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中，四十七
歲的盧先生某

▲

去
天起牀梳洗時，發現鏡中的
自己雙眼滿布紅筋，而且有頭
痛，以為是昨天與朋友飯聚，期
間飲過酒，至夜深才回家，睡眠
不足所致。
「我當天如常上班，但到中
午時突然感覺頭痛，頭顱有點像
要爆開似的，但因為午後有會議
不能缺席，唯有先忍耐，等到下
班才去求醫。同事見我雙眼通
紅，建議我見他相熟的眼科醫
生，並立即幫我預約好。
當天傍晚眼科醫生為我檢查
後，說這可能是腦科問題，叫我
到醫院看急診……醫院即晚便安
排我做了磁力共振掃描，發現是

一種叫瘻管的東西，在大腦海綿
竇，需要做手術。當我聽到要做
腦科手術，十分擔心，由於事情
來得太急，我無法即時決定，希
望先與家人商量……」盧先生
說。
甚麼是瘻管？甚麼是海綿
竇？這些名字對於盧先生來說極
度陌生，病發前從未聽過。其後

耳鳴
▲

海綿竇的異常連接通道。
正常人體內的血液供應，
帶氧的血液需要經過微絲血

頸
▲動脈海綿竇瘻管常
見病徵包括眼紅、眼凸、
頭痛等。

經海綿竇，由腦部
回流至心臟，簡單
來說海綿竇就像一
個大型交通樞紐中
轉站，有不同車道
供車輛進入及駛
出，正常情況下秩
序井然。
不過因某些原因，例如創傷
或自發而出現頸動脈海綿竇瘻
管，會導致海綿竇內的壓力增
加，造成眼球凸出、眼結膜充
血、耳鳴等，嚴重時更可併發青
光眼、視網膜及視神經缺血，令
視力受損。

直接型 間接型

有經過這些微絲血管，而是由

成血液循環。然而，當血液沒

較低的血液，回流至心臟，形

氧，再經過靜脈帶走氧氣含量

交通意外或高處墮下後頭部受到

海綿竇，可以是因為創傷，例如

是內頸動脈破裂令血液直接進入

直接型與間接型兩種。「直接型

頸動脈海綿竇瘻管主要分為

竇腔內有頸內動脈、亦有腦神經

樣由眾多空間及間隔組成，海綿

眶深處蝶竇的兩側，就像海綿一

海綿竇是位於頭顱骨內、眼

接了頸動脈血管，讓血液可流入

生長出來，形成『新路』，並連

樣，腦膜的分支細小血管沿硬膜

前成因不明，就像血管增生一

間接型瘻管則屬自發性，目

猛烈撞擊所致。

動脈直接流至靜脈，所形成的

管，為體內各組織及細胞供

▲

通過，腦靜脈或眼靜脈的血液會

異常通道就稱為血管瘻。」

眼凸
頸動脈海綿竇瘻管分為
不同類型。 （網上圖片）

他上網搜尋資訊，再與家人朋友
商量，決定到養和醫院見神經外
科醫生尋求第二醫療意見，聽取
醫生詳細解釋後，盧先生下定決
心接受手術。

3 蝶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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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頸動脈

曾振邦醫生說：「頸動脈海綿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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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瘻管（ Carotid cavernous fistula
是發生於頸動脈血管系統與靜脈

5

曾振邦醫生說，早於二百年
前已有記載頸動脈海綿竇瘻管
的病例。

1 海綿竇

說到腦科疾病，大眾必然會
十分擔心及害怕，因為腦部是控
制全身活動的重要樞紐。其中
「頸動脈海綿竇瘻管」，會導致
眼紅、眼凸、頭脹、耳鳴等徵
狀，病情緊急的患者必須盡快接
受手術治療，封堵瘻管！
（網上圖片）

海 綿 竇 圖 解

案

養和
醫

MEDICAL & HEALTH

海綿竇。嚴格來說這是兩種

病徵相似，所以被歸類為同

不同的疾病，但由於造成的

一種疾病。
在香港，頭顱創傷引致

養和

液無法順利流走、甚至產生

到靜脈壓力增加，致靜脈血

如眼球逐漸出現紅筋，患者初時會以為

經過瘻管流走，病人才會出現病徵，例

高壓會逐漸收窄，當靜脈收窄後，血液

未必會有病徵，不過由於靜脈長期抵受

逆流，令眼部血管擴張及充
是睡眠不足、精神欠佳，而未有即時求

進入低壓力的血管中，會令

血，故其中一個常見病徵是

由於較明顯的徵狀是眼凸及視物時

醫。

球凸出，壓迫眼球及海綿竇內控制眼球
出現重影，故大部分患者一般會先見眼

眼紅，如嚴重充血會引致眼

個案屬間接型，相反在東南亞地區例如
活動的神經，導致出現重影，亦會令眼

的血管瘻病例較少，大部分

越南和台灣，則較多直接型案例，主要

發現患者並非一般發炎所致的眼紅，眼

科醫生求醫。眼科醫生在詳細檢查下會

另一病徵是頭痛，原因是當靜脈血
白會出現呈螺絲形狀的血管，加上眼壓

壓上升，引致青光眼。

液逆流，血液回流到腦部，會導致顱內

時撞到頭顱所致。」曾醫生說。
間接型頸動脈海綿竇瘻管患者，以
升高，因此會建議病人照腦部磁力共振

要確診頸動脈海綿竇瘻管，病人需

靜脈壓力上升，最嚴重的情況下，患者

由於瘻管內的血流快，患者亦會出

中年人士（四十至五十歲）較多；至於

現脈衝式耳鳴，聽到像「伏、伏、伏」

），醫
要 進 行 腦 血 管 造 影 （ angiogram
生在病人大腿動脈置入導管，當到達頸

掃描，從而發現腦部有不正常血管。

的聲響。曾醫生分享曾經有年輕病人聽
動脈血管時注入顯影劑再拍攝，就可以

會腦出血，不過屬罕見。

到不尋常的耳鳴而要求照腦部掃描，因
清楚看到腦部血管分布及血管瘻的情

瘻管，患者可能較年長及有吸煙習慣。

這疾病會產生甚麼問題？曾醫生
而發現頸動脈海綿竇瘻管，當時他仍未

眼凸、頭痛、耳鳴
說，當有瘻管出現，高壓力的動脈血液

曾振邦醫生說，這個病症早於一八
九
○ 年已有記載，當時的治療方案是透

可以佩戴特別眼鏡幫
助矯正。
曾醫生說，頸動
脈海綿竇瘻管並不常
見，香港沒有相關病
人的統計數據，但以
曾醫生以往在公立醫
院接觸的病例推算，
估計全港每年大約有
二十宗個案。
病人在接受導
管介入手術後，需
要在術後半年再照
一次腦部掃描，一
般建議是進行血管
造影；但由於血管
造影屬入侵性檢
查，如果病人很抗
拒，亦可以選擇非
入侵性的磁力共振
造影。
去年因眼紅、頭
痛求診，及後發現頸

管置入導管，手術可能便需要七至八個

徑，部分病人或要經面頰血管或眼部血

會發現路徑無法前進，需要另找可行路

圈堵塞後，會產生發炎反應，視物重影

的方法。但有部分病人海綿竇被金屬線

較安全及有效治療頸動脈海綿竇血管瘻

導管介入手術成效相當高，為目前

造影顯示，已被堵封的海綿竇沒有血液流

術，手術後徵狀已消退。術後半年的血管

響視力，最終鼓起勇氣接受導管介入手

術，有機會引起更嚴重的徵狀，甚至會影

釋手術過程及風險，了解到若果不做手

▲

較慢，顱內壓力會慢慢上升，初期患者

動脈海綿竇瘻管，血流壓力低而且速度

高，病徵來得較急較快；至於間接型頸

直接型頸動脈海綿竇瘻管的血流

腦血管造影查證

生。

早察覺病情和治療，避免嚴重徵狀發

況。

過壓着內頸動脈，減少血流。
當時有醫生發明了一個小型裝
置壓住內頸動脈，的確有助紓
緩徵狀，但內頸動脈為半個腦
部供血，一旦截斷血液會令腦
部不夠血液，反而會引致中
風。
直至一九七 年
○ 代後，醫
學界開始研究利用導管介入治
療，即是把導管經大腿動脈進
入，到達血管瘻位置，再置入
一個球囊塞住血管瘻，主要用於治療直
接型頸動脈海綿竇血管瘻。
後來發展至以導管介入方式，在

可以出院。

血
▲管造影顯示頸動脈海
綿竇瘻管。（網上圖片）

小時才能完成。手術後會即時安排病人

徵狀可能會比手術前更嚴重，需要時間

動脈海綿竇瘻管的盧先生，經醫生詳細解

再做一次血管造影，確定該位置完全被

每年約二十案例

▲早在二百年前，有醫生發明小
型儀器壓住頸動脈，減輕頸動脈
海綿竇瘻管的徵狀。

（網上圖片）

入，他的生活亦一切如常。

患者很多時因眼科徵狀而向眼科醫生求診，
因而發現病情，再轉介神經外科醫生跟進。

慢慢康復，如重影問題一直無法改善，

腦血管，方能達至瘻管，有時手術期間

導管需要經過彎曲、狹窄、路線迂迴的

般情況下需時三至四小時。不過，由於

病人會在全身麻醉下進行手術，一

術後即時消退。」曾醫生說。

病人的徵狀如眼紅、眼凸等，都會在手

填滿需要用八至十個金屬線圈，大部分

「海綿竇這個空間像拇指般大小，若要

可用於治療間接型的頸動海綿竇瘻管。

光引導下置入金屬線圈堵塞海綿竇，亦

X

封堵海綿竇空間

有眼睛相關徵狀，幸好他及時求醫、及

直接型一類，特別是動脈瘤破裂所致的

因為該地較多人駕駛電單車，並在意外

頸動脈海綿竇瘻管患者
會出現重影。

堵塞，沒有血流進入，病人休息一晚便

▲患者眼睛會出現螺旋形狀的微細血管。

（網上圖片）

患者術後需即時再進行血管造影檢查，
監察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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