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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和短暂性缺血病发 

你需要知道的事 
 
 
介绍 
Introduction 
本资讯是提供给有中风或短暂性缺血病发 (TIA) 和照料他们的亲人以及朋友之
用。旨在回答有关中风和其治疗的一些常问问题。受中风影响的人没有两人是
一样的。本文件只提供一般性资讯, 不能取代你应从你的医生和保健小组得到的
重要和特别的资讯。 
 
 
中风或TIA 是什么? 
What is Stroke or a TIA? 
中风是一种脑部受伤类型。 当流到脑部的血液突然中断时就发生中风。输送到
脑部的氧气和养份受到阻断, 因此脑细胞受到伤害或死亡。当脑细胞死亡时, 这
些 

细胞通常控制的的身体功能也就丧失了。中风的严重程度从TIA, 即症状在几小
时后就好转的情况, 到引起永久性残疾或甚至死亡的严重性中风等不同。 
 
 
中风有两种类型﹕ 

1. 局部缺血性中风(梗塞) ISCHAEMIC STROKE (Infarction) 

局部缺血性中风是脑部血管阻塞的结果, 是最普遍的一种中风类型。局部缺血性 

中风可能是血栓型或栓塞型的。 
 
血栓型是血管里有血块形成, 再变大到完全阻塞血管时发生的。 
 
栓塞型是身体其他部位里有血块形成(最常见的是心脏或颈部的大动脉里), 再游 

走到脑部时发生的。 
 
短暂性缺血病发 (TIA)是一种局部缺血性中风, 常被称为‘迷你’(小) 中风。通常是

  



中风快要发生的警告征象。 虽然症状可以很快恢复, 快速接受治疗预防进一步
中风则是很关键的。 

2. 溢血性中风 HAEMORRHAGIC STROKE 

当血管破裂而渗血入附近的脑部组织时就发生溢血性中风。结果造成中风发生
的部位和四周的细胞受伤。 
 
 
我如何知道我中风了? 
How Do I Know I am Having a Stroke? 
中风和TIA 两者的警告征兆可能是下列之一或数个现象﹕ 
 脸部, 手臂或腿部的无力或瘫痪 

 平衡和/或协调不良 

 说话或理解有困难 

 吞咽困难 

 视力有问题 (模糊, 重迭或丧失) 

 身体半边麻木或感觉丧失 
 
中风是一种医疗上的紧急状况。任何中风的征兆都不应忽略, 而应寻求紧急医
护。症状一开始发生就立即寻求医疗, 可提高生存机会和减少中风严重性。 
 
 
中风后我可能获得什么治疗? 
What Treatment Might I Have After a Stroke? 
中风后的护理可能包括下列内容﹕ 
 找出你的中风类型, 受伤部位以及严重程度 (诊断) 。 

 尽快作脑部扫描以助于诊断。 

 接受药物帮助溶解血块 (血栓溶解) 。不是每家医院都能提供血栓溶解, 即使
能够, 也只有一小部份的人适合进行这种治疗。你必须在中风发生后很有限的时
间内就接受这种药物治疗才有效。 

 颈部和心脏动脉拍超音波片子 (B 超) 。 

 验血查血糖和胆固醇指标。 

 医生开降低你的血压和胆固醇的药物, 以及减少血块风险的药片。 

 也许有必要开刀或动手术改善通往脑部的血流。如果需要, 你的医生会和你 

讨论这点。 

 预防或治疗健康问题和并发症, 试图阻止你的中风恶化。 
 



中风如何影响我们? 
How Does Stroke Affect People? 
每一种中风都是不同的, 视乎脑部受伤的部位, 受伤程度以及患者的健康状况而 

定。这也是难以预估中风能恢复多少, 你要住院多久的理由。 
 
如果你住了院, 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会评估中风对你造成的影响, 再决定最佳治 

疗办法。除了医生和护士, 你也可能需要物理治疗师, 言语矫正师, 职业理疗师, 

营养师以及社工的治疗。 
 
中风后你可能面临下列问题﹕ 
 
行动和走路 

 物理治疗师会对你的行动能力进行评估。你所接受的治疗视你中风后丧失多 

少行动能力和你中风之前的活动能力而定。你的物理治疗师会订出一套计划 

, 包括下列内容﹕ 
 力气训练帮助你尽可能恢复行动能力。 

 正确的运动练习。 

 帮助你走动的合适辅助器。 

 帮助你安全地活动的技巧教育。 
 
有时候中风也会导致奇怪的感觉, 痛楚, 麻木以及肌肉痉挛。你甚至会失去一边 

身体的知觉。 
 
吞咽和吃东西 

中风后你可能有吞咽液体或食物(吞咽困难)的问题。你会得到尽快的评估, 言语 

矫正师会推荐你最能安全吞咽的食物和液体。这可能包括一套调整过的膳食, 例 

如浓汤或软性食物或稠厚液体。 
 
在早期阶段, 你吞咽任何东西都可能不安全, 你可能暂时需要通过管子来喂食。 

这种情况发生时, 言语矫正师会密切监视你的吞咽能力之改善。 
 
说话, 写字和理解 

中风可能影响你的说话, 写字以及理解别人说话的能力(失语症)。你可能有﹕ 
 说话或发任何声音的困难 

 思考说或写出合适的字眼的问题 

 理解说或写的困难 



 说话含糊 (构音障碍) 的现象 
 
关于中风对你的言语, 阅读以及写作的影响, 你应接受一位言语矫正师的充份评 

估。问题辨明后, 他会订出一套个人化的治疗计划给你, 而且必要的话, 出院后 

再转介你到合适的服务机构去治疗。 
 
膀胱和大肠 

中风后几周内无法控制你的膀胱或大肠蠕动是很普遍的现象。如果你在出院后
仍经历这些问题, 你和你的照料者可向你的医院, 家庭医生或社区排便及排尿控
制顾问寻求帮助。 
 
感官 

中风后会在以下几方面影响感官。和其他中风后的问题一样, 这些问题可能自发 

地恢复。 

 你的一边眼睛可能丧失部份或全部的视觉能力。 

 你的一边身体可能有痛楚感觉或丧失感觉能力。 

 你的味觉, 听力和嗅觉能力可能受影响。 
 
情绪和心理影响 

中风引起下列活动的问题是很普遍的﹕ 
 思考力 

 集中力 

 记忆力 

 作决定 

 心情 

 计划 

 推理 

 情绪 

 学习 

 精力 
 
沮丧和/ 或焦虑在中风后出现不是不寻常的现象。症状可能随着时间缓和下来, 

而不一定需要治疗。然而, 如果你的症状是严重或持续的, 你也许需要被转介给
专科医生看。 
 



恢复正常生活 
Getting back to normal life 
中风后进行日常活动, 例如穿衣, 作饭, 购物, 从事嗜好以及就业发生困难是 

很常见的。职业治疗师能帮助你﹕ 
 建议避免做不安全的事的策略。 

 使用特别的设备。 

 安排你的家里作些调整, 方便你尽可能容易些过正常生活。 
 
 
复健呢? 
What about Rehabilitation? 
你需要的复健程度视你的中风严重程度而定。这因人而异, 因此复健专家会决定 

入住复健病房是否对你有利。 
 
 
中风后我能开车吗? 
Can I Drive After a Stroke? 
中风可能影响你开机动车的能力。你的职业治疗师会和你讨论这个问题, 告诉你 

需作什么以确保开车安全。你需有医生和政府驾驶部门开的安全证明以确保你
的开车安全。没有这些证明, 你的汽车保险可能会在出车祸时失效。 
 
 
我如何预防进一步中风或TIA? 
How do I Prevent Further Stroke or TIA? 
许多人因具有一些风险因素而有中风危险。遗憾的是, 有些风险因素不能得到控 

制。 

 任何人在任何年龄都可能中风, 尽管我们知道这种风险是随年龄增加的。 

 无论性别都可能中风。男人的中风风险较高, 虽然女人的中风率因寿命较长 

而更高。 

 有中风或TIA 家族病历也提高你的中风率。 

 你有中风或TIA 病历则再度中风的风险也高。 
 
有些风险因素可以透过生活方式改变以及/或医疗而减低或避免。这些包括﹕ 
 遵从生活方式的建议 (包括你的饮食, 达到满意体重, 规律运动, 停止吸烟 

以及减低酒精和盐份摄取量的建议)。 

 确定你的血压控制在安全限度内。这可能需要药物。 

 如果你有糖尿病, 确定你采取步骤控制血糖水平。 



 药物治疗以减低血液凝固的风险, 以及控制不正常心律。 

 药物治疗减低你的血液胆固醇。 
 
为避免再度中风, 下半辈子继续这些措施是很重要的。没有和医生讨论过以前勿 

停服药物。 
 
 
支持团体 
Support Groups 
中风不但影响你, 也影响你的家人, 照料者以及朋友。你和你的照料者可从下列 

组织, 以你的语言获得进一步资讯和支持。 
 
多元文化照料者支持计划 
Multicultural Carers Support Program 
电话: (02) 95670933 
 
中风康复协会 
Stroke Recovery Association 
电话: (02) 9550 0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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