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控制高危因素。

一百個新症。缺血性神經線中風病發率與主動脈閉塞相若。
由於眼血管阻塞是血管老化的疾病，身體其他血管也有機會
阻塞，故當病人確診眼動脈或靜脈閉塞並治療後，眼科醫生會轉

每十萬個市民，每年有一至兩個新症，即香港每年大概有七十至
眼中風屬眼科常見急症，研究數字顯示，主動脈閉塞病人，

▲

接受新冠病毒快速測試後，大約
傍晚接受了第一次高壓氧治療。
「期間我一直與跟進媽媽情
況的郭醫生聯絡，當媽媽接受高
壓氧治療稍事休息後回到養和，
郭醫生已在醫院等候，經檢查後
發現血管仍然閉塞，仍未有血流
到視網膜，他建議可以接受一種
最新的眼血管通波仔手術，我們
同意，因為不做便很大機會失
明。」劉小姐說。
翌日早上，劉媽媽接受了眼
動脈血管通波手術。稍作休息
後，下午到東區醫院接受第
二次高壓氧治療，結果讓人
意外……

視網膜主動脈閉塞
最嚴重
甚麼是眼中風？養和醫

郭醫生提醒，有些人突然視力模糊，過一會後回復正常，有

如果眼前看不到任何影像，或其中一隻眼突然失去
視力，有機會是眼中風，即眼血管閉塞，如果無法及時
回復血流，很大機會失明！

院眼科專科醫生郭坤豪醫生

機會是輕微中風或小中風，建議病人一定要見醫生檢查清楚，及

郭坤豪醫生說，視網膜主動脈閉塞後果嚴重，
病人有機會失明。

說：「眼中風主要分為三類，

接近九成病人都會找到心臟、頸動脈、腦血管問題。

八
十九歲的劉媽媽，去年九
月某天早上，突然眼前漆

黑一片，她以為睡一會兒會有改
善，但為求安心，都立即打電話給
工作中的女兒，報告情況。
「媽媽大約十年前其中一隻
眼因眼中風而失明，這時又出現
相類似情況，我們很擔心，於是
立即回家帶媽媽到養和醫院求
診……」劉小姐說。
當天一向跟進劉媽媽病情的
眼科專科郭醫生休假，由另一位
眼科專科醫生跟進，經詳細了解
病發經過及檢查後確診眼中風，
視網膜動脈血管閉塞阻礙血流，
令視膜網細胞缺氧而無法視物。
眼科醫生建議劉媽媽立即到東區
醫院接受高壓氧治療，希望細胞
能盡快得到氧氣而自行修復。當
天下午，劉媽媽抵達東區醫院，

第一是視網膜動脈閉塞／梗塞，

重。「動脈帶氧氣到眼球，由大

阻塞，其中以動脈阻塞後果較嚴

突然視力模糊，或漆黑
一片，有機會是眼中
風，必須立即求醫。

第二類是視網膜靜脈閉塞／梗

血管去到幼血管去到眼球；氧氣
被眼組織提取後，血液經幼靜脈
至粗靜脈回流至心臟，一個血液

球，很多時眼血管阻塞是因為心

由心臟經頸動脈大血管去到眼

膜上。整個眼球的血液供應，是

有很多血管，有兩層血管在視網

脈或主靜脈閉塞屬嚴重，因為影

脈閉塞病情相對較輕微，而主動

及支流動脈或靜脈閉塞：支流動

有分支，分為主動脈或靜脈閉塞

大動脈與大靜脈像河流一樣

循環完成。

臟血管丶頸動脈老化，有脂肪丶

響連帶支流亦缺血。
支流動脈閉塞視乎在哪一
個位置，如果阻塞視網

視力受損可能不太

膜旁邊位置，病人
眼血管有動脈及

嚴重，因為看事物

區，如果阻塞的支流

主要靠中央的黃斑

靜脈，兩者都有機會

血性中風。」

致眼中風，有點像腦部缺

頸動脈走到眼血管，阻塞血管引

鈣化物質積聚，通過血液循環由

生先由眼血管結構說起：「眼部

要了解眼中風的形成，郭醫

風。」

塞，第三類是缺血性神經線中

郭醫生為病人檢查
以確定情況。

（資料圖片）
視網膜動脈閉塞是血管性
疾病，病人同樣有中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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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媽媽的右
眼十多年前出
現主動脈閉
塞，令視神經
萎縮。

介病人去見腦科、心臟科專科醫生檢查。臨牀經驗所見，差不多

▲劉媽媽的左
眼去年出現同
樣情況，接受
手術後翌日，
回復血液循
環，視神經紅
潤。

郭坤豪醫生說，眼中風就如腦中風一樣，要預防就要控制風
險因素，包括三高（高膽固醇、高血壓、高血糖），避免血液內
形成粥樣斑塊，因粥樣斑塊積聚下會導致血管狹窄，阻礙血液運
行。因此有糖尿病的人士要控制好血糖，有高血壓就要控制好血
壓，平日多運動，戒煙，多進食含抗氧化元素食物。另外，心房
纖顫的患者，他們的血液中可能有由心臟形成的游離血塊，容易
堵塞腦部血管或頸部血管引致中風。

昔日治療眼中風的方法屬支援性質，沒有針對性的
根治方法，成效未如理想，很多患者最終喪失視力。幸近
年有一種嶄新的眼血管通波仔技術，及時令血流回復暢通，
撰文：陳旭英 設計：林彥博
成功挽救病人視力！

眼中風 可以預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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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界經多年研

導管手術通血管
郭醫生說，嶄新技術由日本
橫濱大學眼科教授門之園一明於

點
○

五毫
○

一八年發明，像心臟通波仔
二 ○
一樣，並由日本一家醫療儀器公
司特別生產一種直徑
米的導管。
「方法是在病人眼白位置開
三個小孔，置入一條導管，通向

▲

▲

阻塞的主動脈，注射一些藥物溶
解血塊，雖然血管內的鈣化物質
無法溶解，但研究顯示這些藥物
可以沖走鈣化物質，將阻塞的地
方打通。門之園教授已為百多名
病人進行手術，大部分病人視力
都有進步，有些視力進步顯
著。」郭醫生說。
研究結果刊登在自然科學雜
誌，郭醫生於是向這位認識近
三十年，並曾合作進行研究的教
授求教，學習這個手術。門之園

透過眼底螢光血管造影，
可以清晰地檢視視網膜血管
的結構和血流。

樣，經導管進入阻塞的眼血管進
教授亦飛到香港觀察郭醫生進行

究，看是否可以像心臟一

行通波仔，但過去多年都未能夠
手術。

▲

動脈位於黃斑區，病人視力受損
會較嚴重。」郭醫生說。

傳統治療 效
  力弱
視網膜主動脈閉塞昔日無法

醫治，只有一些傳統但未有確定
效力的治療方法，包括按摩眼
睛，希望刺激血液循環，減低眼
壓，或用紙袋呼吸以增加體內的
二氧化碳含量，希望令血管膨
脹。
數據顯示，九成以上眼球主
動脈閉塞病人，視力在半年至一
年內仍然會嚴重受損，九成失
明。醫學上對於失明的定義，是
病人無法讀出視力表上最大的字
體，即視力低過或等於 點
○一。
雖然九成以上病人最後都會
失明，個別病人較幸運，可能阻
塞不太嚴重，或血管自行回復暢

幸好近年有一種嶄新又有效
突破障礙。因為眼主動脈直徑很

通，部分視力得以保留。

的治療方法。郭醫生解釋：「眼

手術後劉媽媽依照原來安排

受新手術。

給她解釋新手術後，病人決定接

▲

進行恒常運動，能保持血管健康。

事實上，通波仔手術更早施

球的主動脈閉塞就等如被箍頸一
行於眼靜脈閉塞。「門之園教授

儀器折斷遺留在血管內。」

術時可能會有血管破裂危機，或

到；亦要顧及安全，否則進行手

點 ○
五
序，儀器直徑可能要在 ○
毫米以下，可以想像是很難做

點一至 ○
點一五毫
幼，只有 ○
米，如果要進行類似通波仔的程

樣，沒有血到細胞會窒息，而醫

糖尿病人進食前後驗血糖，
▲
建立良好飲食習慣，有助控制
三高。
糖尿病人易有血管病變包括
眼中風，故病人必須好好控制
血糖。
▲

到東區醫院接受第二次高壓氧手

（眼底血管造影），發現阻塞的

術，治療前醫生為她進行眼掃描
劑，但眼球仍然水腫及滲血，最

血管回復暢通，視力回復到零點

一三年，為主
早於二 ○
靜脈閉塞病人進行通波
仔手術，並在美國醫學會的眼科
後跟他商量做這個手術。術後雖

在眼靜脈血管閉塞病人施行。但
過去兩年毋須再

善，但水腫消退，

可能是心理因素影響吧。

但明明視力已回復正常，她估計

接近電視，說坐得近，看得清，

不過劉小姐說媽媽經常坐得

劉小姐說。

該大約是正常人的九成視力。」

退化，所以現時回復的視力，應

郭醫生說，媽媽有輕度黃斑

我們終放下心頭大石。

後確定視力回復至眼中風前水平，

兩個月後到養和覆診，郭醫生檢查

已通，視力一般會慢慢回復。直至

常。我都不知道，但郭醫生說血管

療程，並經常問我何時完全回復正

之後媽媽繼續未完成的高壓氧

慢慢自然吸收。

繼續滴降眼壓藥水便可，讓滲血

郭醫生說是眼內血管滲血，建議

立即回養和見郭醫生，經檢查後

後，媽媽又突然眼前漆黑一片，

到較清晰的影像，然而一星期

「媽媽手術後數天開始能看

雜誌發表了研究報告。

因為靜脈閉塞嚴重性較低，部分
注射針劑。」郭

香港有百分之一至二主動脈閉塞病人，最後發現巨大細胞血管炎。病人不需要做通
血管手術，治療方案是盡快處方高劑量類固醇，控制受影響眼睛的血管炎，同時防止另
一隻眼有血管炎。而缺血性神經線中風，在外國有很大比例是巨大細胞血管炎。

二，醫生也嘖嘖稱奇。

主動脈閉塞與缺血性神經線中風都屬動脈閉塞，前者發生在視網膜的血管，
後者發生在葡萄網的血管，診斷時需要排除巨大細胞血管炎。

然病人視力沒有大改

眼中風病人也需
提防心血管病變。
▲

「巨大細胞血管炎病人，會於進食期間突然牙骹乏力，步行期間突然小腿乏
力，而觸摸他的額頭血管，病人會感覺脹痛。眼科醫生診斷時，需要安排病人抽血驗發
炎指數。」郭醫生說。

眼靜脈血管較粗，故研究先

靜脈閉塞的病人，在附近擴張沒
醫生說。

成功通血管
 回復視力

八十九歲的劉媽

有阻塞的血管，繞過阻塞的地
方，漸漸血流回復暢通。另外亦
可以注射一種藥物：抗血管上皮
分子增生藥，改善病人血管滲血
水腫，治療併發症，希望能夠爭

媽，早於十多年前見郭

影，但當年沒有特別治

取時間，讓血管能自行回復暢

由於有一個相對安全的方法

療方案，只能為她進行

醫生，當時她右眼主動

來治療，所以眼靜脈血管閉塞手

了一些傳統治療包括按

通。注射藥物開始時為每個月一

術的需求便不太高，因而令這個

摩眼球、放水、降眼

脈梗塞，視力只見到

手術未流行，而動脈阻塞的病人

壓，可以做的都盡量

次。」郭醫生說。

會在短時間內失明，故做手術的

康的，故雖然一隻眼失

做。幸好當時左眼是健

郭坤豪醫生分享曾經為一名

明，但整體來說仍然能

急切性較高。

視網膜靜脈閉塞病人進行通波手

視物，可以正常生活。

眼主動脈阻塞，郭醫生

去年九月劉媽媽左

術。「病人已經注射了十多針抗
血管上皮因子增生藥，亦注射過
三次類固醇、治療黃斑水腫針

提 防 巨大細胞血管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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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瞳後檢視眼底可初步判斷血管
是否有阻塞。
（資料圖片）
容易有血管病變的病
人應該及早戒煙。

案
檔

養和
療

醫

MEDICAL & HEAL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