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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居自我照顧及餘閒生活上獲得最大的獨立能力，是職業治療對

紓緩科患者的治療目標。

1.	家居自理技巧訓練

當患者入院後，職業治療師會立即作出功能評估，如梳洗、穿衣、

如厠等自我照顧。此外，職業治療師會教導患者一些特別技巧提升

自理能力，有需要時會使用適當的輔助用具，進一步提高患者的獨

立能力。

1.1 轉身、坐起

職業治療

雙膝曲起 上身、
雙膝同時擺動向床邊

用手撐起上身，
雙腿同時從床邊滑下

1.2 如廁、沐浴技巧訓練 :

●	 若患者行動不便，可在座廁旁安裝不銹鋼扶手方便如廁。

●	 若患者未能上廁所，可用便椅進行如廁。

●	 沐浴的時間最好因應患者喜好及配合照顧者的時間而定。例如：

冬天時可選在下午，氣溫較暖的時段沐浴。

●	 先調較合適患者的水溫。使用溫和沐浴露，用清水沖洗。需注意

臂部包括尿道及肛門的清潔。

●	 沐浴時患者宜坐在沖涼椅，或沖涼板上 (如圖 )。

●	 可放防滑膠墊於浴缸或企缸中，防止滑倒。

●	 如患者身體情況較差不宜沐浴，可考慮在牀上抹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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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輔助器具

當患者未能完全恢復身體功能，合適的輔助器具可以提升患者自理

能力及減低照顧者的負擔。以下是一些患者常用的輔助器具：

輪椅 便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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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涼板、扶手 沖涼椅

製氧機 手提式製氧筒

有部份患者若有氣喘症狀可以學習減喘技巧，若有醫生處方會安排

家居氧氣治療，以減輕氣喘對日常活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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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居環境評估及策劃改善工程服務

職業治療師會按個別患者需要，透過家訪評估家居環境及社區設施，

提供改善工程服務，以達到改善家居設施為目的；亦會安排實地訓

練，以減低患者在家中發生意外機會，並協助照顧者在家中安全地

照顧患者。

2.1 十大家居摔跌陷阱

家居摔跌陷阱 :

●地板濕滑

●洗手間沒有輔助裝置協助起身

●門檻太高引致仆倒

●座椅及家具太高或太低

●光線昏暗

●使用舊衫作地氈，易跣腳

●地氈霉爛易反起絆倒

●家居太多雜物，阻塞通道

●站立在摺凳或有轆椅上取物

●地板或地磚破爛

職業治療師建議 :

●盡快抹乾

●安裝穩固扶手

●修改門檻

●改用高度適中家具及座椅

●更換較光燈泡

●選擇適當防滑地氈

●選用防滑地氈，定期保養

●保持清潔，減少雜物

●勿把物件置於高處或找人協助

●盡快修補

2.2 家居環境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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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家居安全

通道不可放滿雜物 應保持通道暢通

避免使用破舊抹布 應改用防滑地氈

拆除企缸，填平地台，
方便行動不便者如厠及沐浴

把浴缸改為企缸，加裝扶手，
備沖涼椅，讓患者安全地淋浴

2.4 家居改建

2.5 家居衛生：

●	 保持室內空氣流通，環境乾爽；若患者的排泄物產生異味，保持

空氣清新對及患者家人亦為主要。

●	 如患者身體虛弱，不宜直接吹風。可將患者搬離房間後打開窗戶，

使空氣流通。

●	 勿只使用空氣清新劑掩蓋異味，保持空氣流通亦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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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照顧者照顧技巧訓練

職業治療師評估患者自理及認知能力後，探討照顧者對照顧患者的

疑慮，為照顧者提供正確及有效的照顧知識，從而減低照顧者的負

擔及壓力，使他們更能夠適切地照顧患者，以提升患者及照顧者的

生活質素。

3.1 過床

1.	 將輪椅推近床邊成大約 45° 角
2.	 鎖好輪椅

3.	 撥開腳踏

4.	 照顧者企在患者前面，雙手扶起患者

5.	 慢慢轉身將患者扶過床，坐好

3.2 過輪椅 /便椅

1.	 扶患者坐好在床邊

2.	 把輪椅移近成 45° 角
3.	 照顧者企在患者前面，雙手扶起患者

4.	 慢慢轉身坐落輪椅∕便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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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骨
肩胛骨

手肘
骶骨 足跟

足趾
耳翼

膝內側 足踝

手肘外側肩膊
股骨粗隆

膝外側 足跟

仰臥 側臥

4.	坐姿評估及防治壓瘡

4.1 定時轉換姿勢

臥床而不能自行活動的患者若長時間臥病在床，身體背面受到體重

及被鋪的壓力容易產生壓瘡。壓瘡主要常發生在骨突處，如腰部尾

骨、肩胛骨、手肘、足跟等骨頭突出的部位。(如圖所示 )

定時轉換姿勢目的	:	

●	 患者舒適 ,	改善及增加血液循環

●	 預防壓瘡、肢體水腫

步驟：

1.	 先讓患者仰臥，平放肢體

2.	 雙手放於患者肩部及臀部

3.	 雙手推動轉側病者

4.	 患者側臥後，可用枕頭承托背部，保持臥姿

	 ●	可使用各種軟墊，擺放在各受壓點 :	如用足跟墊墊足踝及足

跟，用軟墊或枕頭墊於肢體的接觸點和受壓點。

	 ●	拉直衣服及床單，以減低患者皮膚與衣服或床單皺摺部份的磨

擦。

* 注意 *
●	 每 2-4 小時為患者轉換不同的臥式，如左側臥，轉右側臥，再轉平臥，

以免某一部位長期受壓，如有需要，亦可隨時轉換臥式。

●	 轉換臥姿前，需評估患者的體重及所需人手。若患者體形較重 / 較大，
需多過一名家人參與。

	 家人 /照顧者需有良好溝通，動作必需互相配合，以確保病者的安全。

●	 留意患者身上的喉管或儀器，避免扭曲、受壓或過度牽拉。(如圖所示)

●	 除各類軟墊外，可配合使用減壓充氣床墊，達到更有效預防壓瘡效果。

●	 若患者在進行轉換臥姿有疼痛，可預先約半小時給予止痛藥，以減低轉
動姿勢時的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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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皮膚護理減少壓瘡形成：

●	 保持牀舖平整、乾爽、無碎屑

●	 床單、睡衣等於受壓處應避免皺摺

●	 經常保持病者身體清潔、乾爽。若皮膚被弄髒或弄濕，需即時進

行徹底清潔及更換衣物

●	 避免使用刺激皮膚的梘液

●	 每日一至兩次在受壓部位塗上潤膚膏

●	 避免按摩病者已呈現紅色的皮膚，該部位亦不宜長期受壓，應常

轉換位置

●	 患者不宜配戴容易損傷皮膚之首飾如項鏈、耳環等

減壓用品 :

減壓床墊及坐墊

減壓腳套及手肘護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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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坐姿評估

職業治療師透過坐壓儀器及坐姿評估，協助有坐姿問題的患者，設

計及選擇合適的坐墊及減壓用品，改善坐姿及減低患壓瘡的機會，

從而改善生活質素。

4.4 輪椅 /座椅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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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鬆

緊張

5. 鬆弛訓練

在復康過程中，患者和照顧者總會有憂慮和壓力，

學習一些身心鬆弛的活動，有助舒緩壓力，增強

體質，保持身心健康。

鬆弛練習是透過一些程序及意念，使身體得

到休息，從

而 減 輕 生

活壓力對身

體及情緒所

產生的負面影

響，達致身心鬆

弛的效果。

較常用的方法為漸進肌肉鬆弛法及

呼吸鬆弛，患者亦可透過聆聽音樂

以肋消取壓力，配合符合鬆弛元素

的音樂練習呼吸，令鬆弛效果更佳。

亦可藉著練習促進身心靈健康的活動，如健身氣功八段錦，協調呼

吸以達至鬆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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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氣喘的處理

氣喘是主觀性的呼吸困難感覺。由於氣喘會受到生理、情緒和環境

因素的影響，所以氣喘的程度不能完全反映患者的心肺功能。

如遇上突發性的呼吸困難 ,	保持冷靜。	放慢或停止進行中的活動。

以一個舒適的姿勢稍作休息。稍為緩和後，嘗試調節呼吸，並增加

室內空氣流通。	需要時可使用醫生處方的平喘藥物。

處理慢性氣喘 :

1.	戒煙	

2.	保持空氣流通	

3.	適量運動	

4.	平喘技巧	

5.	復原姿勢	

6.	噘唇呼吸法	

7.	橫隔膜呼吸法。

7. 家居氧氣治療	

如醫生向病人處方氧氣治療，職業治療師會根據病人的生活需要和

家居環境，建議適合的家居氧氣組合，並指導它們的正確使用方法。

8. 食物營養

●	 末期患者通常沒有胃口進食，尊重他們意願，不宜催促或強迫進食。

可烹調他們喜愛的食物，鼓勵進食，赤可採用少食多餐的方法。

●	 因患者胃口變化很大，宜在胃口較好	時不妨多吃一點。

●	 可提供病者舒適進食姿勢，如使用背墊。

●	 提供舒適及光線充足環境進食。

●	 家人可陪伴患者一起進食。

●	 進食前漱口能刺激味覺，增進食慾。

●	 進食後，清潔口腔，讓患者休息。

●	 若患者年老不能配帶假牙，可切碎食物並煮爛，方便進食。

●	 若患者有噁心，可在進食前約半小時給予止嘔藥，減低嘔吐的機會。

●	 患者若太疲弱，可利用飲管慢慢吸啜水及其他飲品。

●	 當病情惡化，患者進食量會日漸減少。這都是自然現象，不必強

迫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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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排泄習慣改變	

身體感到虛弱的日子，來回洗手間便成為一項不容易的任務，患者

往往需要家人的攙扶或借助儀器才能完成。正常的排泄方法亦會因

病情變化而需要更改，例如使用導尿管或肛袋。透過家人對患者的

支持和體諒，可以幫助患者逐漸適應和接受這些改變。

建議 :

1.	 改變家居及廁所的設備，方便患者維持自然的排泄方法。

2.	 留意親人可能因害怕頻頻上廁而減少進食，坦誠討論一些可行的

辦法，例如利用大便椅或尿片等。

3.	 利用空氣清新劑或香蕉來清除異味。

其他 :

嘔心、水腫、氣促等，都是在末期癌症期間可能出現的狀況。除了

醫生處方的藥物外，透過按摩，轉換姿勢或輔助器具等，亦可幫助

紓緩這些不適。

疼痛

腫瘤及引發的各種痛症如骨痛、神經痛等有時會持續，足以影響患

者的身心狀態，加上內心的其他憂慮可能令疼痛的感覺加劇。

止痛藥物 :

●	 有關腫瘤引發的痛楚，可用不同藥物加以紓緩。藥物有時產生渴

睡的反應；至於份量多寡，可視乎個人對痛楚接受程度，跟醫生

商量作出增減。

●	 止痛藥物有不同的納入方法：例如口服、持續皮下注射、自我控

制的止痛裝置和鎮痛機等。

●	 止痛藥需要在體內保持穩定水平，才能發揮作用。若在感覺痛楚

時始服用，會需要較長時間才能達至理想成效。

●	 因服用止痛藥而上癮的情況，很少在末期患者身上出現；不過要

注意服用通便藥物，以防便秘這副作用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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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以外 :

●	 安多芬明是一種紓緩痛楚的內分泌。鬆弛練習、呼吸練習、聽音

樂、腦海中想像一些舒服的影像、說笑話等輕鬆的活動，都有效

增強這內分泌，又能分散注意力。

建議 :

1.	 家人可透過輕輕按摩，幫忙轉換坐姿勢。透過身體接觸帶來的

安慰感覺，可以幫助紓緩患者的身體痛楚。

2.	 患者未必會主動表達疼痛的情況，有可能是基於種種原因，例如

害怕服用藥物，害怕其他人擔心，而隱瞞真實情況；家人可多留

意患者的舉動，主動關心他∕她的擔心，能有助患者坦白表達真

實狀況。

3.	 面對其他方面的壓力和擔心，亦可能令痛楚的感覺加劇，家人應

多聆聽患者傾訴心事。必要時，可尋求專業協助。

10.	康復交通工具及安排

如行動不便的患者或長者需要康復交通工具，往返醫院、工作地點、

學校或社交場所，可聯絡以下機構或單位：

1. 復康巴士

主要由社會福利署提供的社會保障服務。目標是幫助社會上需要

經濟或物質援助人士，以應付生活上的基本或特別需要。提供固

定路線、電召服務、聯蛓服務及穿梭巴士四個範疇。

服務熱線：2817 8154

2. 易達巴士

接蛓有行動困難的年長病友及其陪同照顧者，往返公立醫院及診

所覆診。

需申請成為會員 (免費 )

服務熱線：2348 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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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易達轎車

提供個人化、快速安排及便捷的無障礙轎車出租服務。

24 小時服務。

需申請成為會員 (免費 )

服務熱線：8106 6616

4. 港鐵殘疾乘客特別服務

協助殘疾人士進出月台及登車。

包括港鐵、東鐵、西鐵及輕鐵

出發前要先致電安排。

預約電話：28818 8888

5. 巴士

可要求巴士車長協助登車及下車。

當日致電可查詢低地台巴士班次。

九巴熱線：2745 4466 （早上 7 時至晚上 11 時）

新巴熱線：2136 8888 （早上 8 時至晚上 8 時）

6. 殘疾人士在限制區上落車証明書

持有証明書的人士，可在不對其他道路使用者構成危險或造成重

大阻礙的情況下，容許的士、私家車、私家小巴和私家巴士的司

機在限制區（快速公路和 24 小時限制區除外）上落殘疾乘客。

可向由社區授權之機構申請。

查詢電話：2864 2929（社會服務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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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復康用具租借服務

機構名稱 電話

可跨越區域

1 復康用具資源中心 2364 2345
2. 香港紅十字會輔助 2616 6515

行動器材租借服務 2610 0515
3.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2337 9311
4. 聖雅各福群會中西區老人社區服務中 2805 1252 / 2805 1250
5. 救世軍油麻地老人社區服務中心 2782 2229
6. 聖公會黃大仙老人社區中心 2352 3082 /2351 8282

東新界區

1 信義會沙田多元化老人社區中心 2691 1763
2. 東華三院王澤森社區老人服中心 2647 2711
3. 救世軍大埔老人社區服務中心 2653 6811
4.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秀群柏社區服務中心 2676 2525
5. 元朗明愛服務中心 2479 7383

西新界區

1. 者康會懷熙葵涌社區老人服中心 2425 1281

港島區

1 耆康會東區社區老人服務中心 2563 0187
2. 耆康會柴灣社區老人服務中心 2558 0187

東九龍

1.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觀塘老人社區服務中
心

2727 1234

2. 聖公會竹園馬田法政牧師老人社區中心 2323 0632
3.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彩虹長者活動中

心
2329 6008

西九龍區

1. 聖公會樂民郭鳳軒綜合服務中心 2362 0301
2. 聖公會樂民郭鳳軒綜合服務中心 2333 1854
3. 裔色園可健老人社區服務中心 2725 4875
4. 長沙灣明愛服務中心 2729 1211
5. 旺角街坊會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2395 3107
6. 保良局居家安老復康用品站 2422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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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關社區資源

機構名稱 電話

善終及喪親支援服務

善寧會
（善寧紓緩服務及有關資源的查詢及轉介）

2868 1211

善寧會譚雅士杜珮珍安家舍
（為喪親家屬提供善別輔導服務）

2725 7693

贐明會（善終及喪親支援服務） 2361 6606
聖公會護慰天使（殮儀陪伴及支援服務） 2362 0268

情緒輔導熱線	或	病友支援熱線

社會福利署 2343 2255
人間互助社聯熱線（綜合熱線電話轉駁系統） 1878 668

向晴軒熱線（家庭危機介入及緊急住宿支援） 18288
癌協綜合服務中心—癌協熱線
（協助患癌病友）

3656 0800

香港防癌會（提供癌症資訊） 3921 3821
各類病友組織及服務 請向所屬醫院查詢

家居照顧服務

家務助理服務 可聯絡醫務社工聯絡

僱員再培訓局—家務通 2317 4567
社會福利署（幼兒中心督導組） 2835 2016
長者安居服務協會一線通服務（平安鐘） 2338 8312
	＊除長者外，其他有需要人士亦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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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電話

復康用品租借服務（輪椅、柺杖、步行架等）

香港紅十字會輔助器材租借服務 2610 0515
救世軍油痳地長者社區中心
（＊ 60 歲以上長者優先）

2782 2229

扶輪兒童復康專科及資源中心
（＊ 16 歲以下人士適用）

2817 5196

復康專科及資源中心 2364 2345
醫院病人資源中心∕復康站 請向所屬醫院查詢

護送服務

香港復康會—復康巴士 2817 8154
愛德循環服務（社區支援及護送服務） 2560 6299
致愛社會服務中心 2385 0437

殯儀及遺產處理

聖雅各福群會	後顧無憂規劃
（預先安排殯葬服務）

2831 3230

遺產承辦處（24 小時熱線） 2840 1683
遺產稅署 2594 3240
香港律師會 2846 0500
東華三院萬國殯儀館殯儀熱線 2303 1234

經濟援助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相關津助 可聯絡醫務社工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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