好發的季節，現在時序已進入冬，如何

做好防範措施，以避開急性心肌梗塞惹

上身，就變得很重要了。

七十六歲的蘇姓男子因為胸悶持續超

過二十分鐘被送到花蓮慈濟醫院急診求

診，經過十二導程心電圖檢查後確認為

急性心肌梗塞，馬上啟動「二十四小時

緊急救心小組」機制，由當時值班的心

臟內科王志鴻副院長馬上進行心導管介

入治療，順利成功。

得知自己罹患的是急性心肌梗塞，一

開始蘇先生與家屬都難以相信，因為在

他們的印象中，「心肌梗塞」是「胖子」

才有的疾病，而一百五十五公分高的蘇

先生體重五十公斤，換算 BMI值（身
體質量指數）是二十，是公認的標準體

重，怎麼算也不胖！

發生心血管疾病的原因之中，有三

成與過胖有關，十五歲以上的成年人，

BMI超過二十四以上，發生心血管病的
風險是體重正常人的一點四八倍，但是

王志鴻副院長表示，這個背後隱藏的含

意可不光是體重，更重要的是「代謝症

候群」的問題，不是只有體重過重的人

才有冠心病的問題。

蘇先生雖然體重在標準值內，但是卻

因為有「代謝症候群」的問題，例如：

糖尿病和血脂肪異常造成血管內部囤積

脂肪斑塊，動脈血管硬化，三條心臟主

要血管之中有一條已經慢性阻塞。這次

花蓮慈濟醫院心臟內科王志鴻副院長（右）、陳郁志主任 ( 中 ) 進行冠狀動脈高速鑽頭研磨術。

文、攝影／彭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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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天氣轉涼，血管受到刺激，內壁斑

塊破裂形成血栓，另外一條主要血管突

發性阻塞，心肌缺血損傷，有致命的危

險性。還好發現的早，及時治療，在心

肌組織死亡之前疏通阻塞再暢通血管，

蘇先生才能在約四天的時間就康復出

院。

冬天胸悶合併冒汗想吐

提防百變殺手冠心病

心臟是人體的生命中樞，日以繼夜

地搏動，將血液推送到全身及肺部進行

氧氣、二氧化碳交換作用。供應心臟本

身氧氣及養分的血管就是冠狀動脈，主

要分為三條：包括左前降枝、左迴旋枝

以及右冠狀動脈。隨著年紀愈大，冠狀

動脈會漸漸老化，血管管壁細胞功能也

漸漸退步，加上供應心臟養分的冠狀動

脈因長年積聚的脂肪及膽固醇形成「斑

塊」，使得血管管徑變得狹窄而閉塞，

減少心臟肌肉所需的血液供應與氧氣，

這個過程稱為「冠狀動脈粥樣硬化」。

冠狀動脈血管疾病在臺灣十大死因

中名列第二，是繼癌症之後最常危及性

命的疾病，而及早發現進行治療可大幅

降低死亡率。花蓮慈院心臟內科陳郁志

主任表示，血管硬化的過程緩慢，脂肪

般的物質經年累月沉積在血管壁內層造

成血管內徑減少，進而形成缺血性心臟

病。這種脂肪類物質稱為「斑塊」，促

成斑塊形成導致冠心病的因素有吸菸、

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症、肥胖等。

冠狀動脈血管變狹窄後，會減少心臟

肌肉所需的血液供應與氧氣，若狹窄情

形是穩定、慢慢發生，稱為「慢性冠心

病」（又稱為穩定心絞痛或慢性缺血性

心臟病）；若血管壁內的「斑塊」破裂，

裡面雜質和血液接觸發生凝血反應形成

血栓，瞬間把血流完全堵住，就會形成

「急性冠心病」，嚴重則為急性心肌梗

塞。進一步說明，當病人的心臟血管內

有血塊造成血液流動不良，導致心肌缺

氧，嚴重的甚至會引致心肌壞死，稱之

為「急性心肌梗塞」。急性心肌梗塞最

常見造成病人院外猝死的主要原因。

目前一般常見對於慢性缺血性心臟病

的非侵入性的檢查主要有，十二導程心

電圖、運動心電圖、負荷性超音波、心

臟核子醫學檢查、２５６切冠狀動脈電

腦斷層檢查等。陳主任表示：「標準確

認心臟血管是否有阻塞的方式是要做心

導管攝影檢查，但它屬於侵入性檢查，

冠狀動脈

粥狀血管硬化

左迴旋支

右冠狀動脈

左前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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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會承受較大的壓力與風險。所以穩

定與慢性心絞痛，都會先為病人進行

『非侵入性』的檢查來預測心血管阻塞

的可能性或缺血的嚴重程度，之後看結

果，再來決定是否需安排心導管。若是

高危險群或不適合做非侵入性檢查，才

會直接安排心導管檢查與治療。」

心肌梗塞急又快

保命關鍵心導管手術

急性心肌梗塞是冠狀動脈心臟急症中

最嚴重的疾病。

一位糖尿病患因為胃痛，以為是腸

胃炎，自行服了成藥後，從早上一直忍

忍忍，到下午終於忍不住，掛急診；才

在急診檢傷完，馬上心跳停止，開始急

救！陳郁志醫師趕來，病人血壓幾乎量

不到了，心電圖顯示是急性心肌梗塞，

表示血管已經嚴重阻塞，進導管室一

看，「病人的心臟有三條血管，兩條百

分之百阻塞，一條塞了百分之九十九，

裡面有像血塊的東西就卡在那裡。」

死神來得好突然！即使心導管手術暫

時把血管打通，還裝上葉克膜，但陳郁

志主任說：「他血管阻塞病灶在用金屬

絲穿通的時候非常硬，看起來斑塊已經

形成了有一段時間。救心團隊用專門的

鑽石旋磨術，利用機器產生每分鐘十幾

萬轉的鑽石磨頭，把硬斑塊磨開後順利

用氣球擴張阻塞處，放入支架。」好不

容易，在鬼門關前硬是把一條命給救回

來，慢慢的，病人脫離葉克膜、脫離呼

吸器，出院回家了。

當冠狀動脈內斑塊破裂造成血栓阻

陳郁志主任巡房，以手機中

的畫面讓病人看術後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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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血管，即變為「急性冠心病」，這時

的症狀認知很重要，包括持續胸悶、緊

緊，吸不到氣的感覺，或是感覺好像有

重重的東西壓在胸前，甚至是合併冒冷

汗、噁心、想吐，悶痛的位置可輻射至

手臂、脖子、上腹部、下巴、肩膀。當

症狀持續時間超過十五分鐘。陳郁志主

任提醒民眾，此時需緊急救醫，應儘早

做十二導程心電圖，如為急性心肌梗

塞，要在黃金時間內以心導管打通血

管，為避免途中發生狀況，心律不整昏

倒，最好直接叫救護車，不宜自行開車

或騎車就醫。

陳主任表示，慢性缺血性心臟病若血

管狹窄在百分之七十以下，多半使用口

服藥物控制即可；若狹窄在百分之七十

以上，且有心絞痛症狀，醫生可能會建

議病人接受心導管治療。治療選項包括

氣球擴張術或放置一般血管支架或塗藥

支架；至於要使用哪種治療方式，則依

每人情況不同由醫師判斷。但是有些患

者由於血管狹窄情形太多處、太瀰漫、

太嚴重，或無法靠支架將狹窄的血管打

通，這時就要考慮進行心臟冠狀動脈繞

道手術，一般叫開心手術。

血管嚴重鈣化阻塞

鑽石旋磨術有助於置放支架

六十三歲田先生，因冠狀動脈血管

狹窄合併嚴重鈣化導致心臟衰竭，四年

前接受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後，最近又因

運動後出現嚴重胸悶而前往花蓮慈院就

醫，經檢查發現，田先生的三條做繞道

手術的血管又塞住且鈣化了；另一位

五十八歲的陳先生，十六年前也曾接受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近兩年出現易喘症

狀，安排心導管檢查後發現陳先生心血

管鈣化程度與阻塞十分嚴重，已經無法

採取一般氣球擴張術撐開血管置放支

架。

首先說明，心導管是一種侵入性檢查

也是一種治療。心導管可讓醫師知道冠

狀動脈血管的狹窄程度、判斷是否需要

治療及選擇使用哪種治療方式。陳郁志

主任表示，在發現病人心臟病的典型症

狀明顯、發作頻率高、屬於高危險群、

非侵入檢查顯示有心臟嚴重缺血，或是

強烈懷疑有不穩定心絞痛時，一般都會

建議病人接受心導管攝影檢查，也可以

利用心導管一併對嚴重狹窄血管做支架

置放或其他介入性的治療。

冠狀動脈血管狹窄治療的方式，除了

口服或注射治療與預防斑塊破裂形成血

栓等藥物外，還有以介入性治療的氣球

擴張術或裝置血管支架，來暢通阻塞的

血管，改善心臟的血流。然而陳郁志主

任表示，有時斑塊已經形成過久，嚴重

鈣化，變成像大理石般的硬。這時只好

心導管術後病人與家屬一起透過團隊製作的衛教

影片，學習返家後的自我照護。攝影／徐藝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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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置放術
》�將血管支架放進阻塞的血管壁內，主要目的是為保持血管長期的通順，支架會被新長出來的血管

壁覆蓋，支架放置後不需再取出。

》支架種類分為有塗藥與沒有塗藥兩種，醫師會依據心導管檢查結果向家屬說明支架的選擇或建議。

�》支架放置說明如下圖：

1.�將血管支架放進阻塞部位 2. 將支架撐開，打通血管。 3. 導管移除後，支架留在血管內。

氣球擴張術
當醫師確認心臟血管有阻塞時，可能會考慮使用氣

球導管，將阻塞的位置撐開，進行方式如下圖。

1. 放入氣球導管 ( 黃色為阻塞心臟血管的斑塊 )

2. 將阻塞部位用氣球撐開

3. 移除導管

透過冠狀動脈高速鑽頭旋磨術，利用高

科技儀器將含碎鑽石的磨頭以每分鐘約

十五到十八萬轉的高轉速，磨掉血管壁

最硬的地方。當血管硬化阻塞病灶磨通

後，接著再用氣球撐開放入支架，治療

的成功率均達九成五以上。因此田先生

與陳先生在接受冠狀動脈高速鑽頭旋磨

術手術後，再以氣球擴張術撐開血管、

置放支架，歷經複雜化的手術才能完全

解決了「心頭患」。

若是緊急心肌梗塞，心導管的介入時

間點是愈快愈好，避免心肌壞死範圍擴

大，才能讓心臟維持較好的功能。陳郁

志主任表示，一般在急性心肌梗塞症狀

發作六小時內，是打通血管的黃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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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六小時，效果通常會不佳 。總而
言之，急性冠心病症狀發作，越快到醫

院就醫治療愈好。到院後心導管團隊應

該在九十分鐘內打通血管。

回顧歷史，為了全方位照顧花東民

眾，一九九三年五月花蓮慈院成立心導

管室，也為搶救急性心肌梗塞患者，醫

院成立二十四小時任務編組的救心團

隊。二十年來，花蓮慈濟心臟內科救心

團隊拯治了很多的急性心肌梗塞病人，

搶救生命和死神拔河，也見證了不少瀕

死而復生的奇蹟。另外，花蓮慈院心導

管團隊十多年來，以冠狀動脈高速鑽頭

旋磨術配合氣球擴張術治療，成功為超

過數百位複雜性冠狀動脈疾病的病人治

療。從二○一八年開始，有感於民眾對

於冠心病的症狀與治療認知不足延遲就

醫，為了讓民眾更加了解冠狀動脈疾病

與其治療，能夠不害怕而安心提早就醫

解決「心頭患」，花蓮慈院心臟照護跨

團隊成員結合營養師、藥師以及慈濟大

學護理系謝美玲助理教授、媒體教學暨

製作中心共同製作「冠狀動脈粥狀硬化

心臟病之心導管檢查須知」衛教手冊與

影片，希望能進一步提升冠心病病人的

照護。

隨著年關將近，天氣愈來愈冷，陳郁

志主任再次提醒有心血管疾病風險的民

眾，氣溫變化急遽，要注意脖子、手、

腳等暴露部位的保暖，避免血管刺激收

縮造成心絞痛的發作。然而有大約一半

的高風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在急性發

作之前會有明顯症狀。因此有高血壓、

糖尿病等心血管疾病及代謝症候群病史

的民眾，發現自己有胸悶痛症狀，有時

合併冒汗或想吐，或者發現運動一下子

很容易喘、累的話，就要多加注意並且

趕快就醫檢查或治療，即能安心過好年。

此期封面故事部分資料摘自：謝美

玲、陳郁志等 (2018 年 8 月 )	冠狀動

脈粥狀硬化心臟病之心導管檢查須知。

( 感恩「慈濟醫療法人任務導向之跨校

院合作研究計畫」─ 106 年度「建構

執行及評價以能力為導向之臨床教學」

之子計畫五「TCMMP106-6 衛教教材

整合應用之成效評值」研究經費支持 )

花蓮慈濟醫院心臟內科陳郁志主任、蔡文欽醫師與冠心病衛教團隊慈濟大學謝美玲助理教授，從心律不

整、急性冠心病談起，為病友們分享「養心攻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