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餘歲的謝小姐，去年
經歷了一場腦膜炎風

求診，當時門診醫生見她發高
燒、頭痛、背部又疼痛，擔心是

查，都查不出病因。我

▲

三
入院並進行隔離，可是進行多項

感染高度傳染性病毒，立即收她
「農曆年後我開始發燒，有
檢查後仍未查出病因，謝小姐轉

但服完三日藥後一點也沒好
當時心裏掛念家中患病老

出院，提出不如抽脊髓液檢查，

如確定安全就讓我回家，結果一

抽脊髓液，才知道我患了腦膜

炎……」謝小姐說。而確診的一

刻，距離謝小姐最初病發，差不
多三星期。

大腦和脊髓的保護膜

二十九歲的郭小姐，本身是

醫生，故身體有症狀時都會自行

處方藥物醫治。去年，她突然感

到頭痛、發冷、對光線敏感、後

頸感覺極僵硬，而且嘔吐大作，

但郭小姐卻以為是普通感冒。

「到後來我身上出現紅

疹，加上痛楚，我才知道是

生蛇，立刻給自己處方

抗病毒藥物，服後

病徵好轉，但

大約過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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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

輕微頭痛，服了退燒藥後仍未見
到政府醫院治療。
「急症室醫生亦是即時

好轉，而且感覺背脊好痛，於是
見家庭醫生。檢查後說是普通感

轉，於是見第二位醫生，都說我
狗，很想盡快出院回家照

安排我入住隔離病房，可

患感冒及有氣管炎，又是處方三

顧，於是向醫生提出回

冒，給我處方撲熱息痛一類藥物

日藥……就這樣捱了六天，身體

家休養。幸好這位醫

是接受了一星期的檢

卻是愈見不濟，高燒至攝氏
生見我想

幫我退燒。

三十九點九度，背痛愈見嚴重，
痛至在牀上無法轉身……而當時
我感到痛楚由後頸一直伸延至背
部，而頸痛楚程度較輕，最痛是
背脊……」謝小姐向記者憶
述。
由於情況愈來

事實上，腦膜炎的確是重症；腦
膜炎病徵未必明顯，容易被忽
略。以下兩宗個案，兩位主人
翁在病發後一段日子才確
診，而病癒後有不少後遺
症。

腦膜包裹腦部及
脊髓，故腦膜炎患者
會感頸背痛及僵硬。

大眾聽到「腦膜炎」三個字，都聞風
喪膽，怕被奪命！亦有不少家長擔心兒女
發燒會演變成腦膜炎；近有一宗病童患上
甲型流感引發腦膜炎而死亡的個案亦備
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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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差，謝小姐自
行到私家醫院

▲

郭業東
醫生指出，
腦膜炎可以由細
菌或病毒引發，當
中以細菌性腦膜炎較
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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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痛是其中一個患腦膜炎徵狀，
不容忽視。

腦膜炎最典型症狀是頭痛及頸部僵直，另外會出現高燒、
意識不清、昏迷、抽筋、顏面神經麻痺、眼球活動異常、皮膚
紅疹等症狀，嚴重者會致命。

病毒性和細菌性腦膜炎的症狀類似，病毒性腦膜炎症狀較
輕，細菌性腦膜炎病徵較嚴重。

診斷除症狀外，必須進行脊髓穿刺，抽取腦脊髓液檢查，
進行細菌及病毒培養，針對病菌給予正確治療。

最為常見；但

在病徵表徵上，

則以細菌性引發之

醫院時我感到下顎僵

到醫院求醫；到達

情況不妙，還是

致命。

位置接近大腦和脊髓，因此可以

脊髓的薄膜。由於腦膜炎的發炎

新聞報道中提及的通常是病

情較嚴重的細菌性腦膜炎，例如

硬，當下駐醫院醫生在檢查
後亦說我的情況相當嚴重，要我

由腦膜炎雙球菌（

宗病毒性腦膜炎，實際數字可能

三千二百宗細菌性腦膜炎，三千

則沒有統計數字。在英國則每年

六宗，由其他原因引發的腦膜炎

中心呈報的傳染性疾病，去年有

染（侵入性）屬需要向衞生防護

在香港，腦膜炎雙球菌感

留意病徵 及早求診

常發生在兒童身上。

在短時間內死亡。這類個案，通

染，病情會更嚴峻，患者有機會

）引致的腦膜炎；如
meningitidis
感染腦膜炎再加上血液受細菌感

Neisseria

住院再進行詳細檢查。
結果我在接受脊髓穿刺
）抽取脊髓液
（ lumbar puncture
檢查，醫生說當時腦膜硬度很
高……最後化驗結果顯示，我患
上腦膜炎……」郭小姐憶述。
甚麼是腦膜炎？
養和醫院駐院醫生郭業東醫
生說，顧名思義，「腦膜炎」是
指腦膜發炎，屬嚴重病症。「腦
膜炎由很多原因引致，可以是病
毒、細菌或其他微生物引起，或
普通疾病蔓延至腦膜而引致腦膜
發炎。
在多種原因中，以病毒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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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仍然持

腦膜炎是指腦部及脊髓周圍的薄膜（腦膜）受到微生
物、病毒、細菌感染，或是其他原因所引發的炎症反應。

腦膜炎較為嚴重。」

認識腦膜炎

續頭痛及對光

蛛網膜

人的腦膜，是指包裹大腦和

▲腦膜炎球菌可以引
發嚴重腦膜炎。

敏感，我知道

皮膚
腱膜
骨膜
骨
腦膜
硬膜
軟腦脊膜

腦膜炎屬嚴重可致命病症，故

再追查病因。郭醫生說：「如入

會先進行急救，穩定維生指數後

腦膜炎紅疹，玻璃杯滾動經過皮

院時病人皮膚有紅疹，會即時注

疹，但如果是腦膜炎球菌引發的

膚時，紅疹不會消失。」郭醫生

射抗生素；如未能分辨是哪一種

等，之後會進行脊髓穿刺抽取脊

描，驗血檢查發炎指數及種菌

腦膜炎，會安排病人照電腦掃

說。

脊髓穿刺 確認發炎
發燒是腦膜炎的其中一個常

脊髓穿刺可以檢查腦膜有沒

髓液作檢查。」

嚴重高燒，但會維持較長時間；

有發炎及查清楚是病毒、細菌還

見病徵，病毒性腦膜炎患者不會

細菌性腦膜炎患者會較高燒，體

就處方抗生素；如是病毒需視乎

是其他問題。如確定是細菌感染
由於腦膜發炎位置接近大

病毒種類對症下藥，如是帶狀疱

溫達攝氏三十九至四十度。

腦，故患者會神志不清，最嚴重

疹或水痘病毒就要處方針對性的

抗病毒藥物，如流感病毒可處方

是休克。
如病人入院時已休克，醫生

特敏福；如是其他病可能沒有特

▲

更多，因為未必每一宗患病個案

郭業東醫生提醒大家注意病徵，

▲嚴重腦膜炎，患者手腳會壞
死，或需要截肢保命。
在玻璃杯測試中，腦膜紅
▲
疹在玻璃壓力下不會消失。

別藥物，需要依靠身體自身免疫

力對抗病毒；如是一般腸胃病

嬰兒及兒童免疫力較弱，應接種疫苗預防
感染鏈球菌腦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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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呈報。

「腦膜炎病人會發燒、頭痛、對光

▲

在傳染病高峰季節，做好個人衞生，勤洗
手，預防感染。

色，玻璃杯離開後才會變回紅

經過皮膚紅疹時，皮膚會呈白

動。在正常情況下，玻璃杯滾動

是用玻璃杯壓向紅疹位置並滾

醫生會進行玻璃杯測試，即

皮膚上有機會出現紅疹。

如是腦膜炎球菌引發，患者

有機會可能是患上腦膜炎。

佳……故有上述徵狀伴隨發燒，便

到非常不安、昏昏欲睡、胃口欠

語表達可能會不斷啼哭、被抱時感

如患者是嬰兒，因為不懂用言

為腦膜下延至脊髓。

楚。有些患者會感覺背部僵硬，因

意，患者在低頭時會感到極大痛

以頸部僵硬及疼痛尤其要特別注

線敏感、感覺頸非常繃緊等，當中

檔

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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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騰數星期才確診的謝小

姐，最後亦是在接受脊髓穿刺，

毒，毋須特別藥物，患者會慢慢
自然痊癒。醫生亦會針對病徵處

口罩等，都是重要的

郭醫生說，腦膜炎患者以嬰

走漏眼沒有在早期發病時求醫，到

本身是醫生的郭小姐，自己也

終可能須要截肢。

患者會因手腳缺血而致壞死，最

題；如感染腦膜炎球菌，嚴重的

衡感及抽筋等，會變成長期問

括影響聽力、記憶、集中力、平

郭醫生說，腦膜炎後遺症包

停止。」謝小姐說。

炎病發第一天起出現，至今，未

恢復過來，這情況，從去年腦膜

看到全白一片，然後視力才慢慢

一刻，即光線轉變時，我眼前會

才發生了甚麼事情。而每天出門

像『斷片』一樣，完全不知道剛

現。這一年來，有很多次我感覺

腦膜炎後遺症，統統在我身上出

衡感、說話速度無法控制地慢等

「失憶、記憶力變差、失平

今，她的後遺症未消失過。

有細菌後才能出院。而出院後至

期，再接受脊髓穿刺確定脊液沒

她在醫院捱過了辛苦的兩星

受。」謝小姐說。

稍為一移動身子即痛得我無法忍

痛，要躺在牀上不動才好一點，

後，由於顱壓改變令我非常頭

吊足兩個星期。而抽脊液檢查

抽脊液化驗才確診。之後要吊注
懷
▲疑腦膜炎需接
受電腦掃描。

方藥物，例如退燒藥，及為病人

即使是普通病毒感染引發的
防疫措施。很多傳染

兒、兒童及長者等免疫力差的人

入院時病情已頗為嚴重，經三星期

▲

重劑量抗生素，「每天吊五包，

期間會密切監察病人情況，直至

腦膜炎，病情都不輕，故一般需
病都是經口水、分泌

康復。

要住院數星期。
物傳染，故做好個人

「如兒童發燒，

衞生尤為重要。

很多人混淆腦膜炎與腦炎，
胃口欠佳，神志不

注意衞生 預防感染
但其實是兩種病症；腦炎以病毒

清，小便量過少，就

及早求醫是治療

感染為主，病徵包括發燒、頭

癇、顫抖、幻覺、記憶問題；嬰

疾病的重要契機，如

應盡快求醫。」郭醫

幼兒及兒童可能會食慾不振或躁

延誤不但令病情惡化，患者在治

痛、嘔吐、意識混亂、疲倦、嗜

動不安。腦炎患者病情的嚴重程

療過程中亦更辛苦，病癒後或會

生說。

度，需視乎感染何種病毒或細

有後遺症。

睡和畏光等。嚴重的徵狀包括癲

菌。但無論是腦膜炎或腦炎，都
屬嚴重病症，故當病徵出現時需

較多。故兒童及長者應注射疫

治療後出院，之後繼續多服兩星期

病癒後 後遺症嚴重

苗，特別是在春季流感高峰期，

抗生蛇藥。而她去年患病，腦膜炎

盡快求醫。

更加要特別提防。

圖為腦膜炎雙
球菌預防疫苗。

吊鹽水，盡量為病人紓緩徵狀，
在電腦掃描中可見患者
腦膜發光，顯示發炎。
▲

引發的背痛一直未消退，直至一年
後的今天才感到紓緩。

長者應接受流
感疫苗注射，減
低感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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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般衞生意識，如在傳
染病高峰季節要注意勤洗手及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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