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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收到這本小冊子，你應該已確診患上心房顫動（簡稱「房顫」）。

當病人得知自己患上房顫後，可能會感到不知所措。病人需要了解的

資訊並不少，此小冊子能幫助病人及其至親進一步了解房顫以及如

何控制病情。小冊子旨在涵蓋對房顫病人有幫助的主要資訊，目的

是要補充，而非取代醫護人員向病人提供的資訊。

請緊記，醫護人員均受過專業訓練，並具備足夠知識，幫助處理病人

的情況和提供治療及支援。如對治療有任何疑問及擔憂，請向醫護

查詢。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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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

心房顫動?
其他房顫症狀可能包括﹕3,4

病人確診患上房顫後可能會對此有所疑問。房顫是一種心臟

疾病。患者心律異常或不規則，而且心跳往往過快。1–3

房顫是最常見的心律問題，於全球有超過3350萬名患者，2	

因此在你認識的人之中很可能已有房顫患者。	

並非所有房顫病人都能察覺自己患有房顫，但很多人會因為

感到心臟顫抖而決定求醫。1,4

* 如有胸口痛，這可能是緊急	
	 狀況，請立即求醫4

虛弱

氣促

胸口痛*

心跳異常
• 心悸 

• 心臟震顫 

• 心跳過快
• 心跳微弱 

• 心跳紊亂 

疲倦或	
過度疲勞

頭暈、暈眩
或頭昏眼花

請向醫生查詢房顫的有關資訊



瀏覽 www.LivingWithAF.com.hk了解更多 5

無症狀房顫與陣發性房顫

很多房顫病人沒有任何症狀，此類房顫被稱為「無症狀房顫」。由

於此類房顫難以偵測，醫生可能會在例行身體檢查時為病人檢查

脈搏。如果是65歲以上，或者患有糖尿病或高血壓等疾病，或有

心臟病史，醫生通常會建議病人接受此項檢查。1,5

高血壓 心臟病史糖尿病

有些人只會有時候出現間歇性房顫，心跳並非長時間、無間斷地

不規則，此類房顫被稱為「陣發性房顫」。陣發性房顫的病人不一

定有房顫症狀。5	此類房顫較難偵測，因為病人的心律有時候會

維持正常，所以可能需要約見醫生超過一次才能獲得診斷。1,3

請向醫生查詢房顫的有關資訊

雖然房顫一般不會對生命造成

威脅，但病人患上中風的風險 

可增加四至五倍。1,3 

因此請務必求醫，以制定合適的

治療方案。  

14
0

14
0

14
0

甚麼是

心房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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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顫的

發病經過
心臟內部﹕

心房
心房負責發出微弱的電波，

使心臟有規律地收縮1

這源於由特別細胞組成的

竇房結，是人體天然的心

臟起搏器1

電波
患有房顫時，心臟各個位

置會在不同時間發出紊亂

的電波1

這會導致心房泵血不規

律，而病人則可能會覺得

心臟在抽搐1

血栓
由於心臟未能有效地將

血液泵至全身各處，血

液或會滯留在心房中，

形成厚塊（亦即血栓）1

在此情況下，血栓一旦

整塊或部分脫落，便會

隨著血流遊走。如果血

栓堵塞腦部血管，便可

能導致中風，1	因此醫

生可能會為病人處方治

療，以減低此風險

病人可能想知道房顫發作時身體的反應。本章將講解房顫的

發病經過。

心臟由四個腔室組成。1上方的兩個腔室（心房）負責發出電

波，使心臟跳動。下方的兩個腔室（心室）則負責將血液泵至

身體各處。1

如對房顫有任何疑問或擔憂，請向醫生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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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

心率心律的 
重要性

簡單檢查脈搏的步驟：*

坐下
放鬆並除下所有手錶和首飾8,9	

將手放下
手掌應朝上8,9	

按壓
用另一隻手的食指及中指按壓在	

手腕處（大姆指根部附近）8,9	

繼續按壓
計算30秒內的心跳次數8,9

將數字乘二	
得出每分鐘的心跳次數8,9

如果感覺脈搏震顫、加快或不規則，	

便要持續測量一分鐘，而且不要	

將心跳次數乘二。9	寫下每分鐘的心跳

次數（即心率），並記錄心跳是紊亂或有

規律的。		

智能脈搏監察

一些智能手錶及活動記錄儀能夠監察心

率，有些甚至能在發現異常情況時提醒

醫護人員。
如何檢查心率 

要得知自己是否患上房顫，簡單的脈搏檢查或許是個不錯的方

法。檢查脈搏有助醫生和病人知道心率狀況（即心臟每分鐘跳

動的次數）。6	脈搏不規則可能代表患上房顫的風險較高。7	因

此，如果發現脈搏不規則，應通知醫生，讓醫生進一步評估其風

險。這包括全面的醫學檢驗，如心電圖測試，醫生會因應測試結

果作出診斷。8	

最好應該在早上睡醒後第一時間在床上檢查脈搏。此時量度的

脈搏稱為「靜止心率」。9	靜止心率應該像時鐘一樣有規律地跳

動，為每分鐘60至100次。8,9	

以下是測量脈搏的步驟﹕

*  以上指示適用於檢查手腕脈搏。但
病人亦可以透過手肘內側、鼠蹊部

或膝蓋後方測量脈搏。9

如果靜止心率不規則及/或超出正常範圍，請詢問醫生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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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of preparation: March 2020

Job code: PP-ELI-GLB-0142

* If you have sensitive skin, you might nd the adhesive 
   from the sensors irritating.2 

TO HELP THE 
SENSORS STAY ON:

Date of preparation: March 2020

Job code: PP-ELI-GLB-0164

If there’s a possibility that you might 
have atrial �brillation (AF, AFib) you may 
be sent for an electrocardiogram (ECG).

This will help your doctor determine your 
heart rate and rhythm, and can con�rm 
if you have AF.

ASK YOUR DOCTOR IF YOU HAVE ANY 
FURTHER QUESTIONS ABOUT YOUR ECG

GET A 
DIAGNOSIS

HOW TO

Small sensors are stuck to your chest – and 
sometimes your shoulders and ankles – to 
measure the electrical signals of your heart.

It is a simple, painless* test which may only 
take a few minutes.

• Avoid using skin creams 
 or lotions beforehand

• You may need to shave 
 your chest

DURING AN ECG: AVOID CAFFEINE
Co�ee, tea and zzy 
drinks can make your 
heart beat faster

隨身型心電圖能幫助確診房顫	
有時候，房顫較難被偵測，例如陣發性

房顫的病人不會長時間出現症狀。這可

能會導致醫生漏診，因為病人的心跳可

能在測試期間完全正常。1,3

醫生可能會讓懷疑患有陣發性房顫的病

人在家配戴24小時動態心電圖（又稱	

「動態心電圖」），持續監測24小時至兩

星期。這是一部可持續記錄心臟電波的

儀器，因此較有可能偵測到一般心電圖

難以偵測的房顫，如心跳並非長時間持

續不規則。5,12,13

如何利用心電圖診斷房顫

本章將講解有助醫護診斷房顫的常見測試。

如果醫生認為病人可能患有房顫，醫生可能會為病人安排心電

圖測試。測試過程簡單，可能只需數分鐘。8,10

進行心電圖測試時，醫生會在病人胸口位置，有時或會在肩膊

及腳踝上貼上小型感應器，以測量心臟發出的電波。8,10	這項

測試過程無痛，但如果病人有敏感性皮膚，感應器上的黏性物

料可能會造成刺激。8,10	為防止感應器脫落，病人可能需要剃淨

胸毛，並應在測試前避免塗上潤膚乳液或乳霜。10

接受心電圖測試前應避免飲用咖啡、茶及汽水，因為咖啡因會

令心跳加速。11	

心電圖測試結果會記錄病人的心率及心律，而且有可能幫助醫

生確診房顫。8

如對心電圖或其他房顫測試結果有任何疑問或擔憂，請向醫生查詢 

認識

心率心律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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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選項

醫療程序

一般進行心臟復律時，醫生會向病人的心臟

發出短暫而且受控的電擊，以嘗試使心律回復

正常。14,15	這項治療聽起來十分嚇人，但醫護

會盡量令病人感到安心。15	

心臟復律會在醫院進行，一般需時較短，大部

分病人可以在手術當天出院。14,16	

導管消融術的過程中會向導致心律不正的心

臟組織釋放熱能或極低溫的冷凍能量。這樣

能使心臟重新正常地發出電波，心律從而變得

規則。14,15,17

導管消融術會在醫院進行，需時15分鐘至三

小時，病人會全程接受密切觀察，並可能需要

留院一晚觀察康復情況。17,18	

醫生可能會與病人商討一些可能會使心律回復正常的

治療選項，當中包括心臟復律及導管消融術。14,15

本章將講解這兩個治療選項。

如對治療房顫的醫療程序有任何疑問或擔憂，請向醫生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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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減低

房顫引發中風 
的風險

以下是各種常見抗凝血藥的簡單介紹

華法林

華法林通常是口服藥片或口服液。21,22

如獲處方華法林，病人需要定期接受血液檢

查，以檢查血液中的華法林是否處於一定水

平。這樣有助醫生在有需要時調整華法林的

劑量。20-22

有些食物、酒精和其他因素可能會影響華法

林的藥效。因此，病人應在服用華法林期間

向醫護團隊查詢有關飲食習慣的建議，並在

突然改變飲食習慣前事先與他們溝通。20-22	

醫生或許會轉介病人至營養師，由營養師管

理病人的飲食需要。

其他口服抗凝血藥

其他處方口服抗凝血藥通常是口服藥片或

膠囊。19

這些抗凝血藥可能需要與食物同時服用或

在特定時間服用。19

通常服用這類抗凝血藥的病人在飲食上無

需或只需作少量改變，詳情請向醫護查詢。23

抗凝血藥和大部分藥物一樣有若干副作用19-21  

抗凝血藥最主要的副作用是病人會較易出

血。19-21	然而，如果醫生處方抗凝血藥，

請緊記服用，因為抗凝血藥能有助減低中

風風險。醫生會與病人商討藥物的風險及

好處。19-21

如正在服用其他藥物或補充劑，或有既存

疾病，請告知醫生，以確保獲處方最合適

的口服抗凝血藥。19-21

如已確診患上房顫，病人可能需要接受治療來減低中風的風險。	

在此情況下，醫生可能會處方一種名為「口服抗凝血藥」的藥物	

（又常稱為「薄血藥」）。3,5,19-21

雖然抗凝血藥又稱為「薄血藥」，但它實際上不會使血液變稀。它

會令血栓難以形成，從而可能有助減低房顫病人的中風風險。19-21

醫生一般處方的抗凝血藥主要分為兩種﹕華法林及其他口服抗凝

血藥。3,5,19-21	醫生會向病人講解不同選項，並根據病人的狀況，與

病人一同選擇最合適的口服抗凝血藥。

請與醫生商討這些藥物選項，以選擇最合適的抗凝血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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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抗凝血藥導致的

出血和管理
服用抗凝血藥期間，採取簡單預防措施減低風險

在廚房
應加倍小心，處理食材時使用護指器

在花園
處理園藝或製作手工藝時戴上手套	

在浴室
如果發現尿液或嘔吐物帶有深啡色的

血液，或糞便呈黑色柏油狀，又或月經

血量增多（如病人為女性），請立即	

求醫。24,26

使用浴室防滑墊

使用軟毛牙刷，以保護牙齦

時刻
攜帶抗凝血藥提示卡20-22

服用阿士匹靈前請先詢問醫生20,21

務必告訴整個醫護團隊（例如牙醫、護

士或藥劑師）你正在服用抗凝血藥，特

別是在服用其他藥物或補充劑或者在

接受任何醫療程序前。20-22

前文曾經提及抗凝血藥會令血栓難以形成，從而可能有助減低房顫病

人的中風風險。21	然而，抗凝血藥同時亦可能會令病人較容易出血（特

別是跌倒或受傷的時候）。而且一旦出血，止血時間亦可能會較長。例

如撞倒後，病人可能會察覺到自己身體上的瘀傷比服用抗凝血藥前	

嚴重。24	

身體不同部位均有機會出血。病人可能留意到以下出血情況增多﹕22,24	

• 流鼻血
• 牙齦出血
• 小便帶血，尿液呈鮮粉紅色、紅色或深啡色25

• 糞便呈鮮紅色、深啡色或黑色柏油狀26

• 吐血，嘔吐物呈鮮紅或深啡色，狀似咖啡渣27

• 咳血
• 	（女性患者）月經血量增多

時刻攜帶抗凝血藥提示卡 
如果流血不止或感到不適，請立即聯絡醫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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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房顫動下

如常生活 
簡單小貼士

加倍小心，避免出血28

參閱〈服用抗凝血藥導致的出血和管

理〉章節內的小貼士，在家中保護自己，

避免不必要的風險

服藥時要加倍留意28

切記跟從醫生處方指示服藥﹕每天用手

提電話設定鬧鐘提示，這樣能避免忘記

服藥

出席所有身體檢查﹕在日程或行事曆記

下所有診症日期，並在手提電話上設定

覆診提示，以免忘記出席。

告知整個醫護團隊你正在服用抗凝血藥

如果正在服用抗凝血藥，請時刻攜帶	

抗凝血藥提示卡

請不要介意告訴僱主	
你患有房顫
僱主可以根據你的職位作出適當調整，

保障你的安全

僱主會顧及到你需要接受身體檢查

發生意外時同事知道如何提供協助

如確診患有房顫，病人可能會感到擔憂。但只要在生活上作出

一些簡單的改變，再配合處方藥物，病人仍然能夠維持大部

分日常生活。28,29

請緊記，即使患有房顫，病人仍然能維持喜歡的日常生活！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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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如果因為患有房顫或服用的藥物而憂慮 

能否進行喜愛的活動，以下幾點能減輕疑慮﹕

寫下最能令你享受的事情，例如是最喜愛

的食物，又或是你想開始或繼續的興趣及

活動。

02. 你是否因為患有房顫或服用的藥物而

對以上任何事情感到憂慮？

在感到憂慮的事情旁邊加上剔號。寫下原

因，醫生或許能夠輕鬆釋除你的疑慮！

03. 如何能讓這些事情做起來讓你感到更

安全或減少疑慮？

寫下你的想法，並在下次約見醫生時帶上

這張工作紙。詢問醫生如何改變才能如常

繼續進行自己喜歡的活動。

還有其他疑問？

寫下任何想在下次診症時與醫生商討的	

事情。

制定計劃維持日常生活的愛好和習慣

在剛被確診患病或開始服用藥物時，想知道自己是否需要調整

生活方式是十分正常的。患上房顫亦一樣。	

我們製作了一張工作紙，幫助病人制定計劃維持其日常生活的

愛好習慣。工作紙能夠讓病人思考自己的擔憂、可能需要作出

的改變或者想與醫生商討的事情。將這些寫下能夠讓病人和	

醫生在下次診症時一同討論，並制定計劃，讓病人能維持喜歡

的日常生活。		

如對房顫有任何疑問或擔憂，請向醫生查詢

01

02

03

心房顫動下

如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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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獲處方抗凝血藥，切記定時服用醫生處方的劑

量，以減低中風風險。如果個人狀況或周遭環境令

你在服藥上遇到困難，請務必告知醫生，以便制定

適當的計劃，確保你能夠定時服藥。



16

美國輝瑞科研製藥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683號嘉里中心18樓
電話: (852) 2811 9711   網站:	www.pfizer.com.hk
PP-ELI-HKG-0498 FEB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