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房顫動與中風預防



心房顫動

增加中風的風險達5倍 1

在香港，大約每4個中風病例， 

就有1個與心房顫動有關2

1999至2014年間，由心房顫動 

所引致的中風上升超過2.5倍2

全球及本地病況

全球約有1-2%的人口受房顫影響，隨着人口老化，未來 

50年房顫患病率估計會增加一倍3。目前，全港65歲或以上
的長者病發率大約有7%4。2014年，80歲或以上的缺血性 

中風及小中風患者中，更有接近45%由房顫引起2。



認識心房顫動 (atrial fibrillation)

心房顫動〈簡稱「房顫」〉是最常見的心律不整疾病1。在正常情況

下，竇房結發出電波，從心房傳遞至心室，令心臟有規律地收縮跳

動。房顫患者由於調節上心室（心房）的電波異常，就會導致心跳

過快、不規則5。

心臟失去規律地跳動會導致部分血液滯留，並在左心耳凝結成血

栓，一旦血栓游走至腦部，便會引致中風5。事實上，單是房顫就足

以增加中風的風險達5倍，而且因房顫所導致的中風較其他原因所

導致的中風更為嚴重1。

風險因素5

•年齡增長

•高血壓

•潛在心臟疾病（如心瓣病、 

心肌病變、冠狀動脈疾病、 

心臟病發病史）

•過量飲酒

•家族病史

•睡眠窒息症

•慢性疾病（如甲狀腺功能亢進

症或其他代謝失衡、肺部疾

病、糖尿病）

徵狀5

•心悸

•虛弱

•運動能力下降

•疲倦

•頭昏

•暈眩

•呼吸短促

•胸口痛

部分房顫患者可能沒有病徵，或於身體檢查時才發現患有房顫。 

以下是房顫患者可能出現的徵狀：

如果你有上述房顫的徵狀，請儘早求醫。

房顫種類4,5

根據心律不正持續的時間及狀況，房顫可分為以下三大類：

陣發性
持續幾分鐘到幾個小時，或長達一個星期。房顫症狀

會自己消失，亦有可能需要進行治療才可以緩解。

持續性
持續超過七天，患者需要進行電擊或藥物治療才可以

心跳回復正常。

永久性

可以由陣發性及持續性房顫經過一段時間後發展 

而成。患者需要長時間服用藥物來控制心律和預防血

栓的形成。



房顫患者中風風險評估
目前國際指引建議房顫患者接受CHA2DS2-VASc風險評分以評估 

中風風險。分數越高，中風的機會則越大6,7。

CHA2DS2-VASc風險評分及經調整後的每年中風率7：

HAS-BLED 出血風險評估6,9

主要應用於評估房顫患者的出血風險，繼而改善相關因素降低風險6,9。

要留意高HAS-BLED評分不應作為避免或停止抗凝血治療的決定因素，

因為高HAS-BLED 評分患者一般亦連帶較高中風風險9。

*CHA2DS2-VASc風險評估不適用於患有中度至嚴重二尖瓣狹窄及人造機械心臟病人

CHA2DS2-VASc 風險因素 分數

充血性心臟衰竭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1

高血壓 (Hypertension) +1

75歲或以上 (Age) +2

糖尿病 (Diabetes) +1

曾患中風、短暫缺血性中風

或血栓栓塞 (Stroke, TIA, TE)
+2

血管疾病：曾患心肌梗塞、

周邊動脈疾病或主動脈斑塊 

(Vascular disease)
+1

65-74歲 (Age) +1

性別（女） (Sex Category) +1

最高分數 9

總分 每年中風機率 %

0 0

1 1.3

2 2.2

3 3.2

4 4.0

5 6.7

6 9.8

7 9.6

8 6.7

9 15.2

風險因素 分數

高血壓 (Hypertension) +1

腎功能和肝功能異常(各1分)(Abnormal renal/liver function) +1/+2

中風病史 (Stroke) +1

出血病史 (Bleeding history) +1

不穩定的國際標準化比率 (Labile INR) +1

65歲以上 (Elderly) +1

藥物或酒精(各1分) (Drug/alcohol concomitantly)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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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抗凝血藥」與「抗血小板藥」

由於抗凝血藥(Anti-coagulant)及抗血小板藥(Anti-platelet)均可有效阻

止血塊形成，又常用於不同心臟疾病病人，故不時被誤會兩者可以相

互替代，但其實兩者藥理完全不同13。

抗血小板藥主要透過抑制血小板功能減低血管阻塞的情況，多用於治

療冠心病13。

歐洲心臟病學會指出房顫患者無論中風風險如何，也不建議處方單一

抗血小板藥預防房顫所引致的中風6。

抗凝血藥與抗血小板藥對比
13

藥理 適用人士

抗凝血藥 

(薄血藥)

在凝血過程中干擾

血凝固因子，延長

血塊形成時間

幫助房顫患者減少中風和血栓

的風險、治療及預防深層靜脈

血栓或肺栓

抗血小板藥 減少血小板凝聚和

抑制血塊形成，減

低血管阻塞的機會

常用於預防心肌梗塞 (冠心病)

、缺血性中風、曾接受通波仔

手術或其他心血管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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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患者需要長時間服用藥物來控制心律和預防血

栓的形成。

預防中風 減低出血
風險

選擇抗凝血藥

由於中風是房顫患者的主要併發症，而服用抗凝血藥亦會伴隨出血風險，因此如何在預防中風功效和出血

風險安全性上取得平衡便成為主要考量。

傳統藥物維他命K拮抗劑與新一代抗凝血藥在預防中風功效、主要出血安全性及用藥注意事項比較：

另外，患有慢性腎病的房顫病人可能須要因應腎功能

調節抗凝血藥物劑量，或限制個別藥物選擇。國際 

指引建議所有房顫患者都應該進行腎功能測試和定期

檢查以決定合適的抗凝血藥物和劑量6,9。

無論傳統藥物維他命K拮抗劑或任何新一代抗凝血藥

的預防中風功效和出血風險都各有不同，患者應與 

醫生商討，了解當中差異選擇最合適的藥物，並按照

醫生指示定時服藥，才可有效減低中風風險。

維他命K拮抗劑 (VKA) 新一代抗凝血藥 (NOAC)

預防中風功效 有效減低中風風險約64%10 至少與VKA相若，個別NOAC比VKA明顯更有效6

主要出血風險 所有NOAC在主要出血風險至少與VKA相若，個別NOAC比VKA明顯更低6

顱(腦)內出血風險 所有NOAC在腦出血(包括顱內出血)風險明顯比VKA低6

腸道出血風險 個別NOAC相對VKA有較高腸道出血風險，個別NOAC風險與VKA相若6

與食物相沖 需要戒口11 較少，不需要特別戒口9

經常驗血檢查 需要6 不需要6

需要經常調較藥物劑量 需要，而且劑量要精準控制11 不需要12



預防房顫要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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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健康生活方式有助改善整體心臟健康，

同時亦可預防患上房顫機會。 

可以從以下方面着手：

維持有益心臟健康

的飲食習慣

限制或避免 

咖啡因及酒精

減壓，過度壓力及

憤怒情緒會刺激 

心律問題

定期運動
(運動前請先諮詢醫生， 

醫生會因應你的身體狀況來

決定運動的強度)

小心部份會刺激 

增加心跳速度的 

非處方藥物，如 

感冒、咳嗽藥

維持健康體重

戒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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