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四晚上八時許，張太

正在家中弄晚飯，張先生

致電回來，張太隨意問他一句：「

是否回來吃飯？」張先生答：「不

吃了，沒胃口。喉頭有點痛，可能

是肺炎。」張太追問：「有沒有發

燒？」「沒有，只是覺得胸口近喉

頭位置抽著痛。」

張太吃了一驚：「你有可能是

心臟出了事，而不是肺炎。」張先

生說：「我的心沒有痛，怎會是心

臟病？」張太建議：「你立即去急

症室吧，不要回家。」張先生卻不

以為意：「還是先回來坐坐，或許

過會兒沒事的。」但張太堅持：「你

千萬不要回來，沒時間了，立即去

急症室，我現在就去會合你。」

十分鐘後，張太甫走進醫院急

症室，便看到張先生正被推往急救

室，當時他是清醒的：「剛剛做了

心電圖，可能真的是心臟有事。」

張先生對張太說罷，便被醫護人員

匆匆推了入急救室，把張太隔在布

帘外。

隔著布帘掩掩映映之下，張太

看到大約有五、六個醫護人員圍著

張先生，七手八腳地為他急救，急

救員左穿右插，更有一位急急腳跑

出來，抱起一個只在電視劇中見過

的心臟起膊器隨即走回帘內去，張

太只得在帘外默默乾着急。

急救了約半小時，張先生躺在

病床上被推出來了，他仍是清醒

的。醫護人員對張太說，張先生心

臟病突發，要留院，隨即便將他推

進了心臟深切治療部。張太想知道

張先生的病情，但醫護人員卻沒有

清楚解釋，只簡單地說張先生患了

心臟病，仍未脫離危險期，並向張

太建議：「除了你之外，還有沒有

其他親人？最好通知他們，要有心

理準備。」

在此之前，張先生完全沒有心

臟病歷史，如果你是張先生或張

太，你當時會怎樣？

記：記者     張：張先生

病人親述：手術前
記：當初你怎發現自己有病去求醫？

張：還記得是星期三，那天早上忽

然覺得心口對上的位置痛，那種痛

像抽筋一樣，感覺自己痛的位置像

被扭的毛巾般，時緊時鬆，呼吸困

難。於是我坐了下來，做深呼吸，

呼呼吸吸了數下，覺得好一些，但

過了一會後便不停流汗。如事者，

過了五分鐘的不斷抽緊，情況終於

有改善，不痛了。但這種感覺是我

從未試過的。

記：即是在事發前一天只感到抽痛

了一次？

張：對，只是一次。到了翌日又再

痛了，大概在下午四時開始，無論

我怎樣深呼吸，怎樣放鬆，也痛得

很。其實感覺有點像陣痛。

記：每一次「陣痛」維持多久？

張：大約兩三分鐘。每次放鬆了以

為不痛之後，又再痛了。

記：多久才會順氣過來？

張：不定時的。總之整天都不停的

痛，所以我才會到醫院去。到了急

症室，我仍未想過是心臟有問題

的，因為痛的位置是心口對上，喉

嚨對下的位置，我還以為是肺炎。

還記得到了醫院後，每一個為我醫

治的醫務人員都神情緊張。

記：你入院後醫護人員是怎樣為你

檢查的？

張：一進醫院他們立即給了我一粒

藥丸，叫我把藥丸放在舌頭底下。

很奇怪，把藥丸放了在舌頭底後，

痛楚立即減輕了很多，大概是半分

鐘就有效，整個人都鬆了。之後便

做了心電圖，因為我的心電圖極不

穩定，所以他們送了我到心臟深切

治療部，要我留院。之後便抽了心

臟的血液驗酵素、糖、膽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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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心肌梗塞
救命分秒必爭

心臟殺手
極速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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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心臟病是僅次於癌症的第二號殺手。一如癌症，心臟病也有很多

種，而急性心肌梗塞可說是最危險的一種。本港每年有近千人死於急性心肌梗

塞，約六成半的心臟病死亡個案由是急性心肌梗塞引發，病發者只要稍遲施

救，死亡率極高。雖然隨着醫療進步，通波仔、安裝心臟支架、搭橋等高科技

手術已如家常便飯，但總要病人活着入院才能進行；不幸的是，很多人心

臟有問題而不自知，或病發時不覺其危險性乃至失救致死。以下的

真實故事，會更令大家知道，心臟病真的可在毫無前兆下來

襲，稍一不慎便會猝死。定期檢查身體固然能助你及早發現心

臟毛病，而了解心肌梗塞的病徵、出事時懂得馬上求助，也

可以救回你一命。

記：為甚麼要驗酵素？

張：如果你買了一塊豬肉又不放入

雪櫃，七、八小時後，豬肉就會開

始氧化而壞死，而壞死的肌肉就會

產生酵素。同理，壞死了的心臟部

分會產生酵素，而這個酵素測試就

顯示了一個指標，心臟壞死程度的

指標。其實我的病是叫「心肌梗

塞」，即是心臟內有些血管塞了，

血流量亦少了，提供予心臟的血液

和氧氣也會減少。而在這種缺氧的

情況下，心臟就會慢慢壞死，然後

做成穿漏的情況。但我的個案沒那

麼嚴重，只是少部分壞死。

記：什麼是穿漏？

張：心的肌肉壞死了，就變成穿

漏。

記：這 是 當 時 醫 生 向 你 解 釋 的

嗎？

張：不是。是我在出院後參加了一

些復康課程，從中學回來的。

記：進了心臟深切治療部後又怎

樣？

張：頭三日醫生不准我下床，都

在吊藥。他們一直監察我的心電

圖、脈搏，看頻率是否正常。初入

院時我的心電圖很不穩定，時快時

慢，直至第四天，醫生們都認為情

況穩定了，便安排在第五天為我做

手術。

記：醫生們？不是由同一位主診醫

生跟進嗎？

張：不是的，每日都不同，我都不

知是否有主診醫生，但他們每天都

會簡概地向我說出病情。

記：在做手術之前，你是否清楚自

己的身體狀況？抑或是不知道？

張：只知大概。還有，他們每天都

跟我抽三四次血，每次幾筒，說是

送去不同部門化驗。

記：你知道抽了血有什麼用途嗎？

張：要知道的話就要主動問醫生，

他們不會主動告訴你。

記：你留院時的心態是怎樣的？

張：病人的心態就是當他們在生病

時，什麼也不想理，包括當時的

我。最關心情況的反而是家人，而

像我這種緊急的情況下，如果我還

問長問短的話，隨時會有生命危險

呢。

記：如果你在甚麼也不知道的情況

下，醫生忽然叫你做手術，你會怎

樣下決定？

張：我當然會想先了解清楚病況

吧，但做什麼手術也好，最重要都

是能快點康復。即使要下重要決

定，以當時我迷糊的意志，也下不

了決定，所以有些重要的決定病人

未必有能力去回答。

右冠狀動脈

左冠狀動脈

後面動脈 左前動脈



記：那問題就來了，醫生又不會主

動去告訴家人病者的情況，而病人

又病入膏肓，而動手術與否的決定

權又在病人手上，那即是怎麼樣？

張：我認為這方面醫院就有改善空

間，醫院與病人家屬之間的對話，

應是一個重要非常的環節。另外，

醫生根本不可能向每一個病人和他

們的家屬解釋得清楚明白，所以操

作上便有些許難度了。

病人親述：手術後
記：在病人家屬與醫生之間溝通不

足的情況下，病人手術成功固然

好。可是，當病人手術不太成功

時，就可能引起爭議了。不如你說

說在做手術方面的情況吧。

張：在做手術那天的早上，一定要

戒食戒喝。我那種手術只是半麻

醉，所以人是清醒的。還記得那支

麻醉針要在大腿上注射，要在大腿

上的那條大動脈血管插入支管正到

心臟。手術室內有四個大電視，展

視着附管插入了身體的鏡頭。在其

中一個電視上，我看見自己的心臟

在跳。醫生轉了多次角度後，終於

找到了目標的三條血管。再觀察一

番後，原來其中一條塞了九成。

記：你怎知道你的血管塞了九成

的？是醫生手術中告知你？

張：我是從他們做手術中的交談所

聽到的，而我當時也從大電視看到

那條血管的情況。當時有一個教授

在指導那主診醫生應怎樣做，當時

一共有三、四個醫生，還有很多工

作人員在手術的範圍外旁觀。醫生

們鎖定了範圍後，便對我那條塞了

九成的血管進行「通波仔」手術。

另外兩條血管其中的一條兩邊就像

筷子般粗，中間卻像粉絲般幼，白

色，透明的。醫生就指著像粉絲幼

的那個位置，然後就要決定放多大

的「波仔」和支架進去我的身體

內。記憶中是先放波仔，再放支

架，之後便接通了。

記：你剛才說的四部電視是什麼？

張：我記得第一部就是拍着定格了

的心臟，見到那條塞了九成的血

管。而第二部電視就是可以看見心

臟在跳動的，也是跟第一部機差

不多的角度，而另外兩部我沒留

意了。

記：初進手術室看見那四部電視在

拍你的心臟，你感覺如何？

張：我絕對想像不到可以在這麼幼

小的血管內做手術，技術太神奇高

超了。此外，手術只需時一小時便

完成。從手術室出來，護士便立即

跟進，把我的身體放直平臥，這是

一個很重要的動作，因為要讓血順

流，千萬不可讓腳曲起來，因為一

曲便會有壓力，而做完手術後的六

小時，是一個關鍵時間，因為不可

讓壓力將手術中放進去的東西沖

走，所以在那六小時裡，我基本上

完全不能動，因醫生做手術之前已

跟我說了要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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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梗塞是冠心病的一種，其定義是

供應心臟的血管發生阻塞，令心肌無法獲

得足夠的氧氣及營養，因而肌肉壞死，影

響心臟功能，嚴重時會致命。心肌梗塞症

狀一般為持續性的前胸部劇痛，病情輕微

者可能只感到有點胸悶、冒汗、無力；嚴

重者則會呼吸困難、心律異常、休克、心

臟衰竭甚至猝死。胸痛是最常見、最突出

的症狀，疼痛會比一般心絞痛更嚴重，持

續時間更長。

根據統計，在美國每20秒就有一人

急性心肌梗塞，而美國政府每年必需花超

過60兆美元來應付這個疾病。造成心肌

梗塞最大的罪魁首推動脈硬化，其它如動

脈痙攣心肌外傷、動脈炎或血栓等皆亦會

引起心肌梗塞。

哪些人較容易患上冠心病 / 心肌

梗塞？

1. 男性大於45歲、女性大於55歲

2. 有早發性冠心病家族史

3. 抽煙

4. 高血壓

5. 糖尿病

6. 高密度膽固醇小於35者（或高血脂

     者）。

心肌梗塞你知話



記：如廁方面呢？

張：幸好醫生在手術前已為我裝了

尿袋。但那六小時我都沒有如廁。

還有，雖然這個是高風險的手術，

但手術做完後卻創傷有限，因為

畢竟傷口細微，有些人做完手術

後，留醫一晚便可以，就像我一

樣。

記：那六小時你有進食嗎？

張：好像有，是護士餵我的，食粥

食飯也可以。手術對進食方面影響

不大。

記：出院之後怎樣？

張：要戒很多東西，例如糖、鹽、

煙、酒、油等等……指引說明最好

在手術後一個月不要外出，留在家

中休息。頭一個星期就特別累，提

不起精神。之後三個星期，情況比

頭一星期好了很多，基本上跟正常

沒有分別。就算到大陸過夜，也不

會很累。

 

記：體能方面呢？

張：跟未做手術之前相比，體能反

而好了。因為在發病前的一個月，

我自覺我的體能開始下跌，整天都

很累。在飲食方面，發病前我毫無

節制，大魚大肉，又酒又煙。現在

做什麼也特別檢點。

記：飲食方面，戒口會很辛苦嗎？

張：酒方面我絕對是戒了，其他油

鹽糖煙我都會盡量減少。

記：朋友得知你發病後有何感想？

張：他們都說也要開始小心飲食。

記：你經過這件事後有甚麼體會？

張：坦白說，又沒什麼體會。我沒

有那種死裡逃生的感覺。反而我的

朋友就有這種看法，他們覺得我大

命不死，但我只是覺得獲得了一個

新經驗。不過病情穩定後，醫院安

排了幾個課程給我參加，我覺得這

些課程是有幫助的。在飲食方面，

真的比從前留意多了，留意著食物

不同的成份，總之一看到肥肉便不

會吃。例如從前我喜愛吃牛腩，從

前吃八塊，現在便減到吃一兩塊，

總之減少份量就是了。蛋撻更不用

說了，蛋本身已經很高膽固醇，再

加上那個酥皮，對我這個一星期只

可吃一隻蛋的人來說，未免太吃不

消了吧。

 

記：覺得醫院內的醫護人員怎樣？

張：感覺良好，我完全沒有投訴的

理由。在各方面，態度、護理、飲

食、服務、總之樣樣也好。

記：那對於醫生解釋手術方面呢？

張：個人覺得是足夠的。我認為聽

醫生的意見也是足夠的。

就像電影中所看到的情節，有人在

心臟病發時，很危急地要求「藥呀，藥

呀，放在乜乜地方呀」，然後一吃了藥

（脷底丸）就立即好轉。電影沒有誇大

其功能，它確是心臟病人病發時的急救

良藥。「脷底丸」正式名稱是「硝酸甘

油舌下含片」（Glyceryl Trinitrate 

Sublingual Tablet），屬於血管擴張

劑，用於即時紓緩心絞痛。它會被脷底

的大量微絲血管吸收，直達心臟血管，

令收窄了的血管擴張，令心肌得到足夠

的血液及氧氣供應，以防止心肌壞死。

有心臟病的人都會常備它在身邊，以作

病發時救命之用。

張先生病發時，到了威爾斯親王醫

院急症室求診。當時他已感胸痛一段時

間，並覺得呼吸不暢，但怎也沒想到會

有生命危險。然而，急症室的當值醫護

人員卻有很大的反應，當張先生在登記

處拿出身份證，還未登記，數個醫護人

員已神色緊張地直衝過來，把他搶入

去施救。速度之快，張先生連身份證

也未及拿回。他們大概一看他的神色、

身體語言，已知是緊急情況。這種專業

眼光當然要靠經驗的累積，由此亦可反

映出心肌梗塞的普遍，及稍遲施救就

後果嚴重，一秒也不能擔擱。對這班

醫護人員，張先生感激不盡，特地託

我們在此表揚威爾斯親王醫院急症室，

救人第一的專業態度與仁心仁術。

你知話 神奇的「脷底丸」

張先生：
感謝威爾斯親王醫院

在心血管內安裝支裝的過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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