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解您的心房顫動治療
病患處方藥 Lixiana®  （依度沙班）

請務必閱讀藥物隨附的 Lixianax 包裝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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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出現任何副作用，請告訴您的醫生、藥劑師或護士。包括包裝說明書中未列出任
何可能的副作用。也可以造訪 https://yellowcard.mhra.gov.uk/，直接透過黃卡計
劃報告副作用。透過報告副作用，您將幫助提供有關此藥物安全性的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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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幫助您預防出現與非瓣膜性心房顫動相關的中風風險，為您開具了處方藥 Lixiana®（依
度沙班）。無論您剛剛被診斷為非瓣膜性心房顫動，或從其他藥物轉換為 Lixiana®，都可能對
治療存在一些疑問。

該手冊提供了有關您病症的實用資訊，主要回答了您可能遇到的與 Lixiana®相關的問題。

如需了解更多資訊，請確保閱讀藥片包裝中隨附的說明書。

本手冊主要用於提供有用的資訊，但不能替代醫囑。如果您對自己的健康或藥物有任何擔憂
或疑問，醫生將始終是最好的諮詢對象。

報告副作用
如果出現任何副作用，請告訴您的醫生、護士或藥劑師。包括包裝說明書中未列出任何可能的
副作用。也可以造訪 https://yellowcard.mhra.gov.uk/，直接透過黃卡計劃報告副作用。透
過報告副作用，您將幫助提供有關此藥物安全性的更多資訊。

開始服用 Lixiana®進行治療



心房顫動時，心臟會快速不規律地跳動（初次出現症狀時，您可能已經註意到了）。

心房顫動在患有其他心臟疾病（包括高血壓）的病患中很常見，有時候還與其他疾病（例如，糖尿病或哮喘）相
關。但是，通常體格健壯的健康人也會出現心房顫動，其原因可能無從知曉。

在英國，大約有 80 萬人患有心房顫動。這種疾病可能會出現在任何年齡段的成年人中，但在老年人群中更常
見。在 75 歲以上的人群中，大概有 10％ 患有心房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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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非瓣膜性心房顫動？

如您所知：

您可能聽說過兩種類型的心房顫動：

1) 瓣膜性心房顫動 — 風濕性疾病導致心臟瓣膜硬化和狹窄
2) 非瓣膜性心房顫動，也稱為 NVAF — 是最常見的心房顫動類型，與風濕性疾病無關



正常的心臟跳動
心臟各腔室平滑而有規則地收縮，�
以維持穩定的全身血液流動。

患有心房顫動的心臟
心臟的上腔室部分快速收縮，�
因此打亂了流經心臟的血液。

如果患有心房顫動，心律可能加快或不齊

心房顫動引起心律不齊的心電圖 (ECG)

竇房結

右心房

右心室

心跳正常且有節奏的心電圖 (ECG)

如果心律正常，您的心跳速率可能為每
分鐘 60-100 次

右心房

右心室

左心室 左心室

左心房 左心房竇房結（提供促使心
臟跳動的電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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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非瓣膜性心房顫動？



心房顫動的症狀因人而異。

您可能會感覺到：
• �心臟急速跳動或顫動（稱為「心悸」）
• �心臟明顯跳動（以前從未註意到過）
• �胸痛、胸悶或不適
• �腹痛
• �氣短
• �頭昏眼花
• �疲勞或精神不振
• �不能運動
也有可能感覺不到這些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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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房顫動可能出現哪些症狀？



您是否知曉心房顫動會增加中風風險？

心房顫動導致流經心臟的血液不規律，從而增加了形成血栓的機率。這會增加中風風險。中風是一種嚴重
的疾病，在大腦部分供血中斷時出現。

有些中風倖存者可能會因大腦損傷而遭受長期病擾。這可能導致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伴侶或看護的幫助。

為了減少危險的血栓和中風風險，您的醫生會為您開處方藥 Lix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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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會阻礙將血液（和氧氣）輸送到大腦所需的部位，從而導致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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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血栓有時候會脫落，然後在
血液內遊走到身體的其他部位。

如果血栓堵塞為大腦供血的血管，�
就會形成梗塞。

下圖表明了血栓如何導致中風：

如果患有心房顫動，�
心臟腔室中可能會形成血栓。

您是否知曉心房顫動會增加中風風險？



是否可以降低中風風險？

您將在下文看到一些預防中風的方法，以及有關服用 Lixiana®（主要用於幫助預防中風）的
資訊。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有助於減少中風風險。

有些中風風險因素是您無法改變的，例如年齡、性別和任何現有疾病。但是您可以考慮透過
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習慣和適當調整生活方式來減少中風風險。

每天服用 Lixiana®並調整生活方式有助於降低中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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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以降低中風風險？

如果您抽煙， 
最好戒煙

向您的醫生尋求幫助，以便戒煙。 
戒煙的原因如下：

• 吸煙會使您的動脈「阻塞」， 
從而更容易出現血栓

• 使您更有可能患高血壓， 
這是中風的主要危險因素

請勿每天飲酒
保持飲酒量在安全範圍內。 

這是因為：
• 飲酒過多會使血壓迅速升高， 
而這是中風的主要危險因素

戒煙，理性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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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飲食
• 每天至少吃五份水果和蔬菜

• 每週選擇食用油性魚類，例如，鮭魚和鯖魚
• 飲食中要包含大量纖維（例如，全穀類、豆類、

豌豆和堅果）
• 避免食用高脂肪食物和飽和脂肪。飽和脂肪會
增加體內「有害」膽固醇的含量，從而使動脈「阻

塞」，並增加形成血栓的風險
• 減少食物中的鹽含量，因為高鹽含量會導致血
壓升高，這也是中風的主要危險因素。您可以嘗
試用香草和香料或少許檸檬汁為食物調味

堅持運動
經常運動可降低血壓，幫助平衡體內脂
肪，提高血糖控制能力並有助於減肥

• 體重超標會增加患高血壓、心臟病和
糖尿病的機率；所有這些疾病都會增加

中風的風險

是否可以降低中風風險？



Lixiana®是一種「抗凝血劑」。這意味著該藥物可降低血液凝固（稀釋血液）的能
力，因此有助於防止您形成危險的血栓，同時又能治療已有的血栓。

Lixiana®的作用機制是抑制一種稱為「Xa 因子」的成分，這種成分在血栓形成過
程中的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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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xiana®的作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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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xiana®的用藥規格

每天定時服藥有助於使服藥成為一種日常生活習慣，這有助於您記住服藥。

您應該已經被告知每天服用一片 Lixiana®：

藥片服用應謹遵醫囑。 吞服藥片，最好溫水送服。 飯前飯後均可服用 Lix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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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忘記服用 Lixiana®，該怎麼辦？
如果您在當天想起：請立即服藥，然後在第二天服用常規劑量。

如果您在第二天或更晚的時間想起：請服用當天的常規劑量。切勿在一天之內服用雙倍的處方劑量。�
完全按照醫囑服用藥片至關重要。切勿服用超出規定劑量或次數的藥片。

如果對治療有任何疑問，應諮詢您的醫生或藥劑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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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潛在的副作用？

與其他抗凝血劑一樣，Lixiana®主要用於稀釋您的血液，並有助於預防形成血栓。因此，服用該藥物時可
能會增加出血的風險。

如果出現以下任何出血跡象，請立即聯絡您的醫生：

•  皮下淤青或出血
•  流鼻血或割傷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止血
•  尿液呈紅色或深褐色
•  咳血或吐血或嘔吐咖啡粉樣物質
•  大便呈紅色或黑色
•  牙齦出血
•  流血時自身無法止血
•  月經異常過多或陰道意外出血

出血並非一個明顯的副作用。但如果出現任何副作用，請諮詢您的醫生或藥劑師。未事先諮詢醫生或藥
劑師，切勿自行停止服用 Lixiana®。
如需不良反應的更多資訊，請參閱包裝說明書。

與所有藥物一樣，Lixiana®也可能出現副作用，雖然並非每個人都會出現。



服用 Lixiana®時， 
還需注意哪些事項？

病患警示卡

病患警示卡隨附於藥片包裝中，以供您填寫。該警示卡包含有關您治療、
醫生和緊急聯絡人的重要資訊。請始終隨身攜帶此卡，並在接受任何治療
或幹預之前將其交給您的醫療保健專業人員、藥劑師、外科醫生或牙醫。

與所有抗凝血藥物一樣，服用 Lixiana®時可能會增加出血的風險。但是，
可以採取一些合理的預防措施來防止發生這種情況。 
下文將簡要介紹一些預防措施。如果還有其他疑問，請參閱 Lixiana®的包
裝說明書或諮詢您的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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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 Lixiana®時， 
還需注意哪些事項？

如果需要看牙醫，該怎麼辦？
請告訴牙醫，您在治療牙齒之前服用了 

Lixiana®。許多牙科手術是非侵入性的；在這
種情況下，出血的風險很低。您的牙醫將決定
他或她是否需要採取任何特殊的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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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受傷了，該怎麼辦？

如果因輕微受傷而流血，請使用幹淨的敷料
以恆定壓力按壓患處至少 5-10 分鐘。
如果您能不能止血，或者如果嚴重受傷，�

應立即尋求醫療幫助。



服用 Lixiana®時，還需注意哪些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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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想懷孕，該怎麼辦？
在懷孕的前幾週口服抗凝血劑可能會有損害胎兒的風險。�
禁止在孕期或哺乳期服用 Lixiana®。如果您是育齡女性，�
並且認為自己可能已經懷孕或計劃懷孕，請立即諮詢醫生。

如果您有任何未解決的問題，請參見藥片包裝中隨附的  
Lixiana®病患資訊頁，或聯絡您的醫生。



Atrial Fibrillation Association 
（英國心房顫動協會）
www.atrialfibrillation.org.uk

01789 867 502

Anticoagulation Europe 
（歐洲抗凝血組織）（英國）
www.anticoagulationuk.org

020 8289 6875

Stroke Association（英國中風協會）
www.stroke.org.uk

0303 303 3100

Arrhythmia Alliance（心律不整聯盟）
www.heartrhythmalliance.org/aa/uk

01789 867 501

Thrombosis Uk（英國血栓形成協會）�
（原名為 Lifeblood: The Thrombosis Charity 
（生命之血：血栓形成慈善機構））
www.thrombosisuk.org

0300 772 9603

還有其他問題嗎？
其他資訊和支援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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