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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市立聯合醫院 

醫病共享決策輔助評估表 

缺血性中風 

我要選擇哪一種抗血小板藥物呢？ 

前言 
在常見的重大疾病中，腦血管疾病(尤其是缺血性中風)可說是造成致殘進而影響病友正常的生

活，甚至導致終身臥床之最常見疾病。而且後續之照料與反覆發生之併發症常常造成照顧者莫

大之負擔，甚至拖垮整個家庭生計。因此，腦中風防一直是個重要的課題，同時也是艱難之挑

戰。幸好隨著醫藥的進步，針對佔腦中風病人八成左右之腦梗塞患者，已經有較多的藥物可以

來有效治療與預防再次中風的發生。我們希望透過這個醫病共享決策輔助評估表，讓病人本身

也有實際參與自己病情治療的討論，並且有相關資訊的了解，如此或許能更了解自己的病況與

治療的目的，應該能更有效控制病情，改善自己的健康狀況。 
 
 

適用對象 / 適用狀況 

當您被醫師診斷患有缺血性腦中風之時，希望透過本表來協助您了解相關的病因及有那些藥物

治療方式。 

 

缺血性腦中風介紹： 

所謂之腦梗塞或是缺血性腦中風指的是您腦部的血流被外來血栓或者血管內原本狹窄處近一

步阻塞所造成。這種情況下因影響腦部氧氣和糖分之供應，會造成腦細胞受損，進而產生永久

性的傷害。因為每個腦區域都負責身體許多功能，當腦細胞受損就會導致對應之功能障礙，如

言語障礙， 

吞嚥困難，肢體無力癱瘓，顏面無力，步態不穩甚至失去站立走路能力。當然也可能出現意識

變化，個性改變，幻覺幻聽，燥動不安，失智或其他精神病變。腦中風可以簡單分成腦缺血及

腦出血兩大類。顧名思義，腦缺血是因為腦血管阻塞，腦出血則是因為腦血管破裂而造成腦組

織缺氧壞死。國人的腦中風約四分之三是腦缺血，而四分之一是腦出血，較多數的腦中風是因

為腦血管阻塞所造成。腦中風是引起國人死亡的重大急症之一，台灣地區近年來因為腦血管疾

病的死亡個案僅次於癌症與心臟疾病。 

缺血性腦中風之常見症狀 : 

究竟什麼是腦中風常見的症狀？腦中風的症狀絕大部分都是急性發生的，因為腦血管的阻塞或

破裂發生得很快，因此症狀通常是一瞬間，幾分鐘、或者幾小時內從無到有，有些人則是在睡

夢中發生腦中風，睡醒才發現症狀。腦中風的症狀與發生時腦部受損之區域有關。可以無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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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短暫症狀到短時間內嚴重致命，程度與症狀變化多端。 

 

常見的腦中風症狀： 

1. 一側的肢體無力、口歪嘴斜； 

2. 一側的肢體麻木、感覺異常； 

3. 厲害的暈眩、平衡與行走困難； 

4. 講不出話或理解能力喪失； 

5. 突然吞嚥困難； 

6. 突然劇烈的頭痛； 

7. 單眼或雙眼視覺或視野缺損等。 

 

常見之腦中風的危險因子 : 

腦中風的危險因子可以分成不可改變的危險因子以及可改變的危險因子。不可改變的危險因子

像年齡(腦中風的發生率在五十歲後就顯著增加，六十歲後的發生率比五十歲前增加約九倍)，

性別(男性發病率及死亡率為高)以及腦中風的家族史，或一些未知之體質(基因)因素。可改變

的危險因子則包括高血壓、心臟病、糖尿病、高血脂、已知的頸部或頭部血管狹窄或阻塞、肥

胖、吸煙及喝酒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血壓的控制，任何人均應定期量血壓，特別是已有腦血管

及心血管疾病者更要常量測與記錄血壓。 

 

腦中風的危險因子之改善 : 

預防腦中風最重要的便是改善危險因子。許多研究顯示，經由積極的防治高血壓，心臟病，糖

尿病，高血脂等慢性疾病，可顯著降低腦中風的發生率與死亡率。生活習慣的改變，如健康的

飲食習慣，規律運動，戒煙及戒酒等，更是能根本改善體質及減少中風的發生。針對已經發生

過缺血性中風的病患，規則的服用預防血栓產生及血管阻塞的藥物能夠有效的預防中風的再發

生。必須注意的是，這些藥物本身會增加出血的機率，因此包括腸胃道出血，腦部出血或者傷

口不易癒合等，都是長期使用這類藥物時需要知道的可能副作用。  
 

治療方式介紹： 

目前有幾個抗血小板藥物經台灣食品藥物管理署(TFDA)核准使用在缺血性腦中風的治療，主要是

預防中風的復發，包括阿斯匹靈、阿斯匹靈併用長效型dipyridamole、clopidogrel及cilostazol。 
 

您想要選擇的方式是： 

1. Aspirin (阿斯匹靈) 

 

阿斯匹靈的作用主要是抑制 cyclooxygenase，使血小板無法生成 thromboxane A2(TXA2)。TXA2
有很強的血小板凝集與血管收縮的作用，當 TXA2 生成被抑制時，血小板的凝集也就被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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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匹靈用於腦中風復發的預防，約可減少 15% 的相對風險。雖然阿斯匹靈也會些微增加出

血性腦中風的風險，但是可以顯著減少缺血性腦中風復發的風險，因此會帶來顯著的總體好處。

 

2. Clopidogrel (保栓通) 
 

Clopidogrel為一強而專一的血小板凝集抑制劑。Clopidogrel的作用為選擇性抑制血小板上ADP
受體與 ADP 之結合，如此便會抑制經由 ADP 媒介的醣蛋白 IIb/IIIa 複合體的活化作用，進而

抑制血小板凝集，此作用是不可逆的。因此，凡接觸到 clopidogrel 的血小板，在其壽命期間均

會受到影響。 

 

3. Cilostazol  (大塚普達錠) 
 

Cilostazol 選擇性地抑制第三型磷酸二酶( phosphodiesterase)，導致血小板環狀腺嘌呤核單磷酸

(cAMP)的濃度增加，進一步增加蛋白激酶 A(protein kinase A)活化型態，而抑制血小板的凝集。

蛋白激酶 A 也會抑制肌球蛋白輕鏈激酶(myosin light-chain kinase)的活化，抑制平滑肌收縮，

造成血管擴張的效果，因此也可以用在間歇性跛行的治療上。 

 

4. 併用阿斯匹靈及 dipyridamole (腦康平持續性藥效膠囊) 

 

Dipyridamole 的作用機轉是透過抑制磷酸二酶( phosphodiesterase)，刺激血小板之腺核環狀酶

(platelet adenylate cyclase)，導致血小板環狀腺嘌呤核單磷酸(cAMP)的濃度增加，進一步抑制

血小板致活因子(platelet activating factor)、膠原(collagen)、腺嘌呤核二磷酸(ADP)等所引起的

血小板凝集作用。此外，腺苷(adenosine)具有血管擴張的作用，此亦為 dipyridamole 產生血管

擴張作用的機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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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透過以下四個步驟來幫助您做決定 

步驟一、比較每一項選擇的優點、風險、副作用(併發率)、費用、替代方案 

 優點 風險 副作用(併發率) 費用 

Aspirin  
(阿斯匹靈) 

阿斯匹靈用於腦中風復

發的預防，約可減少 15% 
的相對風險。雖然阿斯匹

靈也會些微增加出血性

腦中風的風險，但是可以

顯著減少缺血性腦中風

復發的風險，因此會帶來

顯著的總體好處。 

些微增加出

血性腦中風

的風險 

1.延長出血時間(特
別是每天喝 3 杯以上

的酒精飲料，或是已

有出血問題的患者) 
2. 腸胃道刺激(如腸

胃道出血、活動性潰

瘍)。 

3. 嚴重的蕁麻疹

(3.5%) 
4. 血管水腫(4.5%;
腫脹可能發生在

唇、舌、喉嚨，甚至

會影響呼吸) 
4. 支氣管收縮(氣喘

發作) 

1. 低價位 
2. 健保給

付 

Clopidogrel 
(保栓通)  

1.胃腸道出血發生率顯

著低於阿斯匹靈(1.99% 
vs 2.66%,P<0.05) 
2.對於有更高風險(即曾

有腦中風、周邊動脈病

變、病徵性冠心病或糖尿

病)或冠狀動脈手術後的

病人，服用 clopidogrel
可能比阿斯匹靈減少較

多的心血管事件。 

3. 阿斯匹靈有禁忌症或

產生不良影響的病人，可

以選用 clopidogrel 
 

 最常見的副作用為

出血，例如瘀傷、血

腫、流鼻血、血尿、

胃出血或腸道出血。 

1. 高價位 
2. 需自費 
3. 部份合

乎健保

適應症

可給付 

阿斯匹靈併用

長效型

dipyridamole 
(腦康平持續

性藥效膠囊) 

1.相較於單一使用阿斯

匹靈治療的組別，使用合

併藥物的組別可以減少

23 %的腦中風相對風險

(P=0.006)，而且出血事件

並沒有顯著增加。 

阿斯匹靈加

上緩釋型

dipyridamole
複方比

clopidogrel 有
較多的出血

Dipyridamole 之副作

用通常是暫時且輕

微，曾觀察到的副作

用包括嘔吐(3%)、腹

瀉(2%)，以及下列症

狀如暈眩(5%)、噁心

1. 中價位 
2. 健保給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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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統合分析發現，阿斯匹

靈加上 dipyridamole 相較

於阿斯匹靈，可相對減少

18%的綜合性血管事件。

3.目前的證據顯示合併使

用阿斯匹靈及

dipyridamole，相較於單

一使用阿斯匹靈，在預防

腦中風復發及綜合性事

件(腦中風、心肌梗塞、

死亡及重大出血)上可能

更為有效。 

事件(4.1% vs 
3.6%; 1.15, 
1.00–1.32; 
P=0.057)及較

高的顱內出

血機率(1.4% 
vs 1.0%; 1.42, 
1.11–1.83)，但

整體之風險

與效益評

估，阿斯匹靈

加上緩釋型

dipyridamole
複方與

clopidogrel 在
腦中風復發

或出血事件

上是相似的

(11.7% vs 
11.4%)。 

(6%)、頭痛(10%)，

長期以 dipyridamole
治療時，這些副作用

通常會消失。 

 

Cilostazol 
(大塚普達錠) 

1. 病人是腔隙性梗塞

(lacunar infarct)，
cilostazol可下降 43.4%的

缺血性腦中風復發相對

風險(95% CI, 3.0–67; 
P=0.0373)，而且出血性事

件沒有顯著增加 
2.cilostazol 組別的每年腦

中風發生率是 2.76%，而

阿斯匹靈組別是 3.71% 
(HR, 0.74; 95% CI, 
0.64–0.98; P=0.0357)，顯

示 cilostazol 預防復發性

腦中風的效果不輸給阿

斯匹靈，而且有顯著較低

的顱內出血及全身性出

血率(每年 0.77% vs 
1.78%; HR, 0.46; 95% CI, 
0.30–0.71; P=0.0004) 

 頭痛、腹瀉、心悸及

頭暈等 
1. 中價位 
2. 健保給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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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以上評估後，您可以列印及攜帶此份結果與您的主治醫師討論。         

步驟二、您選擇治療方式會在意的因素有什麼?以及在意的程度 

 
請圈選下列考量因素  0 分代表對您不重要  5  分代表對您非常重要 
 

考量因素 不重要     非常重要 
經濟(價格)因
素 

0 1 2 3 4 5 

治療的方便性 
(一天服用一

次或兩次) 
0 1 2 3 4 5 

治療的效益 0 1 2 3 4 5 
治療的安全性

(副作用) 
0 1 2 3 4 5 

 
 

步驟三、您對治療方式的認知有多少？ 

1.規則接受抗血栓藥物治療能有效降低腦中風復發機率。   
  □對   □不對  
2.有出血病徵的狀況，仍然可以持續服用抗血栓藥物治療，不需告訴醫師。  
  □對   □不對  
3.有定期接受抗血栓藥物治療，可以不需改變生活習慣，仍然可以預防腦中風發生。   
  □對   □不對 
4.我若身體狀況正常，可以自行停藥，不需與醫師討論。 
   □對  □不對   
 

步驟四、您現在確認好治療方式了嗎？ 

經過前面幾個步驟 您已經花了一些時間了解幾種不同藥物治療的差異和自己在意的因素 現
在決定好想要的治療方式了嗎  
1. 我已經清楚知道有哪些治療的選擇                        (  )  知道  (  ) 不知道   
2. 我已經清楚知道不同治療方式的優缺點                    (  )  知道  (  ) 不知道  
3. 我已經大略有足夠的資訊及建議可以與醫師討論做決定      (  )  是    (  )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