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約六十歲的鄧先生現在
每星期到養和醫院物理

治療部進行肌肉力量訓練，這天
他便在機械人的協助下步行。雖
然目前他仍需倚靠手杖步行，但
在持續努力下，他目前的狀況比
一年前好得多。
鄧先生的兒子說，父親於去
年六月在街上突然中風暈倒，途
人報警後由救護車送他到就近的
公立醫院，經過穩定顱內壓力及
控制出血情況後，一星期後轉到
私家醫院。
「父親本身有高血壓及心臟
病，轉院後由腦神經專科醫生跟
進，安排營養師、言語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等共同照顧父親。在
留院兩個月後，父親轉到住所附
近的復康中心，每星期五天，每
日九時至三時進行各種復康治
療。我們見到父親狀況有些少改
善，但由於他的痛症嚴重，物理
治療師為他拉筋時，因為太痛而
令肢體伸展、屈曲的幅度受限
制……」鄧先生兒子說。
其後鄧老先生獲安排見復康
科專科醫生周志平，經詳細了解
及評估後，發現鄧老先生中風後

中倍添困難，日後要回復應有的

活動能力，需要用更漫長的時

間，而效果亦會較為遜色。

性命垂危 情況嚴峻

另一位病人張先生才二十多

歲，在事業剛開始時便不幸中

風。他的兄長說：「弟弟患上一

種血科病症，導致兩年前突發性

腦出血，送入公立醫院急症室，

經追查後才知道患上這病症。由

於當時出血情況嚴重，需要進行

顱內減壓手術，並需要輸入血小

板以避免再次內出血。手術後他

被送入深切治療部護理，可惜之

後再一次出現腦溢血，腦部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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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多種併發症，包括肌肉筋腱
收縮、關節僵硬，故在復康過程

撰文：陳旭英

攝影：李宇家

設計：張均賢

周志平醫生指出，全面的中風復康治
療，從病人第一天入院便要開始。

如錯過最佳復康治療時
機，中風患者出現併發症，其
後的路途更見艱辛。以下兩個
案，揭示在復康科醫生帶領下
及早進行適切的復康治療的重
要性。

療

檔

案

養和
醫

中風是香港常見老年疾
病，大大影響患者的活動能
力。近年更有不少年輕的中風
個案，患者在腦部受損後要面
對日後人生漫漫長路，故中風
後及早進行合適的復康治療，
有助加快重拾自理能力，甚至
可重投社會工作。

鄧先生中風後右手活動正常，不能活動
▲
的左手在勤做拉筋及按摩下，狀態亦良好。

次受創……」
張先生幾度性命垂危，住院
期間多次徘徊於生死邊緣，期間
又曾染上肺炎。因為住院期間輾
轉入住不同病房，醫護人員未能
有系統地提供較合適及全面的復
康照顧，中風後的張先生的四肢
肌肉張力過高、筋腱收縮情況嚴
重。
最終在住院六個月後，張先
生才獲安排轉到復康醫院，張
先生兄長說：「弟弟轉院時，四
肢變形，全身僵硬，連坐都有問
題……」
幸好他每天盡力抽時間到復
康醫院為弟弟進行各種伸展、按
摩及拉筋等運動，以及從各種渠
道學懂的言語治療為弟弟訓練，
弟弟由最初無法說話到今天可以

鄧先生在周醫生設計的復康治療計劃
下，利用機械人步態訓練系統鍛煉肌
肉力量，學習步行。

科專科治療，經評估後知道情況

嚴峻。周志平醫生說：「如果在

中風初期能及時進行適當的復康

治療，避免併發症，張先生的康

復情況一定比目前好得多！」

出血中風 康復有望

養和醫院復康科專科周志平

醫生說：「中風分為出血性及缺

血性兩類，因應其中風的嚴重程

度，影響病人日後康復情況。缺

血性中風如血管嚴重阻塞、腦部

受影響範圍大，日後康復自然較

差。出血性中風，如出血程度擴

大，很多時要進行顱內減壓手

術。缺血性中風的腦部如大範圍

受影響，有時會水腫，同樣會導

致顱壓過大而需要開腦減壓。

「出血性的中風，通常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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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出簡單字句，可說全是兄長的
功勞。最近兄長帶弟弟接受復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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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老年人會中風，近年亦有不
少年輕人中風個案，大大影響病人活
動能力。

吞嚥有問題的病人，可
進行
評估，清楚
了解吞嚥能力。
▲

後病情危急，治療期間張先生的

進食流質食物有問題病
人，可以在飲品中加入凝
固劑。
▲

搶救保住性命，其康復前景卻有
肌肉張力不斷增加，致嚴重收

例如上述張先生，中風送院

時比缺血性中風較好，因為當出
縮。周醫生說，就算病人未清

▲

養和

在治療過程中，復康科醫生

會聯繫言語治療師、物理治療

師、職業治療師等共同為病人提
供合適及有系統的治療。

「如病人初期的吞嚥有問

題，我們會建議暫時用胃喉，直

至病人穩定後，才由言語治療師

作臨牀評估，看看是否能安全進

食，如發現有問題，病人便需要

光造影檢查

）或以內視鏡檢查吞

再進行吞鋇
（

嚥能力。

醫生在評估其進食情況後作

出建議，例如咀嚼吞嚥差者可以

切碎食物，如吞嚥茶或水等液體

的能力較弱者，可於飲品中加入
凝固劑。

有些病人溝通有問題，例如

明白語言內容但無法以說話回

應，就可以寫字、用圖像卡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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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得急，病人情況差，如能及時

血停止，或取走血塊後，腦部不
醒，復康科的介入可以為病人選

用腳托、手托以防止手腳收縮或

再受壓力，功能就有回復的機

周醫生指出，一個全面及有
變形，腳托亦可以防止因為臥牀

用減壓牀墊，避免出現褥瘡；選

效的中風復康計劃，早於病人第
時間太長致腳跟潰爛。另外，物

會。」周醫生說。

一天入院就應該開始，不是等到
理治療師亦可為病人拍痰、轉

復康科醫生亦會教導病人家

情況好轉才開始做。「在北美

天已與各專科醫生共同參與治

屬，在住院及回家後進行適當復

身、拉筋，防止肌肉關節僵化。

療，因為這群病人很大機會有併

家人或照顧者如何照顧患者。

表達能力受損，醫護人員則教導

付日常生活，又或病人的理解及

題，醫護人員可以教導他如何應

學習能力，記憶及理解方面沒問

病人肢體無法正常活動，但保留

坐穩、然後站立，繼而步行。如

肉力量薄弱，可以先訓練其正常

周醫生說，假設病人只是肌

各治療師 協助病人

程度，來制定合適的復康計劃。

復康評估，因應病人腦部受損之

會正常生活，但必須先進行詳細

目的，是希望病人最終能回到社

中風後進行復康另一個治療

康治療，減少併發症。

這款特製的傾斜碟及
防滑墊，方便手部活動
差人士使用。

高、關節硬化，及肌肉攣縮。

併發症，包括壓瘡、肌肉張力過

人？周醫生說，最先要防止出現

時，復康科醫生可以怎樣幫助病

如病人中風後病情仍危急

及早介入 減併發症

康科治療。」

併發症，待病人穩定後再轉到復

發症，康復科專職防止病人出現

洲，復康科醫生在病人入院第一

檔

▲手 部 活 動 能 力 差
的中風康復者，可以
使用特製餐具。

X

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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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風後如一邊身無法活動，
物理治療師會教導如何靠另
一邊身的力量活動，及進行
肌肉力量訓練。

案
醫

鄧先生由於早期住院時醫生

言語治療師可用電療訓練吞
洗面、刷牙；如只得一手能活

日常自我料理，如進出洗手間、

在因為手腳肌肉收縮而步行仍有

▲

這類「便椅」，方便肢體癱瘓
人士沐浴及大小便。

嚥肌肉，改善吞嚥問題。物理治
動，就提供特別餐具、防滑墊

困難。

如手托、腳托，教病人

療師會進行拉筋訓練等防止筋骨
等；教病人如何穿衣、上廁所、

「雖然醫生在鄧先生住院期

沒有為他提供合適的手托、腳托

僵硬肌肉攣縮。如病人清醒後，

扭毛巾等，無法扣鈕就可用魔術

間安排物理治療師跟進，但治療

及合適的藥物，致肌腱過緊，現

可首先訓練坐穩，然後學習轉移

貼式衣物，建議改建廁所方便出

中風病人穿上「腳托」
可防止關節變形。

身體位置，在牀上轉身，之後由

不到位，錯過了較佳的治療時

間，現在已出現肌肉萎縮、筋骨

適當的復康治療，能幫助中

為病人提供減壓坐墊，
可防止壓瘡。

入等。」

來，直至學習步行，需要循序漸

除了練習平衡、關節活動

風後病人重投社會，但周醫生認

周醫生特別提出，現時有一

僵硬的併發症。」周醫生說，稍

外，亦要加強肌肉力量的訓練。

為香港醫療體制下因資源不足，

種能有效控制肌肉張力的藥物，

進。

如病人無法步行，則會訓練其使

致很多病人情況穩定後便要離

周志平醫生慨歎香港的復康科發展
較慢及不受重視，影響了很多中風病人
的康復前景。

周醫生說：「美國在上世紀四十
年代已全面發展復康專科，有專科訓
練及考試，訓練課程包括腦科、內
科、骨科、兒科、痛症科、電子診斷
科及脊髓創傷科等。當時正是二次大
戰期間，許多軍人在戰爭中受傷出現
脊椎神經及肌肉關節受損，復康科正
正能全面地照顧他們，幫助他們康復
後重投社會。

及自我照顧能力。

情況，回復一定程度的活動能力

時間及更大的努力，希望能改善

了黃金治療時機，需要花更多的

得到合適復康治療的病人，錯失

兩位在中風後未能第一時間

形，亦較少副作用。

張力過高致肌肉收縮、關節變

惠。及早使用該藥物可防止肌肉

申請使用，故大部分病人無法受

行手術，改善手腳僵硬情況。

後會安排他注射肉毒桿菌素及進

用輪椅。

而在北美國家，病人在出院後有
完善的復康上門服務；美國及加拿大
的復康醫院，物理治療師、言語治療
師、職業治療每天為病人提供三至四
小時一對一的服務。反觀香港的公立
醫院，一間康復病房設三十多張病
牀，卻只得一、兩名物理及職業治療
師，能提供的服務時間自然有限，
平均每位病人只有很短的治療時
間，復康的成效亦受影響。

但由於在港沒有註冊，需要特別

反觀香港在英式制度下，復康訓
練只是內科或骨科專科內的一個分
科，致訓練不能如北美般跨專科般全
面。」

院，離院後卻無法過正常生活。

錯失良機 復康路遙

躺臥到坐起來，由坐着到站起

平板電腦幫助表達意思。

職業治療師會教導中
風復康者，在單手能
活動下如何穿衣服。

職業治療師則提供適合器具

復 康 服 務 不 足
病人康復潛能未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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