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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腦震盪 About concussions 

簡述： 

• 腦震盪是指腦部受到輕微創傷，可以是因頭部或身體受到猛力

撞擊或震動所致。

• 無論曾否出現休克（失去知覺）都可以是腦震盪。

• 受傷後感到神智恍惚或頭腦混沌，或記不起受傷時前後發生的

事情（失憶）是常見情況。

• 大多數經歷腦震盪的人都能夠完全康復。

• 若了解自己的受傷情況，並學習如何處理傷勢帶來的影響，將

可復原得更好。

• 應謹慎處理所有腦震盪情況。

車禍、跌倒、運動創傷或遇襲是腦震盪的常見成因。當有人說「我

撞倒了頭」或「撞得我滿天星斗」時，這意味著他們可能有腦震

盪。  

腦震盪又稱為「輕度創傷性腦部損傷」。把腦震盪形容為「輕

傷」，因為它一般不會危及生命，且多數不會對身體造成長遠影

響。  
復原過程因人而異，但大部份受傷的影響都會在兩至四星期內消

失。長者、曾有過腦震盪、抑鬱症、焦慮症或慢性痛症的人士則可

能復原得較慢。 

若腦震盪涉及其他更嚴重的傷勢，例如顱骨破裂或腦部有瘀傷等，

則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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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求助 When to get help 

網上提供的「認識腦震盪的訓練工具」(Concussion Awareness 

Training Tool, CATT)詳述了處理腦震盪的方法。 
認識腦震盪的訓練工具 

cattonline.com  

發生可能導致腦震盪的意外後，應立即做以下兩件事： 

• 須離開或停止該項活動。

• 由醫生或護士檢查您的身體。

可以在急症室或醫生診所接受檢查。

醫生或執業護士應給您一些指示，讓您回家後按照指示照顧身體。

他們或會要求您在隨後的 24至 48小時內有人陪同，以便能查看您

的膚色、呼吸和睡眠狀況。  

若在最初數天內出現以下任何一項「警號」，請即到最就

近的急症室或致電 9-1-1： 

- 頸部疼痛或酸痛

- 出現重影（複視）

- 手臂或雙腿無力、感到刺痛或灼熱

- 嚴重頭痛或頭痛加劇

- 痙攣或抽筋

- 休克（失去知覺）
- 越來越昏昏欲睡

- 嘔吐

- 認不出人和地方

- 坐立不安、煩躁易怒或有敵意

*改編自 cattonline.com/overview-what-is-a-concussion/的

“Overview: What is a concussion?”（簡介：什麼是腦震盪？）  

https://catt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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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震盪常見症狀  
Common signs of concussion 

腦震盪會令您出現各種不同的症狀（見下表），情況因人而異。 

雖然這些不適令人感到煩厭，是常見的症狀，但應該都會隨時間逐

漸減退。它們一般都不是永久性腦部損傷或醫療併發症，無需特別

治療也會自行消失。  

即使認為自己只是受了輕傷，也應該知道有關腦震盪的症狀。 

腦震盪常見症狀 Common signs of concussion 

身體 認知 情緒 

• 頭痛

• 昏眩或頭暈

• 噁心

• 平衡力不佳

• 感到疲倦或遲緩

• 睡眠模式有變

• 視力有變

• 對光線或嘈聲敏

感

• 較難集中精神

• 記憶力問題

• 難以表達想法

• 難以想出正確的

用詞

• 感到腦筋混沌

• 坐立不安或脾氣

暴躁

• 焦慮

• 抑鬱

• 感到更情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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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康復 Getting better 

腦震盪造成的影響，雖然一般都會隨時間減退，但在剛受傷後，您

也須時刻留意自己的身體狀況。受傷後最初的 24至 48小時，最好

先盡量好好休息幫助身體復原，之後才逐漸回復日常生活。 

當身體繼續慢慢轉好時，便應逐步做回平時會做的活動，包括需要

用腦和體能的活動。回復做慣常的事情，亦能助您鍛練耐力以備返

回工作或校園。  

康復期間，須特別小心以免再發生腦震盪。在此時再受傷的話，有

可能加劇原來傷後的影響和延長復原時間。 

您可以採取以下方法幫助自己早日康復。 

休息和睡眠 Getting rest and sleep 

在復原早期階段（首 7至 10天），要盡量放鬆自己。您

會感到比平時疲倦和沒精神，這是很普遍的情況。很多症狀都可因

疲倦而惡化，亦可造成情緒和思考方面的問題。要好好休息和有充

足的睡眠。 

休息不單是指要限制體能活動（例如減少做家務或做運動），亦包

括用腦的活動（例如減少閱讀、看電視或玩電子遊戲）。  

良好睡眠對康復也是非常重要的。若晚上睡得不好，請諮詢您的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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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日常生活 Returning to your daily routine

慢慢逐步回復日常生活，且在做任何活動期間，或在兩項活動之間

的時間，都要有適當的休息，分段進行。盡量不要一下子就立即以

受傷前慣用的速度去做所有平時會做的事情，包括工作或學業。要

量力而為，不可勉強。 

開始時，一般需計劃每天只工作或上課數小時，這對於全職工作

者或學生尤為重要。您可能需要一名醫護專業人員（例如職業治

療師）協助您計劃如何逐步重返工作或校園。  

回復開車 Returning to driving  

至少在您受傷後的首 24小時內，切勿開車或駕駛任何機動

車輛。腦震盪可以影響您的專注力和快速反應能力。  

若對自己的駕駛能力有疑慮，尤其是擔心視力出現問題、思考遲

緩、反應緩慢、注意力減弱或判斷力欠佳時，請聯絡您的醫生。 

只有在自己感到有信心和安全的情況下才再去開車。剛開始時，可

以先在交通較不繁忙的時段試走一些短途和熟悉的路線。  

避免酒精和毒品  
Avoiding alcohol and drugs 

腦震盪復原期間，最安全的做法是不喝酒或不使用毒品。酒精及／

或毒品或會減慢復原速度，並可能令您有再受傷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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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頭痛 Managing headaches 

腦震盪對身體的最常見影響是頭痛。頭痛可以是來

自頭部或頸部的拉傷肌肉、神經、關節或骨骼，亦可以是來自受傷

後所承受的壓力（見第 9頁）。幸好頭痛也如腦震盪的其他影響一

樣，都是會隨時間而減退的。 

頭痛問題須逐步慢慢處理，您可能需要用多於一種的方法去治療頭

痛，例如服藥、改變生活方式及／或接受積極的復康治療等。 

 服藥：治療頭痛，一般是先使用藥物，這可以是非常有效的

方法。定期跟家庭醫生審視您正在使用的藥物，包括任何處方

和非處方藥物。

 改變生活方式：生活上作出一些改變能有助減輕頭痛，例如

確保自己有充足的睡眠和休息、按能力將事情分段完成、喝足

夠的液體、定時進食和學習如何應付壓力。

 積極的復康治療：其他的治療方法，例如物理治療或按摩等，

亦可能有助減輕頭痛。

若難以處理頭痛問題，請向醫生查詢。 

服用藥物 Taking medicines 

只服用經醫生批准的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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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頭暈 Coping with dizziness 

腦震盪後出現頭暈的原因很多，例如： 

- 視力有變

- 內耳受損

- 頸部受傷

- 某些藥物的副作用

- 感到焦慮
頭暈問題一般在受傷後首 3至 4個星期內便會穩定下來，但在會出

現頭暈期間，確保您採取適當步驟防止再次撞到頭部或跌倒。 

以下措施有助保障您的安全： 

• 慢下來，在活動時或站起來時都要慢慢來。

盡量不要做出突然的動作。

• 認清自己在做出什麼姿勢時會感到頭暈。

行動時要小心謹慎。

• 上落樓梯時使用扶手欄杆。

• 物件放在隨手可及的地方。

• 不要攀梯或在高處工作。

告訴醫生有關您的頭暈或平衡問題。若醫生想找出原因，或會建

議您去見專科醫生或接受特別的治療（例如前庭復康治療）。  

頭暈會影響工作安全。請教醫生您是否需要在執行工作職務上作出

任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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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思考 Difficulties with thinking 

腦震盪之後，您可能難以保持思維清晰，例如較難集中精神、記住

事情或快速思考，令您做事變慢而感到沮喪。這些問題一般都會隨

時間而減退。在未復原之前期間，試用不同的方法去減輕它對生活

造成的不便。 

有助應付思考困難的方法： 

• 減少身邊會讓您分心的事物。

例如在講電話時關上電視。

• 每次只專注做一件事。

盡量不要同時處理多項事情。

• 將大份的工作分成多個小步驟進行。

• 比平時預留多點時間完成工作。

• 盡量在安靜的地方工作。

• 利用日曆或記事本記下預約資料和重要資訊。

• 將重要物件放在相同位置。

• 隨身帶備紙筆以便記下事情。

• 寫下清單提醒自己。

• 事前計劃好當天要做的各樣事情。

• 事前計劃好當天的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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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情緒變化和壓力   

Managing mood changes and stress 

腦震盪之後感到焦慮、不安或憂傷是常見反應。 

這可能是因受傷本身所致，或因傷勢影響了生活所致。留意自己在

情緒上有沒有重大改變。  

任何身體損傷都會構成心理壓力。受傷會影響您的生活方式，也影

響您的生活規律，而擔心傷勢和其造成的影響，亦會加重您的壓

力。  

情緖變化和心理壓力均可以拖慢您的復原速度。 

這些小貼士能助您改善情緖和減輕日常的壓力： 
• 確保睡眠充足。

• 吃健康和有營養的食物。

• 每天出外散步 10 至 15 分鐘（見第 10 頁）。若不清楚自己可以做什

麼，請向醫生查詢。

• 回復日常活動時，中間要安排休息時間。

• 計劃當日要做的事情。一天可以做多少，須符合實際的應付能力。

• 在一天中加入一些可令您放鬆心情和享受的活動。

• 跟家人和朋友保持聯繫。

• 經常提醒自己這只是暫時性，您將會康復過來的。

若情緒問題阻礙了復原進度，請諮詢醫生。 

您可以透過輔導服務得到所需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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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運動和參與體育活動  

Exercising and taking part in sports 

腦震盪發生後的首數天，最好避免做任何會加速心跳的

活動或運動。每天做一些輕鬆的運動，可加快康復過

程，亦有助減少任何壓力。  

開始做任何運動前，先跟醫生商量。 

回復做運動的過程一般是這樣的： 

1. 在過了 24至 48小時後，先由做 10至 15分鐘輕量運動開始，例

如散步或踏固定健身單車。

2. 只要自己覺得可以的話，慢慢增加運動的次數（頻密度）。

3. 只要自己覺得可以的話，慢慢增加運動的時間（時間長度）。

4. 只要自己覺得可以的話，慢慢增加運動的難度（強度）。

若做完運動後覺得身體差了，則可能需要縮短運動的時間或難度，

或兩者都要縮減。  

想重返體育運動，可按照一些特定的步驟指引進行。在返回高強度

的訓練和體育前，必須先跟您的醫生商量。 

重返體育運動的工具 
cattonline.com/returning-to-sport/ 

https://cattonline.com/returning-to-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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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 Follow-up 

若受傷後的影響在數星期後仍未見好轉，請約見您的家庭醫生。醫

生可能把您轉介給一位專科醫生或其他醫護專業人員。  

專科醫生例子：神經科醫生、人體醫學與復康醫學醫生、眼科

醫生、耳鼻喉醫生、精神科醫生 

醫護專業人員例子：前庭治療師、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

心理學家、輔導員 

腦震盪造成的影響及其相關問題，必然會影響您日常的生活能力，

但您必須記住，這些影響通常只屬暫時性，大部份經歷腦震盪的人

最終都可以完全康復。  

若您是住在菲沙衛生局區域範圍內（本拿比至希望鎮 Hope）並想取

得更多資訊，請聯絡我們的腦震盪服務部門。  

若是居住在我們服務區域以外，請聯絡您所屬社區的衛生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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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診預約 My appointments 

我的家庭醫生或執業護士  
My family doctor or nurse practitioner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其他預約Other appointments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我的問題 My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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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腦震盪的網上資源 Online concussion resources 

二維碼* 您可以在這些網址找到更多有關腦震盪的資料： 

菲沙衛生局的腦震盪服務 

fraserhealth.ca/concussion 

溫哥華沿岸衛生局的《我的腦震盪指南》 

concussion.vch.ca (18 歲以上) 

溫哥華沿岸衛生局的《我的腦震盪指南》（青少年版） 

teenconcussion.vch.ca (18 歲以下) 

認識腦震盪的訓練工具(CATT) 
cattonline.com 

*二維碼 （即「快速反應」碼）是條碼的一種，可讓您利用智能裝置的攝影機進行

掃描，掃描完成後即把您帶進該網頁。 

http://www.fraserhealth.ca/health-topics-a-to-z/brain-injury/concussion
http://concussion.vch.ca/
https://teenconcussion.vch.ca/
https://cattonline.com/


 

 

www.fraserhealth.ca 
本資訊不替代醫護人員為您提供的建議。 

Catalogue #267810 Chinese Traditional (July 2022)  
To order, visit: patienteduc.fraserhealth.ca 

 

腦震盪服務 
Concussion Services 

604 -514-7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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