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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創意提案會報 
提案建議表 

提 案 獎 項 點子獎 

提 案 機 關 臺北市政府消防局 

提 案 單 位 
第三救災救護大隊， 

主要提案人：黃建華（50％），參與人：許力文（50％） 

提 案 主 題 健全急性腦中風患者通報，三小時黃金時間搶救病患 

提 案 緣 起 

腦血管疾病一直以來就是現代化的文明病之一，每年超過 3

萬人發生中風，2009 年更是高居國人十大死因的第三名。隨著國

人的生活飲食的改變，時下御宅族與電腦網路科技的風行，垃圾

食物加上長期缺乏運動的情形下，高膽固醇族群正迫使著腦中風

患者的年齡層不斷的向下降。而急性腦中風患者若未及時接受適

當的治療，造成患者不僅是身或心的障礙，而日後的照護與復健

工作更連帶影響到整個家庭的經濟生活，更是社會成本的一大支

出。 

醫學界提出「黃金搶救 333 原則」，把握黃金 3小時的治療時

間，可以提高 33％復原的機會，即在中風症狀發生時應盡快就

醫，以得到最佳的治療。台灣缺血性中風病患施打血栓溶解劑的

比例僅佔 1 至 2％左右，探究其原因，在於中風病患到院前的時

間普遍都有延誤，研究顯示中風病患發作 2小時內到院者，大約

只有 2成左右，因此縮短中風病患到院前時間延誤，是提高該類

患者預後的重點之一。 

經探索相關書面資料，僅發現相關醫學報導都在強調腦中風

的早期治療、恢復期後的長期復健與照護，對於早期治療也均提

及 3 小時的黃金時間，並請病患儘速送醫或請 119 協助送醫，但

與 119 之間該如何搭配及較詳細之做法，在國內似乎無人探討。

因此，經思考台北市 119 救護車服務案件於 2009 年將近達

112599 次，送醫約 79258 人次，顯示救護車的緊急救護功能已被

民眾廣泛地使用，救護車分佈密度與使用程度更居全台之冠。如

何更有效地將救護車與醫院做緊密的結合，增快腦中風病患之相

關病情資料在第一時間傳達給接受醫院醫護人員，使該院醫護人

員在第一時間能進行相關急救準備，並使病患能在更短的時間內

接受治療，是本提案的最主要想法。 

問 題 分 析 

一、現今救護人員運送疑似急性腦中風急症病患時並未及時通報

醫院病患病情，而病患於急診檢傷後，需由急診醫師重新再

一次判斷患者生命徵象、詢問病史，待評估發現疑似腦中風

病患後，再行安排後續相關的檢查，確認符合條件後，急性

腦中風病患才可接受血栓溶解劑治療，此急救過程耗時。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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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栓溶解劑的篩選條件嚴苛，基本至少需符合下列 4個條件：

1、年齡介於 18~80 歲。 

2、症狀發生時間為 3小時內。 

3、電腦斷層掃瞄檢查沒有顱內出血現象。 

4、需 2 小時內到達醫院。 

二、往往患者因症狀發生、發現求救、救護派遣、症狀評估、送

醫路程、急診檢傷、相關檢查到接受治療，種種關鍵造成時

間上的延遲，腦中風病患無法於 3小時內接受血栓溶解劑治

療，以致無法減輕病情傷害。而其中病患症狀發生到發現求

救的時間，是最不可預期的，也常耗費了大多的時間，如病

患獨自在家，症狀發生時無人在場。因此，如何縮短救護派

遣到接受治療這一區塊的時間，就更顯得極為重要。 

三、現行緊急救護訓練僅針對腦中風進行介紹，並未有特別強調

送醫通報的重要性，另醫院處置能力也需有一定之規劃與律

定，例如成立急救小組、建立急救流程標準規範及健全本局

勤務中心與醫院間的通報機制。 

建 議 方 案 

 

一、落實宣導「黃金搶救 333 原則」的重要性，宣導對象著重於

具腦血管、心血管病史的病患以及家屬，除日常保健預防病

發之外，如遇急性病發時亦能及早求救將病患送醫治療，把

握黃金時間。 

二、強化救護人員教育訓練，於救護技術員定期複訓排入急性腦

中風相關課程並邀請各醫院腦中風專科醫師講習教授，強化

急性腦中風患者的辨別、初步治療照護、病史及病況詢問。

加強救護人員與急診醫師進行病情交接，增快到院後急診醫

師評估病患病情的速度。 

三、於本局第三大隊轄區內就有能力執行處理急性腦中風(醫院

分級為重度級及中度級)的醫院擇一（如三軍總醫院），規劃

成立急性腦中風治療小組，由本局所屬救護車配合執行，於

轄內執行救護勤務，初步評估病患疑似急性腦中風患者時，

即第一時間通報救指中心，再由救指中心轉報後送醫院準備

急救程序。醫院接獲通知後，即啟動腦中風治療小組，群呼

急救人員至急診室待命。必要時建立專線，由救護人員以無

線電或電話直接與急診窗口進行病情轉知。待救護車護送病

患到院後，救護人員立即與腦中風治療小組交接病情並由腦

中風治療小組接手治療，以達到快速檢傷、神經學檢查及電

腦斷層掃瞄，評估患者符合血栓溶劑使用條件後，儘速給予

治療。 

四、與合作醫院配合，定期檢視相關送醫及治療情形，以了解患

者經此機制送醫後之預後。 

五、相關送醫流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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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獲出勤 

到達現場 
評估病患 

通報勤務中心 
轉報送醫醫院 

疑似急性腦中風

醫院定期追蹤並

統計患者預後情

況 

醫院接獲通報 
通知急救小組

準備 

依本局標準流程

送醫 

是否有腦血管、心血管病史

是否低血糖 
辛辛那提測試是否異常 

是否 3 小時內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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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到院後與醫

護人員交接

患者病情 

 

 

  

 

 

 

 

 

 

 

 

 

 

 

 

 

 

預 期 效 益 

一、內部強化救護人員急救處置及通報能力，藉由與醫院之間的

合作增進臨場處置技術與經驗，提升急救能力。 

二、外部強調病患在 3小時內治療將有良好預後，有效地在到院

前即幫助醫院初步評估患者是否為急性腦中風，並在第一時

間通報醫院急診室準備急救人員與器材，爭取 3 小時內施打

血栓溶解劑的可能性，以幫助病患將腦中風傷害減到最低。

三、本局 2009 年類似腦神經急症之案件數為 1864 件，若能即時

通報與處置，每年將有近 2000 人受益。 

相 關 附 件 急性腦中風相關報告&新聞報導 

聯 絡 窗 口 
姓名：許力文 

電話：87736909#7325 

Email：rockfire@tfd.gov.tw 

格式限制： 

一、提案建議表： 

（1）內文格式：標楷體字型，字體大小為 14 點，行距為固定行高 18pt。 

（2）頁數：A4 紙不超過 4頁。 

二、相關附件 

（1）內文格式：不限。 

（2）頁數：A4 紙不超過 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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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如何有效預防及治療腦中風 

 
■臺北總院神經內科主治醫師林雅如‧傅維仁 

 
腦血管疾病在台灣名列十大死因之第三位，而且是成人殘障的主因。 
腦中風將帶給醫療照護系統相當大的負擔，首先是急性中風的早期治療，再來是中風病人恢

復期後的長期復健與照護。 

 
搶救時間決定失能關鍵 
根據統計，半數的患者可在中風後六個月仍存活下來，其中三分之一可獨立家居生活，但卻

有近三分之一的患者不能自理生活而需仰賴家人的照顧。 
台灣地區每年約有 3 萬 5 千名中風新個案，其中有四分之三為缺血性腦中風。如何及時處理

及治療早期中風，將是決定病患失能與否的一大關鍵。 

 
掌握黃金三小時 
過去數十年來，在急性中風的治療與研究有許多新的突破與發展，進而建立了以實證醫學為

基礎的各項中風治療模式與治療準則。 
其中最受注意的當屬急性缺血性中風黃金三小時內血栓溶解劑(tPA)的使用及有症狀或無症

狀之頸動脈狹窄患者利用內頸動脈內膜切除術或支架可有效預防中風的再發生、心律不整(心
房震顫)患者抗凝血劑的使用、各種抗血小板劑對腦血管疾病再發的預防、降膽固醇藥物

(HMG-CoA還原⺳抑制劑)與適當的血壓控制對於穩定血管動脈粥狀硬化程度的療效及早期積

極復健等等。 
雖然上述的幾項研究成果已然成為醫學實證的治療指標，但在許多專家的研究中卻發現中風

患者的照護品質仍未能有效提升。 
究其原因，在於缺乏有系統的組織、資源的分配、次專科醫護人員的培養、以及各醫院軟硬

體設備的闕如與整合不夠等等，以致無法快速評估及治療中風患者。 
如何落實並提升腦中風患者之治療品質，專科化的照護系統是必然的發展趨勢。 

 
參考國外經驗 
有鑑於此，美國於西元 2000 年集合各腦中風專家與醫療機構組成了一個名為 Brain Attack 
Coalition(BAC)的組織，且發表了關於基礎腦中風中心設置必備條件的共識聲明，並進行相關

的監督與研究。 
在2003年 JCAHO(Joint Commission on Accreditation of Healthcare Organization)更依據BAC
之架構及美國腦中風學會(American Stroke Association)提出了腦中風中心的評鑑標準，其中

即包含急性中風的處理、危險因子的評估、住院中的照顧及二次中風的預防與出院後的安置

與衛教等等。 
而在台灣，各大醫學中心也自民國 90 年以來，也陸續成立腦中風專門病房或腦中風中心。而

本科也在歷經近十年之努力後，在院方的支持下即將完成腦中風中心的設置，期能達到提高

對於廣大腦中風患者之醫療品質，並有效預防中風的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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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中風中心發展 
我們的發展重點在於快速並正確診斷腦中風及確立病因，及時提供腦中風患者更優質且整合

的醫療，並將腦血管疾病的治療、教學、及研究融合，俾能提升專業人員及患者與家屬對於

腦血管疾病之認識，而能減少腦血管疾病的再發生。 
我們的主要服務項目，包括： 
(1)急性腦中風的診斷與治療，包含黃金三小時內血栓溶解劑的給予及必要的腦中風加護治

療。 
(2)必要時神經外科或介入性神經放射治療，如血管攝影、血管支架或血管瘤栓塞治療。 
(3)適當的處理腦中風相關內科疾病。 
(4)對於嚴重腦中風患者提供臨終安寧照顧。 
(5)全方位的復健療程。 
(6)提供嚴重殘障患者之長期照顧。 
(7)出院計畫及出院後之安置與居家護理。 
(8)適當的預防腦中風及心血管疾病再發(包含危險因子的控制與治療)。 
(9)加強醫護人員的教育訓練及對病患與家屬的衛教。 
(10)建立適當的治療準則。 
腦中風中心是一個整合性、跨科部合作的單位，需要不同專業領域的醫療人員一起來提供對

中風患者的照顧。 
中心主要成員包括神經內科、急診科及復健科醫師，必要時神經外科、神經放射線科與相關

內科醫師，並具有專科訓練的護理人員與個案管理師、復健治療師(包括物理、職能及語言治

療師)、呼吸治療師、社工師、營養師、臨床藥師及資訊電腦工程師等，以為團隊整合。 

 
腦中風中心階段計畫 
腦中風中心成立後之階段計畫可分為三部分。 
短期計畫希望先成立腦中風單位(stroke unit)，並對相關醫護人員有完整之訓練計畫與認證，

建立本院腦中風患者完整之登錄資料，以利於各項臨床與流行病學研究；中期則冀能提升一

般民眾對於腦中風症狀與徵候之認知，而能盡快就醫，以增加施打血栓溶解劑(tPA)之比例，

改善病人之預後及腦中風後之生活品質；而長期計畫希望藉由適當的衛教及積極的預防策

略、藥物治療等等減少腦血管疾病再發生的機會。 

 
降低患者致殘率 
根據統合分析的研究結果，與一般的病房照顧比較起來，腦中風中心的成立可以提供急性腦

中風患者早期功能維護及避免併發症及腦中風的再度發生，進而可使得死亡率下降 17%、獨

立生活的能力提高 7%、住院日數降低 8%。 
若能運作良好，預期可以降低患者之死亡率及罹病致殘率，改善患者的生活品質並降低各項

醫療費用，減輕社會及家庭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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