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卓筠嬈醫生說，妊娠高血壓是孕婦
常見疾病，每一百名孕婦中就有二至
三人有此問題。

四

十歲的張女士，去年在

苦心經營下終於成功懷

孕，預產期是今年六月。由於是

第一胎，而且高齡，張女士和丈

夫都小心翼翼，做足產前檢查及
確保營養充足。

「每次產檢都有量血壓和驗

尿，我的情況一向都正常，之前

都沒有大病，但醫生說我的胎兒

增長情況不算好理想，偏小，叫

我注意營養補充。但五月底做產

檢時，量到我血壓好高，上壓達

一百六十，又驗到我有蛋白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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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立即入院檢查清楚……」張
女士說。

婦女在懷孕期間有機會出現高血壓，
不但危及胎兒成長，準媽媽亦有爆血
管危機，故必須定期進行產檢。

設計：伍健超
撰文：陳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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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健
康的下一代是父
母的心願，但從懷
孕開始，母嬰便要面對
不少挑戰，其中妊娠高血
壓是最常見的懷孕風險，一
旦出現這情況，母嬰健康均受威
脅，最嚴重的情況，甚至危及性命。
甚麼是妊娠高血壓？今期由
婦產科專科醫生詳細解構。

MEDICAL & HEALTH

查中發現蛋白含量超標，達一點 ○
卻偏小。醫生馬上準備，但期間

子宮頸已張開二至三度，但胎兒

嚴重頭痛及腹痛，並已經作產，

三克，加上她有頭痛徵狀，在超聲
她情況突然轉差，出現全身抽

結果醫生在二十四小時尿液檢

波中又發現羊水量較少，胎兒體重
搐，為她安排緊急開刀……

妊娠高血壓，這病症如何危及孕

壓，需要緊急剖腹生產。甚麼是

兩位準媽媽都出現妊娠高血

亦過輕，只重一點六公斤，在
三十四周來說體形實在太小，是非
常典型的妊娠高血壓病徵。
入院後血壓上壓維持在

腫，慶幸肝腎功能及血小板正

亦超過九十，而她更突然出現水

最常見的疾病，孕婦持續高血壓

醫生說，妊娠高血壓是孕婦產前

養和醫院婦產科專科卓筠嬈

婦及胎兒？

常，惟尿酸過高。醫生評估狀況

不但會增加腦中風機會，胎兒亦

一百五十至一百六十水平，下壓

後，認為情況不妙，如胎兒留在

無法正常生長，母子均有危險。

情況，產後高血壓仍持續。

高血壓，通常在懷孕二十周

Pre-

通常在懷孕二十周前已有高血壓

即懷孕前已有高血壓。這類患者

第一是孕婦本身有慢性高血壓，

「妊娠高血壓有三種情況，

孕婦體內，兩人都有危險，故為
胎兒注射了強肺針，為剖腹搶救
作準備。

另一位持旅遊證件來港的

子癇前期 最嚴重
而衝入公立醫院急症室，這時她

後發生。一般在產後六星期

第二種是因為妊娠期而有

已經懷胎三十八周！沒有進行任

血壓回復正常，孕婦沒有蛋

十八歲林小姐，聲稱胃痛及嘔吐

何產前檢查的她，在急症室醫生

白尿或子癇前期情況。
第三種就是子癇前期（

初步檢查後發現血壓上壓高達
一百六十，下壓一百一十，並有

因後果嚴重，故懷孕期間需要密
切監察，每次產檢都量血壓及驗小
便，如發覺血壓高及有蛋白尿就要進
一步檢查。每一百個孕婦約有二至三
個會出現子癇前期。
對胎兒的影響則包括：生長緩

慢、羊水少、胎盤裂、夭折。

由於子癇前期有機會為孕婦及胎
兒帶來併發症，媽媽會出現抽筋、腦
中風、皮質盲（後腦位置水腫，短暫
影響視力）、HELLP Syndrome（溶
血性貧血、肝酵素高及血小板低）

），或稱妊娠毒血症，
eclampsia
於懷孕二十周後發生，典型徵狀

是高血壓及有蛋白尿，亦會出現

水腫，以上徵狀未必一定全部發
生。」卓醫生說。

怎樣才算妊娠高血壓？卓醫

生說，孕婦血壓上壓高於

）
一 百 四 十 毫 米 水 銀 柱 （ mmHg
、下壓高於九十 ，四小時後再量

都是同樣高水平，或在一次量度

中，下壓高於一百一十，就是患
有妊娠高血壓。

胎盤問題 致血壓高

另外要量度尿液中的蛋白

量，孕婦需要進行二十四小時尿

點三
液檢查，如蛋白量高於 ○
克，就界定為蛋白尿。另外亦可

檢驗蛋白肌酐比值，如高於 30mg/
，便有蛋白尿。
mmol
患有妊娠高血壓的孕婦亦有

可能出現以下臨牀徵狀，包括頭

痛、頭暈、胃痛、右上腹痛、嘔

吐、突然全身急速水腫，部分患

者更有全身抽搐情況，這是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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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果 嚴 重
子 癇 前 期

的子癇前期症狀。
壓。」

孕婦就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

機會患妊娠高血壓，如姐妹有此

之三十五至四十。另外如兩胎相

妊娠高血壓是常見的孕婦疾
病，卓醫生引述外國研究指約有
並非所有孕婦都會出現妊娠

隔超過十年、這胎異常的機會較

百分之三至五，而出現抽搐的則

素，要特別留意。高危孕婦包括本

會增加子癇前期風險。

大，例如葡萄胎、胎兒水腫，亦

說，現時一般例行產檢除量血壓

就要特別留意血壓情況。卓醫生

如有上述風險因素，產檢時

身有內科疾病，例如慢性腎病、一

為百分之

紅斑狼瘡症、懷孕前有高血壓、上

點
○

九年的審計，
婦 產 科 學 院 二 ○○
懷孕期的高血壓約為百分之二點
一胎懷孕有子癇前期病史等，都會

型或二型糖尿病、自身免疫疾病如

一，當中有抽搐情況則為百分之
點
○ 二
○，與外國研究相若。
為何懷孕期容易有高血壓？

孕、四十歲以上、過度肥胖（Ｂ

較次要原因，包括第一次懷

蛋白含量或驗蛋白肌酐比值。

疑，需要留二十四小時尿液檢驗

蛋白尿，並不夠準確，故如有懷

外，亦需要驗小便，但只是篩檢

卓醫生說，目前實際原因未能確

Ｍ Ｉ超過三十）、懷多胞胎，都

「醫生亦會要求孕婦抽血驗

增加妊娠高血壓風險。

定，但相信與胎盤着牀時出現變

會增加風險。孕婦家族有子癎前

1. 服
 用亞士匹靈。在整合研究當中，高危組
群孕婦（慢性腎病、高血壓、一及二型糖
尿、自身免疫病如紅斑狼瘡、上一胎有嚴
重子癇前期），在十二至三十六周服用，
可減低風險。
2. 補 鈣：在高危組群中及本身攝取鈣低孕
婦，每日服用一克（一千毫克）有效減低
五成的子癇前期風險。
3. 癡肥媽咪，懷孕前減重。

上述方法一及二，孕婦切忌盲目跟從，
必須先諮詢婦產科專科醫生意見。至於坊間
指服用維他命C、D、E、魚油、葉酸、鎂，
以及少鹽飲食、運動等來減低妊娠高血壓風
險，至目前為止沒有證據確認成效。

如曾經出現子癇前期，下一胎有百分之
十五機會再有子癇前期。如有早發性子癇前
期，或這胎病情嚴重，或有HELLP
syndrome，下一胎機會更高。而對母親日後
健康亦有影響，如增加高血壓、缺血性心臟
病、腦血管疾病、糖尿等風險。

前期，會導致胎兒生長慢、胎水

慢、體重過輕等情況。如有子癇

胎兒的生長狀況，有沒有生長過

等。同時會透過超聲波掃描評估

異有關，「胎盤與子宮接壤的血

預防妊娠高血壓

肝酵素、尿酸、尿液中紅血球

孕婦如何預防妊娠高血壓及子癇前期？
卓醫生說有以下方法：

期病史，例如其母親有此病歷，

有妊娠高血壓孕婦，如在超聲波
中發現胎兒生長速度慢或羊水不
足，便要小心處理。

管無法正常發展，致出現高血

如胎兒生長不佳，在超聲波圖
▲
像中會見到血流不正常。

三
○ 。而根據香港

病史，孕婦患病機會就增至百分

百分之十至十五孕婦有此情況，
期高血壓，但有部分婦女有高危因

密切監察保平安

英國有關子癇前期的發生率約為

高危孕婦在醫生建議下服用亞
▲
士匹靈，可預防妊娠高血壓。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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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胎盤裂等。萬一胎盤裂，孕
婦會感到腹痛及下身流血，有機
會小產，是妊娠急症，需要即時
處理。」卓醫生說。

最佳治療 嬰兒出生
如發現孕婦有子癇前期，必須
立即處理。卓醫生說，首先會為孕
婦處方安全的血壓藥，控制好血
壓，減少爆血管、腦中風風險。部
分血壓藥服後有睡意、出現姿勢性
低血壓，例如蹲下後站起來頭暈的
情況較平時嚴重，但會隨時間減
退。如需要急速降血壓就要安排靜
脈吊注。正常因懷孕而出現高血
壓，產後需要六星期至三個月才會
自動回復正常，故降血壓藥需服用
至產後三個月。
醫生亦需要密切監察胎兒發

如何正確量血壓

▲ 最佳治療妊娠高血壓是嬰兒盡快出生，
如未足月，出生後需要加護照顧。

快出生，胎盤引致的高血壓問題

子癇前期的方法，是安排嬰兒盡

急情況，建議採用半身麻醉，血

縮短產程。選擇剖腹的，如非緊

升的風險，有需要時會用助產以

生說視乎個別個案而定，醫生會

產的張女士，兒子於上月平安出

因出現子癇前期需要剖腹生

壓控制會較好。

取最佳平衡點，即嬰兒生長愈成

生，目前狀況良好。而沒有接受

的林小姐，由於生產前突然全身

熟、愈近足月愈好，而另一方面

如早於三十四周出生，醫生

抽搐，在注射硫酸鎂控制抽筋

產前檢查而衝入公立醫院急症室

會先為胎兒注射強肺針，以減低

後，宮頸都未能全開，最終要剖

斤，產婦狀況差而轉送深切治療

早產風險，如濕肺、腸發炎、腦

採用甚麼方式生產最安全？

部，其後確認曾經腦中風，留院

腹，嬰兒出生時只有一點六公

卓醫生說需視乎周數、胎位、母

治療近三個月才出院。

出血。

要保障孕婦安全。

何時是最佳出生時機，卓醫

便不存在。

痛楚、宮縮時令血壓飆

用無痛分娩，以減低因

選擇試生的，建議

月，催生成功率高。

開，可以試生；如足

如作產中，宮頸正打

兒大部分會剖腹生產；
▲ 雖然沒有證據顯示運動能預防
妊娠高血壓，但孕婦進行適當運
動，對母嬰皆有益。

嬰狀況而決定。「十分早產的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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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包括定期照超聲波、監察臍
帶脈搏及胎心等。
說到最佳治療妊娠高血壓或

▲ 市面上有多種血
壓計，應選用手臂
型，避免手腕型。

第二，手袖應調較至適合孕婦自己
的尺碼，過鬆過緊都會影響準確度。

不應以一次為準，應早、午、晚各
量一次，記錄好，待產檢時交與醫生。
懷孕期內如隔四小時量度兩次血壓的上
壓都高於140mmHg、下壓高於
90mmHg，或下壓高於110mmHg，便
應及早見醫生。
「首先，不應用腕帶式血壓計，並
不準確，要用手臂型。

第三，應坐直身子，如活動後應適
當休息才量，量度時應注意上臂與心臟
在同一水平。不應躺平量血壓。」
卓筠嬈醫生指出，懷孕婦女亦要定
時監察血壓變化，如超標就應及早通知
醫生。但很多孕婦都不懂正確量血壓，
致量度出來的血壓不準確，難以評估。
她教大家如何正確量血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