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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肺部有什麼功能？ 

肺是呼吸系統的主要器官，讓我們吸入和排出空氣。身體的日常功能就像消化食物，移動肌肉

甚至只是思考，都需要氧氣。當這些過程發生時，二氧化碳就會作為廢物產生。在這個系統中

肺部工作是為這些過程提供氧氣並去除廢氣二氧化碳。肺與心血管系統也密切相關，因為它們

是空氣和血液之間作氣體交換的場所。 
 
來自大腦呼吸中樞的信號通過神經傳遞到膈肌和其他肌肉。隔膜被拉平，推出下胸腔和腹部。

同時，肋骨之間的肌肉拉起肋骨。健康的肺組織富有彈性，擴大了的胸部將空氣吸入肺部。空

氣被拉入鼻子或嘴巴，並進入氣管。這分成供應左右肺的支氣管。空氣通過支氣管，再分 15 至

25 次，最後進入成千上萬的小氣管，直到空氣達到氣囊。在呼氣時，用來呼吸的肌肉放鬆，肺

部的彈性將空氣排出。 
 
每次呼吸的空氣不僅攜帶氧氣，還攜帶細菌和其他異物如污染物。肺部也用於防止不需要的物

料進入身體。粘液在小氣管壁上產生，有助保持肺臟清潔並具有良好的潤滑性。不需要的物料

粘在粘液上。當它到達喉嚨時，通常不會意識到它被吞嚥。如果粘液積聚或有炎症時，咳嗽可

以幫助清除這些粘在氣管的粘液。 
 
所以肺部除呼吸外，同時也有助於保護身體免受傷害。但是如果長時間吸入香煙煙霧、污染空

氣或工作場所中的灰塵和煙霧，則可能會損害肺部。 
 

 
*圖片由香港胸肺基金會提供 
 
參考資料： 
1. British Lung Foundation 2018 
2. Chest Foundation CFC 2018 
3. COPD Pamphlet. Hong Kong Lung Foundatio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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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什麼是慢性阻塞性肺病？ 

慢性阻塞性肺病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 
COPD)即慢阻肺病，是一種無法治癒且病情會不斷惡化的慢性

疾病，於全球的發病率持續上升。 
 
此外，根據 2016 年的統計數字，慢阻肺病是香港第五大殺手

病，亦為本港的醫療服務需求帶來沉重負擔。醫管局資料顯示，

慢阻肺病病人的住院日數，佔全年總病床使用日數的第三位。 
 
慢阻肺病指呼吸系統經長期破壞引致呼吸道阻塞及收窄，令人

體肺部難以呼出和吸入空氣，導致常見的病徵如缺氧、氣喘、

咳嗽和痰多等徵狀，甚至影響患者日常活動。在健康的肺部，氣道內由肌肉和彈性組織組成，

保持氣道打開和暢通。但凡患有慢阻肺病，氣道變得狹窄。慢阻肺病會持續惡化，肺部炎症損

害肺組織並阻塞細支氣管。隨著疾病惡化，呼氣需要的時間越來越長。肺部變得過度膨脹並且

呼吸短促。炎症通常是由於吸煙引起的。一旦開始，炎症很難停止。而受損害的肺組織和細支

氣管是無法復原的。 
 
肺氣腫和慢性支氣管炎是形成慢阻肺病的兩種最常見的情況。肺氣腫指位於細支氣管末端的肺

泡腫大並被破壞，減少肺部氣體交換的面積，導致血液中氧氣供應量減少以及二氧化碳無法被

有效排走。慢性支氣管炎指支氣管由於感染或非感染因素引致黏膜發炎，增加黏液分泌並阻塞

呼吸道，出現咳嗽、氣喘等症狀。值得注意的是肺部組織及功能受損後並不能完全復原，因此

慢阻肺病不能徹底根治。 
 
慢阻肺病病情除逐漸加重外，也有急性病發的機會。呼吸道症狀突然發作並且比平日更加劇，

例如呼吸困難，咳嗽和痰液產生時，就是急性病發。急性病發不容忽視，因為對病者來說，肺

功能會進一步惡化，生活質素會顯著變差，死亡風險隨之而增加。 
 
慢阻肺病的診斷需要做肺活量測試。醫生會再根據測試提供適當的治療。治療包括： 
▪ 戒煙 
▪ 藥物 
▪ 胸肺復康 
▪ 家居氧氣治療 
▪ 紓緩治療 
 
雖然慢阻肺病無法根治，但及早求醫能提高治療成效。另外，慢阻肺病的成因明確，高達九成

是由於長期吸煙所引致的。故此不吸煙或及早戒煙有助預防疾病。 
 
參考資料： 
1. British Lung Foundation 2018 
2. Chest Foundation CFC 2018 
3. COPD Pamphlet. Hong Kong Lung Foundatio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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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吸煙和慢性阻塞性肺病 

吸煙是導致慢阻肺病的主要原因，也是導致其發作的誘因。吸煙會降低體內的含氧量，煙油或

其他燃點香煙時產生的化學物質會損害肺部組織和引致呼吸道發炎。 
 
吸入二手煙的人與吸煙者擁有相同的疾病風險，因此戒煙也可令家人更健康。三手煙是由煙草

煙霧殘留在室內表面的殘餘尼古丁和其他化學物質。人們通過接觸受污染的表面或呼吸排氣接

觸到這些化學物質，對非吸煙者特別是兒童造成潛在的健康風險。 
 
如已經患有慢阻肺病，戒煙可減輕咳嗽和痰多的情況，亦可延緩病情惡化，見下圖。 
 

    
 
 
 
 
 
 
 
 
 

*圖片由香港胸肺基金會提供 
 
無論已吸煙多少年，任何時候戒煙也不遲。在戒煙的第一年內，對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益處已很

明顯，並且在女性吸煙者中尤其顯著。在戒煙數年後，肺功能下降的速度與從不吸煙者相似。

即使 65 歲以上戒煙，也會減慢肺功能惡化的速度。如果 30 歲時戒煙，那麼壽命也可能會延長

10 年，也有證據顯示戒煙和住院風險及總死亡率降低有關。 
 
戒煙輔導及藥物治療可有效協助戒除煙癮。醫管局已設立戒煙輔導服務，請按這裡瀏覽計劃簡

介。亦可按這裡瀏覽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網址，了解其他戒煙服務。 
 
 
參考資料： 
1. Chest Foundation CFC 2018 
2. Jane Wu and Don D Si. Improved patient outcome with smoking cessation: when is it too late? Int 

J Chron Obstruct Pulmon Dis. 2011; 6: 259–267 
3. Mayo Found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MFMER) 1998-2018 

http://www.ha.org.hk/visitor/ha_visitor_index.asp?Content_ID=10098&Lang=CHIB5&Dimension=100&Parent_ID=10085
http://www.smokefree.hk/tc/content/web.do?page=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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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藥物治療  

醫生會跟據病人的情況而處方治療慢阻肺病的藥物，病人需要按照醫生指示準確和按時用藥。 
 
治療慢阻肺病的藥物可大致分為三大類：  
 
 氣管舒張劑 
 消炎藥 
 治療急性病發的藥物 
 
 
1.  氣管舒張劑 
 是醫治慢阻肺病的主要藥物 
 可以舒張肺部氣管和改善呼吸受阻 
 由於藥物可直達肺部，吸入比口服劑更有效和更少

副作用 
 因為它有不同藥效時間，所以亦可分為「短效」和

「長效」兩種 
 
a. 短效氣管舒張劑 
 短效 β2 激動劑(Short Acting Beta2-Agonists，SABA) 

- 能舒張肺部氣管 
- 藥效時間約 4-6 小時 
- 因短效 β2 激動劑可迅速舒張氣管，患者可按需要，作為‘應急藥物’ 
- 患者也可在醫生的建議下定時使用 

 
 短效抗膽鹼藥物 (Short Acting Muscuarinic Antagonist，SAMA) 

- 能舒張肺部氣管 
- 藥效時間約 6 - 8 小時 
- 患者可按醫生的建議下定時使用或按需要時使用 
- 不建議同時使用長效抗膽鹼藥物 

 
b. 長效氣管舒張劑 
 長效 β2 激動劑 (Long Acting Beta2- Agonist，LABA) 

- 紓緩呼吸困難，減低慢阻肺病急性病發的次數，並改善患者的生活質素 
- 須要定時使用 
- 可維持氣管擴張 12 至 24 小時 
- 不能取代短效 β2 激動劑作「應急藥物」使用 

 
 
 長效抗膽鹼藥物 (Long Acting Muscuarinic Antagonist，L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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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紓緩呼吸困難，減低慢阻肺病急性病發的次數，並改善患者的生活質素 
- 須要定時使用 
- 可維持氣管擴張 12 至 24 小時 

 
 混合型長效 β2 激動劑和長效抗膽鹼藥物(LABA + LAMA) 

- 須要定時使用 
- 它們較單獨使用長效 β2 激動劑或長效抗膽鹼藥物更有效 

 
 常見的副作用:  

- β2 激動劑：心跳、手震、緊張 
- 抗膽鹼藥物：口乾、緊張 

 
2. 消炎藥 
a. 吸入皮質類固醇 
 減少氣管炎症和腫脹 
 幫助減低急性發病的次數 
 治療慢阻肺病，通常會使用混合型長效 β2 激動劑和吸入

皮質類固醇 
 副作用包括口乾、聲音嘶啞、口腔炎、漱口或在早晚刷牙

前使用可以預防口腔炎 
 
b. 茶鹼（theophylline) 及氨茶鹼(aminophylline) 
 一般為口服藥片，必須定時服用 
 副作用包括失眠、腸胃不適、嘔吐、噁心 
 
c. 磷酸二酯酶(Phosphodiesterase 4)抑制劑(例如羅氟斯

特 Roflumilast) 
 可以減少肺部炎症 
 幫助減低急性發病的次數 
 副作用包括腹瀉、噁心和食慾下降等 
 
3. 治療急性病發的藥物 
a. 口服皮質類固醇 
 幫助氣管消炎及防止病情惡化 
 醫生通常會開短期藥方（5-7 天） 
 副作用包括體重、食慾增加，影響情緒，副作用會在停藥後消失 
 
b. 抗生素 
 治療呼吸道感染 
 需按醫生指示完成服用指定藥物 
 副作用因不同種類的抗生素而有所不同 
 
如對任何藥物有疑問，請向醫生或藥劑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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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2 激動劑  Beta-2 Agonists 

短效 Short Acting (SABA) 長效 Long Acting (LABA) 
Ventolin Inhaler 
(Salbutamol) 
喘樂寧 

 
每劑量 100mcg 

Bricanyl 
Turbuhaler 
(Terbutaline) 
 
每劑量 0.5mcg 

Serevent Inhaler 
(Salmeterol) 
施立穩 

 
每劑量 25mcg 

Onbrez 
Breezhaler 
(Indacaterol) 

 
每膠囊 150mcg; 
每膠囊 300mcg 

Striverdi Respimat 
(Olodaterol) 
支氣定 輕霧吸入器 

 
每劑量 2.5mcg 

 

  
 

 

 

吸入皮質類固醇  Inhaled Corticosteroids (ICS) 

Becotide Inhaler 
(Beclomethasone) 
 

 
每劑量 50mcg 

Becloforte 
Inhaler (Beclom- 
ethasone) 

 
每劑量 250mcg 

Pulmicort Turbuhaler 
(Budesonide) 
 
 
每劑量 100mcg; 
每劑量 200mcg 

Alvesco 
Inhaler 
(Ciclesonide) 
 
每劑量 80mcg; 
每劑量160mcg 

Flixotide Inhaler 
(Fluticasone) 
輔舒酮 

 
每劑量 50mcg; 
每劑量 125mcg 

 
   

 

 
常用治療慢性阻塞性肺病吸入藥物一覽表* 

 
*資料由基督教聯合醫院藥劑部提供 

抗膽鹼藥物  Antimuscarinic antagonist 

短效 Short Acting (SAMA) 長效 Long Acting (LAMA) 
Atrovent Inhaler 
(Ipratropium) 
定喘樂 

Spiriva Handihaler 
(Tiotropium) 
氣適靈 輕易吸入器 

Spiriva Respimat 
(Tiotropium) 
氣適靈  輕霧吸入器 

Seebri Breezhaler 
(Glycopyrron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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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劑量 20mcg 

 
每膠囊 18mcg 

 
每劑量 2.5mcg 

 
每膠囊 50mcg 

 

 

 

 

 

混合型長效 β2 激動劑+ 皮質類固醇  (LABA + ICS) 

Symbicort Turbuhaler 
(Budesonide + 
Formoterol) 
信必可 都保吸入器 

 
每劑量 80mcg/4.5mcg; 
每劑量 160mcg/4.5mcg; 
每劑量 320mcg/9mcg 

Vannair Inhaler 
(Budesonide + 
Formoterol) 

 
 
每劑量

80mcg/4.5mcg; 
每劑量

160mcg/4.5mcg 
 

Flutiform Inhaler 
(Fluticasone + 
Formoterol) 
呼特康 

 
每劑量

50mcg/5mcg; 
每劑量

125mcg/5mcg; 
每劑量

250mcg/10mcg 

Seretide Inhaler  
(Salmeterol + 
Fluticasone) 
舒悅泰 
 
Lite  
(25mcg/50mcg) 
Medium 
(25mcg/125mcg) 
Forte 
(25mcg/250mcg) 

Seretide Accuhaler 
(Salmeterol + 
Fluticasone) 
舒悅泰 準納器 

 
每劑量

50mcg/100mcg; 
每劑量

50mcg/250mcg; 
每劑量

50mcg/500mcg 

  
 

 
 

 

常用治療慢性阻塞性肺病吸入藥物一覽表* 

 

   *資料由基督教聯合醫院藥劑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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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型長效 β2 激動劑和長效抗膽鹼藥物 (LABA + LAMA) 

Anoro Ellipta 
(Umeclidinium + 
Vilanterol) 
安耐 易必達 

 
每劑量

62.5mcg/25mcg 

Ultibro Breezhaler 
(Indacaterol + Glycopyrronium) 
 
 

 
每膠囊 110mcg/50mcg 

Spiolto Respimat 
(Tiotropium + 
Olodaterol) 
史氣順 輕霧吸入器 

 
每劑量

2.5mcg/2.5mcg 
 

Duaklir Genuair 
(Aclidinium + Formoterol) 
 
 
 
每劑量 340mcg/12mcg 

 

 

 

 

 

 

常用治療慢性阻塞性肺病吸入藥物一覽表* 

 

*資料由基督教聯合醫院藥劑部提供 

 

混合型長效 β2 激動劑、長效抗膽鹼藥物和吸入性皮質類固醇 

(LABA + LAMA + ICS) 

Trelegy Ellipta 
(Fluticasone Furoate +  
Umeclidinium + Vilanterol) 
全樂呼 易必達 

 
每劑量 
100mcg/62.5mcg/25m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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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吸入器的使用方法 

 壓縮吸入器的使用方法 (Metered Dose Inhaler) 

  
1. 移去吸咀封套，將吸入器搖勻。 
 

2. 如圖中以垂直並吸咀向下的方向拿著吸入器，下巴稍

微向上抬起，將肺部內的氣緩慢並完全地呼出。 
 

  

3. 雙唇緊含著吸咀，開始慢慢吸氣，同時按下吸入

器以釋出藥物，請緩慢而深深吸氣到盡為止。 
4. 移開藥瓶，屏息呼吸十秒，或盡最長的時間，然後才

緩慢地呼氣。 

  

5. 根據醫生指示，如有需要使用第二口藥物時， 
一分鐘後請重覆步驟 2 至 4。 

6. 用後將吸入器蓋好。 
 如使用吸入式類固醇，用後請漱口。 
 

 

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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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咀型儲霧器的使用方法 (Mouthpiece Spacer) 

 

 

1. 移去吸入器封套。 
 

2. 將吸入器搖勻。 
 

  

3. 將吸入器垂直並吸咀向下的方向，接連儲霧器

底部 (如上圖)。 
4.  

 
方法一(先建議採用) : 將肺部內的氣緩慢並完全地

呼出，含着儲霧器吸咀，按一下吸入器，緩慢而深

地一口氣吸入藥物，拿開儲霧器，然後閉氣十秒或

盡自己能忍受的時間。 
 

方法二 : 含着儲霧器吸咀，按一下吸入器，自然地

呼吸最少五次，直至把藥物全部吸入肺內。 
 

 

 

5. 根據醫生指示，如有需要使用第二口藥物時，

一分鐘後請重覆步驟 2 至 4。 
 

6. 用後將吸入器蓋好。 
如使用吸入式類固醇，用後請漱口。 

 

 

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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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霧器的清潔方法 

請根據廠方建議定時清洗和更換儲霧器，清洗方法如下: 

  

1. 除去儲霧器末端的膠底蓋。 2. 可加入少量洗潔精於水中，慢慢將它搖動，使內裡粉

末容易鬆脫，把膠底蓋及儲霧器浸約十五分鐘，並輕

輕沖洗。 
 

  

3. 用清水過清洗潔精，把多餘水份抖出，垂直擺

放，待其風乾。 
4. 重新將底部接連儲霧器。 

 

 

5. 注意：不要用任何東西擦洗儲霧器內部，也不

可用布或紙巾抹乾，以免產生靜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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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罩型儲霧器的使用方法 (Face Mask Spacer) 

 

 

1. 移去吸入器封套。 
 

2. 將吸入器搖勻。 
 

 

 

3. 將吸入器垂直並吸咀向下的方向，接連面罩型儲

霧器底部 (如上圖)。 
4. 將面罩型儲霧器蓋於口鼻位置並緊貼臉部。 
 
 方法一(先建議採用) : 將肺部內的氣緩慢並完全

 地呼出，按一下吸入器，緩慢而深地一口氣吸入

 藥物，拿開儲霧器，然後閉氣十秒或盡自己能忍

 受的時間。 
 
 方法二 : 按一下吸入器，自然地呼吸最少五次，

 直至把藥物全部吸入肺內。 
 

 

 

5. 根據醫生指示，如有需要使用第二口藥物時，請

於一分鐘後重覆步驟 2 至 4。 
 

6. 用後將吸入器蓋好。 
如使用吸入式類固醇，用後請漱口。 

 

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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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imat®「輕霧吸入器」的使用方法 

 

每次使用前檢查劑量指標 

 

 

 

 

 

 

 

1. 握住輕霧吸入器，並保持瓶蓋關閉， 
以免意外釋出劑量。 
 
沿標籤上箭嘴方向，向右轉動透明底座半圈， 
直至聽到咔嗒聲。 

 

 

 

 

 

 

 

 

2. 將瓶蓋完全打開。 

 

 

 

 

 

 

 

3. 將肺部內的氣緩慢並完全地呼出，然後用嘴唇含着吸

咀，但不要遮蓋排氣孔。當你開始用嘴緩慢地吸氣之

同時，按下劑量釋出並繼續緩慢而深地吸氣。 
 

 拿開吸入器，屏息呼吸十秒，或盡最長的時間， 
 然後才緩慢地呼氣。用後請清潔吸咀。 

 

 

 

 

滿 

空 劑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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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 Respimat®「輕霧吸入器」的準備 

 

1. 保持瓶蓋關閉，按下安全栓，並將透明底座拉下。 

 

2. 從盒內取出藥筒，將藥筒較窄的一端推入吸入器內直至聽到卡嗒聲。 
 

將藥筒推入時，應靠著穩固的表面輕輕推入，以確保藥筒可完全 
插入吸入器內。一旦藥筒已插入吸入器內，請不要取出藥筒。 

 

3. 放回透明底座，不要再次除下透明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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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握著輕霧吸入器，保持瓶蓋關閉。 
沿標籤上箭咀方向轉動透明底座半圏，直至聽到卡嗒聲。 

 

5. 將瓶蓋完全打開。 

 

6. 將輕霧吸入器指向地面。按下劑量釋出按鈕。關上瓶蓋。 
 

請重複步驟4至6，直至見到雲霧狀，然後再重複步驟4至6三次。 
現在你可以開始使用輕霧吸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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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ezhaler 咇吸器的使用方法 

 

 

1. 將防塵蓋往上拉開。 
 

2. 然後打開吸咀。 
 

  

3. 從錫紙排取出一粒膠囊，將膠囊置於中央

室。 
 

4. 放下吸咀，用力按下吸咀直至聽到卡嗒聲。 

  

5. 用拇指和食指同時按下左右兩邊顏色按

鈕，然後鬆開。 
 

6. 將肺部內的氣緩慢並完全地呼出，切勿呼氣入吸

咀內。 
 

  

7. 將吸入器放入嘴內用力及深深吸氣；吸氣

時應以感到膠囊震盪為準。將吸入器放入

嘴內用力及深深吸氣；吸氣時應以感到膠

囊震盪為準。 

8. 拿開吸入器，然後閉氣十秒或盡自己能忍受的時

間。隨後便可以恢復正常呼吸，若有需要，可重

覆步驟 6 至 8 一次，以確保將膠囊內的藥物完全

吸入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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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diHaler 輕易吸入器的使用方法 

  

1. 將防塵蓋往上拉開，然後打開吸咀。 2. 從錫紙排取出一粒藥物膠囊，將膠囊置於中

央的藥囊室內。 

  

3. 放下吸咀，用力按下吸咀直至聽到卡嗒聲，防

塵蓋則不必關閉。 
4. 用拇指完全按下綠色按鈕，然後鬆開。 

  

5. 保持頭的姿勢直立，將肺部內的氣緩慢並完全

地呼出。 
(切勿向著吸入器的吸咀呼氣) 

6. 將「輕易吸入器」吸嘴以水平方向放入嘴內，

並用嘴唇緊含吸嘴，然後緩慢而深深吸氣，

吸氣時應以感到膠囊震盪為準。 

  

7. 然後將吸咀移開及閉氣十秒或盡自己能忍受的

時間。 
8. 隨後便可以恢復正常呼吸，請重覆步驟 5 至

7 一次，以確保將膠囊內的藥物完全吸入肺

部。用後請清潔吸咀及將藥囊室內的剩餘藥

物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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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ipta 易必達吸入器的使用方法 

  

1. 檢查劑量計的數量，然後向下拉開吸口蓋到

底，直至聽到「咔」一聲，劑量計會遞減一

下。 

2. 將肺部內的氣緩慢並完全地呼出，切勿向著

吸入器吸咀呼氣。 

  

3. 雙唇緊含著吸咀，並用力及深深地吸氣。 4. 於吸藥時切勿讓手指擋住通氣孔。 

 

 

5. 移開吸咀，閉氣 10 秒，或盡自己能力忍受的

時間，然後慢慢呼氣。 
6. 用後請用紙巾清潔吸咀位置，把蓋拉回原位

關閉吸入器。如藥物含有類固醇, 用後需漱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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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buhaler 都保吸入器使用方法 

  

 

1. 扭開瓶蓋，檢查瓶上劑量指示，確定藥

量充足，手握藥瓶，瓶口向上，底盤向

下。 

2. 將顏色底盤向右方轉動至盡頭，再向左轉動至

發出「嘀」一聲，以取得一劑藥量。 

  

3. 將肺部內的氣緩慢並完全地呼出。 
(請勿向瓶內呼氣) 

4. 雙唇緊含著吸咀，然後用力及深深吸氣。 
(切勿用力咬住瓶口) 

 

 

5. 移開藥瓶屏息呼吸十秒，然後呼氣。 6. 用後請清潔吸咀位置，如藥物含有類固醇請潄

口。根據醫生指示，如有需要使用第二口藥物

時，一分鐘後請重覆步驟 2 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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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uair® 吸入器的使用方法 

 劑量顯示器上的數字會由 60 開始倒數，每隔 10 劑便

有刻度顯示。當劑量已接近最後一次時，劑量顯示器

會出現紅色條紋以作提示。 
 
當準備吸入最後一次劑量時，顏色按鈕將不會完全回

彈，並會鎖定在中間位置。即使按鈕被鎖緊，你仍可

吸入足夠藥量。 

 

1. 輕輕按壓保護蓋兩側(刻有箭咀的地方)，並向外拉

出保護蓋。 

          

2. 手持吸入器，顏色按鈕直立朝上，切勿傾斜。 
完全按下顏色按鈕，然後鬆開，吸氣時切勿持續

按下按鈕。 

  

3. 檢查顔色控制窗口，必須顯示為綠色，以確認吸

入的藥物已作好準備。 

 

4. 將肺部內的氣緩慢並完全地呼出，避免向著吸咀

呼氣。 
雙唇緊含著吸咀，然後用力及深深吸氣，聽到「咔

嗒」聲後，亦請盡量繼續吸氣，以確保藥物被完

全吸入。 
移開吸咀，屏息呼吸十秒，或盡最長的時間，然

後才緩慢地呼氣。 
 

5. 檢查顔色控制窗口，應確保吸藥後顔色控制窗口

已轉為紅色。 
如吸入後顔色控制窗口持續為綠色， 
請重覆步驟 4。 

 

綠色及準備好 

紅色及完成 

閉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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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uhalertm準納器的使用方法 

  

1. 握著碟型吸入器，吸咀向著自己，將拇指放

在指套上，把手推向盡頭，直至聽到「嗒」

一聲。 

2. 將碟型吸入器水平地握著，將肺部內的氣

緩慢並完全地呼出，但不要向著碟型吸入

器呼氣。 

  

3. 雙唇緊含著吸咀，並用力及深深地吸氣。 4. 移開吸咀，閉氣十秒或盡自己能忍受的時

間，然後慢慢呼氣。 
如有需要，一分鐘後請重覆步驟 1 至 4。 

 

 

5. 用後請清潔吸咀位置，關閉碟型吸入器時，

將拇指放在指套上，然後向內推回原位。 
6. 如藥物含有類固醇，請潄口。 

在「準納器」上的劑量顯示會指出剩餘劑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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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胸肺復康 

治療慢阻肺病除了戒煙、藥物治療外，胸肺復康也擔當非常重要的角色。 
 
參加胸肺復康有甚麼益處呢？ 
 
1. 胸肺復康能幫助慢阻肺病患者減少氣促，增強體能和提升生活質素。 
2. 胸肺復康亦會幫助慢阻肺病患者減少因慢阻肺病急性病發而需要入院的次數。 
 
甚麼人需要參加胸肺復康？ 
 
1. 慢阻肺病患者若因氣促帶來生活上的限制或

因慢阻肺病急性病發需要入院治療，胸肺復

康對他們的幫助尤為顯著。 
2. 胸肺復康對其他胸肺疾病如支氣管擴張，哮

喘等亦有幫助。 
 
胸肺復康的內容包括了甚麼？  
 
1. 胸肺復康團隊是由一組有專業知識的醫療成

員組成。 
2. 胸肺復康一般為期六至八星期。 
3. 胸肺復康參加者首先會進行醫療、心肺功能

的評估。 復康前的評估能讓治療師定下訓練

計劃和評估參加者對運動訓練的安全性。 
4. 胸肺復康內容包括運動訓練，學習胸肺健康

知識和疾病自我管理技巧。 
 
運動訓練： 
 
1. 主要是耐力訓練和阻力肌力訓練，下肢的訓練尤為重要。 
2. 訓練的節數為每星期三至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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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胸肺健康知識： 

 

包括慢阻肺病的認識、治療藥物的認識、呼吸訓練和節省體力原則及方法等。 

 

 

 

 

 

 

 

 

 

 

 

學習疾病自我管理： 

 

 學習怎樣定下目標，解決問題和向所定目標作出行動。 

 學習將所學到的知識，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妥善照顧自己的身體。 

 

 

 

 

 

 

 

 

 

 

 

 

 

 

 

 

 

 

完成復康後的成果會在六至十二個月消失，其中的原因包括參加者沒有持續運動，胸肺病情

加重等。所以，養成定時的運動習慣是非常重要的，並將學習得到的胸肺復康知識和技巧應

用在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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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家居運動及注意事項 

運動原則 

 
 運動可鍛鍊心肺功能及體能，要因應個人體質及身體狀況而進行適量運動。 
 按『自我評估氣喘表』作自我評估，運動強度應達至 3-5 分，即‘普通氣喘’至‘強烈氣喘’

程度。 
 
自我評估氣喘表 
 

全無感覺 0 

很輕微 1 

輕微 2 

普通 3 

頗氣喘 4 

強烈氣喘 5 

 6 

非常強烈氣喘 7 

 8 

(接近頂點) 9 

極度氣喘(到達頂點) 10 
 
 如已適應某程度的運動量，可逐漸增加運動強度、時間或次數。 
 運動時，可配合協調呼吸及節省體力原則。 
 
 
預備和注意事項 
 
 運動時應穿著舒適的衣服及運動鞋。 
 不要在太飽、太餓、太冷或太熱的情況下運動。 
 運動前應作適量熱身，運動後也應作緩和運動。 
 運動時若感到氣喘，可稍作休息至呼吸暢順才繼續。 
 若身體不適時應減少運動，待身體康復後，先從輕量運動開始，例如步行、伸展運動及

輕量的負重運動，然後才漸漸增加運動量。 
 如有疑問，請詢問你的物理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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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家居運動 
 
伸展運動 
 
 
 伸展大腿肌肉 
 
左手扶牆，左腳屈曲，用右手握住足踝往上拉，直到左大腿有輕微的拉扯感覺，維持 15
至 20 秒。再於右邊重複動作。 
 

 
 
 伸展小腿肌肉 
 
雙手扶牆，作弓箭步，後腿伸直，腳跟著地，重心向前，直到小腿有輕微的拉扯感覺，維

持 15 至 20 秒。然後於另一邊重複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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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肌力運動 
 
 上肢肌力鍛鍊 
 
雙手持啞鈴或水樽，舉高雙手，鼻吸氣；雙手回落，噘唇呼氣。重複動作 5 至 10 次。 
 

 
 
 下肢肌力鍛鍊 
 
雙手扶著穩固的傢俱，微微屈膝蹲下，雙膝勿超過腳尖。維持 30 秒至 1 分鐘，然後回復站

立，稍作休息，重複動作 5 至 10 次。 
 

 
 
 帶氧運動 
 
建議每星期至少三次，每次 20 至 30 分鐘的帶氧運動，例如：步行、行斜路、行樓梯及太

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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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徵狀 
 
如有以下徵狀，請停止運動，並諮詢醫護人員。 
 頭暈、作嘔 
 胸口痛 
 心悸 / 心律異常 
 極度氣喘 / 鳴喘 
 嚴重關節痛或肌肉疼痛 
 咳血 
 
 
運動日誌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例如:  

步行，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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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紓緩氣喘的方法及清痰技巧 

 
紓緩氣喘的方法 

 
呼吸技巧   
 
 因氣道受病變影響，氣管容易於呼氣時收窄；當你感到氣喘，以下方法有助減輕氣喘。 
  
 噘唇呼氣 
 
由鼻吸氣，呼氣時嘴部微微張開，如吹蠟燭般慢慢呼氣。 
注意 (1) 呼氣時間是吸氣時間的 2 至 3 倍。 
     (2) 切忌用力和過長，引起不適。 
 

 
 
 放鬆姿勢  
 
 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放鬆姿勢，如坐下時俯身向前、站立時倚靠牆 / 傢俱 / 欄杆等，

適當地承托上肢。 
 俯身向前，頭微微垂下。 
 需配合噘唇呼氣。 
 若氣喘情況未能緩解，可按醫生指示吸入速效氣管舒張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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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下時的放鬆姿勢 

 

 
                         

 

 

 

站立時的放鬆姿勢 

 

 
                            

 

俯身向前  俯身向前倚靠傢俱

  

倚靠牆  倚靠傢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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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手提電風扇 

 

手提電風扇與臉部距離大約6吋(或是你認為最舒適的距離)，吹向鼻孔及上唇位置，並配合

噘唇呼吸。 

 

 
 

約 6 吋距離 

倚靠欄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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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輔助用具 

 

步行時可適當使用以下的輔助用具，以減輕活動時的氣喘。 

 

 
                      

 

 

 
 

 

有轆助行架  便携式手推車  

輪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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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痰技巧 

 

 咳嗽及「霞」痰 

 

咳嗽是清除痰涎的有效方法，但「霞痰」方法比咳嗽除痰方法省力及可減少氣喘，適合一

般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使用。 

 

清痰前可飲用暖水，或配合使用氣管舒張劑後，令痰涎較容易「霞」出。 

 

 
 

 

 

步驟： 

1. 噘唇呼氣調節呼吸 
2. 深呼吸 3 至 4 次 
3. 重複噘唇呼氣調節呼吸 
4. 先深呼吸，然後「霞痰」2 次 
5. 咳痰 
6. 稍作休息，再重複以上步驟 

「霞」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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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姿位排痰法 

 

姿位排痰法是指把身體因應受影響部位傾倒在特定姿勢，利用地心吸力引出肺葉內的痰

涎，並配合適當的呼吸及清痰技巧，以減少痰涎積聚引致的氣管阻塞。 

 

不同病人需要不同的排痰姿勢，請詢問你的物理治療師，幫助你選擇適當的姿勢。 

 

 正壓呼氣咳痰儀 

 

正壓呼氣咳痰儀可輕微增加氣管內壓力，保持氣道暢通，協助鬆脫痰涎，幫助清痰。請詢

問你的物理治療師，教導你使用正壓呼氣咳痰儀。 

 

 
 

正壓呼氣咳痰儀 

 

「霞痰」2 次 噘唇呼氣 

噘唇呼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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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呼吸與節省體力的技巧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氣促，可以怎樣處理？ 

 

1. 如果在日常活動中遇到氣促，可以利用噘唇呼吸法及協調呼吸法來屏息。 

2. 首先，用鼻深深地吸氣，心裏面數兩秒。然後用口，以噘唇動作慢慢地呼出，心裏面數

四秒。 

3. 要掌握以上動作，必須重復練習才能成為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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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可以應用協調呼吸法在日常生活中？ 
 
1. 在日常活動中，呼吸要配合動作。 
2. 做動作前應用鼻吸氣，進行動作時用口慢慢地呼出。例如穿衣服時，先用鼻吸氣，舉

起手穿衫袖時用口慢慢地呼氣。 

 
3. 出力前應用鼻吸氣，出力時用口慢慢地呼氣。例如掠衫、拖地及抹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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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應用協調呼吸技巧在日常生活中？ 
想更有效掌握協調呼吸技巧，可以按下「處理氣喘錦囊」觀看短片的詳細講解及示範。 
 

節省體力與你 

怎樣做才可以減少氣喘的產生？ 
 
1. 在日常生活中，你可以運用節省體力的原則來減少氣喘產生。 
2. 節省體力其實就是盡量減少身體有無謂的氧氣消耗。 
3. 要節省體力，只需記著「六必法」囗訣，並在日常生活中多加應用，使其漸漸成為自己

的習慣。 
 

六必法 

1. 必須預先安排好活動次序 
包括： 
 將繁重及輕巧的活動進交替行 
 進行活動前，將所需物品預備好 
 每項活動之間要有足夠休息 
 

 

2. 必須根據自己的能力去計劃日程 
 將繁重及輕巧的工作交替進行，以免

過份消耗體力 

3. 工作節奏必須要適中 
 
 
 
 
 
 
 
 
 
 
 

https://youtu.be/4d9MTJfZv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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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必須避免過度消耗體力的動作及姿勢 

 

 

 

 

 

 

 

5. 呼吸必須要配合動動作 

 

 

 

6. 必須要時考慮使用輔助工具，簡化工序或改善環境。 

 

     

 

雙手乘托在洗面盆減少體力消耗 

 
利用長抦刷減少彎腰動作 

 

 常用物件應避免放得太高或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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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知道如何將「六必法」配合呼吸並運用在自我照顧、家務及外出活動時，建議點擊短

片觀看詳細示範。 

• 此外，以下小冊子亦詳細講解了節省體力的原則與日常生活要注意的地方，你可以按下

連結再看看作參考。 

 

參考資料： 
1. 慢阻肺病 - 活出健康新里程摘要指南 [Adapted and translated from Living Well with COPD 

program (2nd edition)，RESPIPLUS，Canada，for its use in Hong Kong–October 2015] 
2. 慢性病復康敎育小冊子:氣喘處理錦囊(笫二版)，醫院管理局職業治療師統籌委員會 

 

https://youtu.be/4d9MTJfZv2M
https://youtu.be/4d9MTJfZv2M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nXlQG0458Nr4CSX4aHdlubdaZjm8G9-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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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壓力的處理 

壓力的來源 

 

面對慢阻肺病這長期病患是否感到很大壓力？ 

 

其實，要面對長期處理氣促這病患，很容易會覺得情況不受自己控制，出現焦慮及驚恐的情

緒反應，使氣促加劇、身體疲倦以及活動能力轉差等惡性循環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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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遇上壓力，可怎樣處理？ 

 

1. 要處理壓力，必須先了解自己的壓力來源。 

2. 並在思維、行動或是性格上作出改善，以除去壓力源頭，減低壓力所引致之緊張及氣喘

反應。 

3. 另外，經常保持身心輕鬆亦能減低氣喘程度。 

4. 其中「漸進式肌肉鬆弛法」以及「意象鬆馳法」都可以幫助你放鬆。 

 

 

 

 

漸進式肌肉鬆弛法  

 

此方法是有系統地把身體各組的肌肉收緊，然後放鬆。感受收緊後放鬆時的舒適感覺。 

 不要忘記在放鬆時，緩慢地把氣呼出，每呼出一口氣，肌肉便更容易放鬆。 

鬆腳

部及

腿部

肌肉 

 

 

 

先將腳掌盡量向下，然後放鬆 

 

將腳掌盡量向上，然後放鬆 

 

 

再盡量屈曲所有腳趾，然後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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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 

 

 

 

 

 

 

 

盡量收縮腹部，然後放鬆。慢慢地把氣呼出 

記住一面慢慢地用鼻吸氣，再慢慢地用口呼氣 

背部 

 

擴張胸部，雙膊盡量向後拗，然後放鬆 

手部 

 

      
雙手盡量握拳雙手，手肘屈曲，手腕盡量貼近膊頭，然後垂低雙手並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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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部 

 

用力將膊頭向上推，盡量貼近耳朵，然後垂低膊頭並盡量放鬆 

頸部 

 

 

盡量將頭向後拗，然後放鬆 
 

盡量將頭向前拗，然後放鬆 

頭部 

 

 

眼眉盡量向上推 

 

盡量緊閉雙眼 

 
合緊雙唇盡量咬緊牙關 

 

最後盡量放鬆，慢慢呼吸，使身體進入完全

放鬆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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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鬆弛法 

 

1. 集中注意力於一個舒適、悠閒景象 

2. 開始放鬆心情 

3. 想像自己身處那景象時的感覺(包括視覺、聽覺、觸覺、嗅覺 

及味覺)。 

例如：想像自己在一艘郵輪上看到藍天白雲，嗅到海水的味 

道 

4. 想像結束後，將這景色保留在腦海中 

5. 每天練習一次 

 

 

壓力的處理 

 

1. 此外，亦可透過練習一些身心運動如「八段錦」、 

  太極及步行等來鍛鍊體魄、呼吸及誘導精神、姿勢

  讓身體自然放鬆。 

2. 恆常運動對身體、呼吸及精神都有裨益，並且提高

  日常活動量，從而促進身心健康。 

 

 

以下是壓力處理小冊子的連結，裡面會有更詳細講解。 

1. 壓力的處理 

2. 另外，以下是衛生署製作的漸進式肌肉弛法短片示範，譲大家更易掌握練習方法。 

3. 漸進式肌肉鬆弛法(1) 
4. 漸進式肌肉鬆弛法(2) 
 

參考資料： 
1. 慢阻肺病 - 活出健康新里程摘要指南 [Adapted and translated from Living Well with COPD 

program (2nd edition)，RESPIPLUS，Canada，for its use in Hong Kong–October 2015]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LSEoE2CjSshFUnGWoxufrn557OHsksy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Db8pUy-Xts&feature=youtu.be
https://youtu.be/EFXGiRu4F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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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個人護理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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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流感和肺炎球菌疫苗針 

 
甚麼是流感? 
流行性感冒(簡稱流感)是一種常見的呼吸道感染疾病。流感是由

多種病毒所引致的，香港常見的流感類型包括甲型H1N1和
H3N2和乙型。每年一月至三月和七月至九月一般也是本港流感高

峰期。病毒主要經飛沫傳播。例如打噴嚏、咳嗽等。如感染流感的症狀包括

發燒、喉嚨痛、咳嗽、流鼻水、頭痛、全身肌肉疼和全身疲倦等。  
 
不打流感針可以嗎? 
患者一般會於一至七天自然全癒，但是長者患上流感後較容易出現併發症，病情嚴重則須留

院治療，甚至死亡。而患有長期病患的長者更是高危一族，例如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哮喘，

支氣管抗張等的長者。根據醫院管理局二零一一年的數字，一般人約平均每十萬人有四點一

個人因患流感而導致併發症死亡。如患者有肺部長期疾患的死亡率更高達每十萬人有一百三

十六點一人死亡。因此一般長者，尤其患有肺部長期病患的長者更應接種流感疫苗以減低以

上風險。 
 
打流感針是否有很多副作用? 
對疫苗或其成分有嚴重過敏史的人士，不符合條件接種。一般接種流感疫苗十分安全，或許

注射部位會出現一些紅腫或痛楚。而接種後6至12小時内可能出現發燒、肌肉和關節疼痛，

以及疲倦等症狀，但屬於正常，會在兩天內減退。除此以外，並無其他副作用。至於有人擔

心打流感針後會出現癱瘓，如吉巴氏綜合症。其實此症極罕見，每一百萬個接種個案，也僅

有一至兩宗，而兩者並沒有已知的明確關係。 
 
由此可見打流感針既安全又有效，於接種疫苗後，身體需約兩星期才能產生抗體預防流感病

毒。因此一般長者和長期病患者應盡早接種流感疫苗。 
 

還有肺炎球菌疫苗啊 ! 
肺炎球菌疾病是由肺炎鏈球菌（或肺炎球菌）引致的疾病。肺炎球菌疾病主要經飛沫傳染，

例如打噴嚏、咳嗽等。潛伏期約一至三日。一般肺炎球菌只會引起竇炎和中耳炎，但亦可引

致嚴重或致命的侵入性肺炎球菌疾病，包括肺炎、敗血病和腦膜炎。侵入性肺炎球菌疾病於

幼兒及長者中後果通常較為嚴重。而長期病患者，包括呼吸道疾患者屬高危組別。 
 
兩種類型的肺炎球菌疫苗 
在市場上有兩種類型的肺炎球菌疫苗，即23價肺炎球菌多醣疫苗（23vPPV）和肺炎球菌結

合疫苗（PCV）。兩者均屬安全，並可預防侵入性肺炎球菌疾病。接種疫苗常見不良反應包

括接種部位可能在接種後短暫出現輕微腫脹和疼痛。對於65歲及以上人士，衛生防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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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學委員會建議接種一劑13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或一劑23價肺炎球菌多醣疫苗。 
流感疫苗及肺炎球菌疫苗 

根據一項本地研究顯示，同時接種流感疫苗及肺炎球菌疫苗可減低長者入院及死亡機會。因

此接種流感疫苗及肺炎球菌疫苗既安全又有效。 

 

參考資料：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9). Background paper on influenza vaccines and 
immunization. 

2. Hospital Authority (2011). CICO office Dashboard on infection. Volume4, issue 20 
3. 衞生防護中心 (2014)。「接種流感疫苗和肺炎球菌疫苗的資料」。香港。 
4. 衞生防護中心 (2017)。「長者疫苗資助計劃 2017/18」。香港。 
5. 衞生防護中心 (2018)。「侵入性肺炎球菌病」。香港。 
6. 衞生署藥物辦公室 (2019) 。「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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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家居氧氣治療的應用 

家居氧氣治療 

 

1. 由於肺部及循環系統的毛病，使肺部不會能透過正

常呼吸而取足夠的氧氣去供應身體所需，因而出現

缺氧和氣喘的情況。 

2. 醫生會根據你於日常生活中的缺氧程度、血液化驗

結果等，來決定是否需要安排氧氣治療。 

 

家居氧氣治療的目標 

 

3. 為長期缺氧的患者提供額外氧氣，減低身體缺氧的

情況。 

4. 療效可以幫助延長生命和提升心臟功能，並可提高運動耐力，睡眠及生活質素，減少乏

力和氧促的情況。 

 

注意事項 

- 家居氧氣治療如一般藥物治療，醫生會決定所需氧氣份量。 
- 建議長期連續性使用患者須要每天使用 15 小時以上。而連續使用 24 小時的治療效果最為理

想。 

- 部分患者只需使用間歇性治療方法，例如於活動時或/及睡眠時使用。一切以醫生指示為準。 
- 長期氧氣治療並不會造成上癮。 
- 目前，最常用的家用氧氣儀器是製氧機。其的操作原理是抽入四周的空氣，再將氧氣和其他

氣體分開並濃縮，然後輸出高濃度氧氣。 
      

 

- 外出方面，可以選擇一些便攜式氧氣儀器，例如手提氧氣樽或手提製氧機。患者可以因應自

己需要作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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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提氧氣樽      

 
不同大小的氧氣樽在不同流量時的可使用時間 

手提製氧機 

- 另外，吸煙會大大減低治療效果，並會增加燒傷及火警機會，所

以患者應盡早戒煙。 

 

- 如果要出門旅行，請諮詢醫生自己的身體狀況，並一同制定一個氧氣治療使用方法，預早在

出門前做好準備。 

 

如果感到身體不適或症狀加重，例如睡醒後頭痛、疲倦昏睡、精神紊亂、焦慮、

睡眠不適、食慾不振、氣促加劇、指尖發紫或腳腫等，請盡快聯絡醫護人員。 

 

 

請按下短片及小冊子詳細講解了家居氧氣治療在日常生活應用的技巧，你可以看看作參考。 

http://www21.ha.org.hk/smartpatient/SPW/zh-HK/Video/?guid=582a1c85-6e69-4f23-bb9c-1257ffcea482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o31wb8utlWeUrl5CTa_i3PLmgg1-2X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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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氣使用者外出時可以乘搭交通工具嗎？ 

 

1. 手提製氧機並非受管制的危險品，患者可攜帶手提製氧機乘搭主要公共交通工具。 
2. 攜帶手提醫療氧氣瓶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按《危險品(一般)規例》的規定，每輛公共交通

工具或每艘渡輪在同一時間內，最多只能載有兩瓶乘客作為自用的手提醫療氧氣瓶。  
3. 跟據港鐵公司印製的安全乘搭港鐵的小冊子，為方便因患病而需要使用氧氣呼吸的乘

客，他們可攜帶一支體積不超過 1.7 公升 (即 C 型) 並儲存良好的壓縮醫療氧氣瓶，進

入港鐵範圍。 
 

攜帶手提式醫療氧氣瓶乘搭專營巴士有限制嗎？ 

 

1. 經修訂的《公共巴士服務規例》由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容許攜帶自用醫療壓縮氧

氣瓶出門的人士乘搭專營巴士，惟每輛巴士最多可載有不多於兩個自用醫療壓縮氧氣瓶。 
 

攜帶手提式醫療氧氣瓶乘搭專營巴士時要注意什麼？ 

 

1. 上車前，你需要把攜帶了手提式醫療氧氣瓶作自用一事告知巴士車長，並告知所攜帶的

數量，而你正透過鼻喉吸入氧氣便足以證明你有醫療需要攜帶有關氧氣瓶。 
2. 上車後，請盡量坐在優先座位上並跟從一般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安全指引。 
3. 下車時，請通知車長，以便他隨後能准許有同樣需要的乘客在法例容許的情況下登車。 
4. 攜帶自用壓縮醫療氧氣瓶乘搭交通工具所需要注意的事項及遵守的安全指引，可參考運

輸處發放的資訊或向相關醫護人員查詢。 
 

 

以下的網址也有相關資訊可供參考： 

1. 認識手提氧氣小冊子 
2. 港鐵小冊子  
3. 運輸署小冊子 

 

http://www.hklf.org/uploads/files/pamphlets/Oxygen_leaflet.pdf
http://www.mtr.com.hk/archive/corporate/ch/publications/images/safetybooklet.pdf
https://www.td.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4962/leaflet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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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紓緩治療 

有些患有慢阻肺病的患者，雖然接受了有效的藥物治療，但是他們身體上仍然有很多的不適，

包括持續氣喘、疲勞、焦慮、抑鬱等症狀。紓緩治療可以幫助患者減輕這些症狀。 
 
 
事實上，紓緩治療的對象，不再限於末期癌症病人或是晩期病患者臨近死亡時的照顧。紓緩治

療的服務也是為患有嚴重長期病患（如慢阻肺病）的患者和其家屬提供身、心、社、靈各方面

的整體照顧及支緩服務，從而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直至病人走完人生的最後階段。 
 
紓緩治療的目的包括： 
 
1. 減輕或消除病人氣喘、身體疼痛、不適症狀 
2. 提供病人及家屬心理上的輔導，紓緩心靈上的困擾

3. 尊重病人權利，讓病人和家屬表達意願，討論預設

照顧計劃 
 
甚麼是‘預設照顧計劃’？ 
 
‘預設照顧計劃’是指患有嚴重疾病的病人和家屬與醫

護人員透過溝通，考慮到疾病的預後、治療的利與弊、病人的價值觀和意願等因素，來商討日

後病危時的醫療及個人照顧計劃。 
 
甚麼是‘預設醫療指示’？ 
 
年滿十八歳、精神能自主及知情的病人可訂立‘預設醫療指示’，清晰闡述當病人到生命末段而不

能自決時，在甚麼特定情況下拒絕那些維生治療。 
 
你若想了解更多有關預設照顧計劃和預設醫療指示的資料，請按這裡。 
 
你若想了解更多紓緩治療的資訊，請按這裡。 

http://www21.ha.org.hk/smartpatient/SPW/MediaLibraries/SPW/SPWMedia/ACP-AD-DNACPR-Chi.pdf
http://www21.ha.org.hk/smartpatient/SPW/zh-HK/Self-Care-Tips/Palliative-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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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營養及飲食治療 

導致營養不良的原因 
 
飲食的因素 
 
1. 長期呼吸困難，胃口變差。 
2. 進食時吞嚥過量空氣導致胃脹，影響胃口。 
3. 胃口不佳而令攝取熱量及蛋白質不足，同時缺乏多種維他命及礦物質。 

 
新陳代謝的因素 
 
1. 呼吸負荷增加，需要消耗額外的熱量。 
2. 如經常肺炎及發燒會增加新陳代謝率，消耗熱量。 
 
藥物的副作用 
 
1. 某些慢阻肺病的藥物會令食慾減退，以及出現噁心的情況，影響胃口及進食。 
2. 吸入型皮質類固醇是一種常見的紓緩氣管炎症及腫脹的藥物，長期使用高劑量皮質類固醇可

能會使骨質密度下降，增加患上骨質疏鬆症的機會，因此患者需要注意日常鈣質及維他命 D
的攝取量。 
 

營養建議 
 
當我感到食慾不振時，我可以： 
1. 先在進食前休息充足。 
2. 假如晚上太疲倦難以進食，應增加早餐的進食量。 
3. 避免大量進食容易産生氣體的食物，例如乾豆類、洋蔥、番薯、青椒、蘆筍、蘿蔔、西蘭

花、椰菜花、乳酪、啤酒及有汽飲品等，以減低腸胃脹氣。 
4. 避免用餐時大量攝取流質如湯水或飲品，以免影響胃口。 
5. 在用餐以外時間適當地增加攝取流質，從而改善呼吸道黏液過濃的問題。 
6. 進食時，建議穿著較寬鬆的衣物，以免衣著過緊影響胃口。 
 
 
當我感到呼吸困難而難以進食時，我可以： 
1. 保持進食環境空氣流通，以改善進食前氣喘的問題。 
2. 請家人煮食，以免吸入油煙及影響胃口及進食。 
3. 如果需要自行煮食，可嘗試預備較簡單的食物，或以無煙方式烹調煮食(如微波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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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減少進食高鹽、加工及醃製的食物，因為進食過量鹽分會導致身體存留過多水份，令呼吸

變得困難及氣促。 
5. 改變食物的質感，以改善因呼吸困難而引起的咀嚼、吞嚥或消化不良等問題。可以選擇進

食質地較軟身、切碎甚至糊狀的食物，避免過硬或過韌的食物。 
 
建議食物： 

蛋花牛奶麥皮 

南瓜肉碎粥 

合桃露、杏仁露 

燉蛋 

燉奶 

豆漿或加鈣豆漿 

忌廉湯 

 

 

當我的體重下降時，我可以： 
1. 諮詢營養師意見並適當地加入營養補充品如營養奶或蛋白粉，以避免體重持續下降。 
2. 每日進食 4 至 6 餐，每餐不宜過飽，採取少食多餐原則。 
3. 多選擇高熱量、高蛋白質的食物。 

 
建議食物： 
花生醬/牛油/芝士方包 
粥加蛋花/腐竹/芝麻油 
三文治: 雞蛋、火腿、吞拿魚、沙甸魚等 
麥皮加營養奶粉或蛋白粉 
豆腐花 
茶葉蛋、烚蛋 
 
參考資料： 
1. A.A. Lonescu，E. Schoon. Osteoporosis i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Eur Respir J 

2003; 22: Suppl. 46，64s-75s. 
2. L Kathleen Mahan，Janice L Raymond. Krause’s Food & The Nutrition Care Process. 14th ed. St. 

Louis，Missouri: Elsevier; 2017 
3. Sylvia Escott-Stump. Nutrition and Diagnosis-Related Care. 7th ed. Philadelphia，PA: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2012 
4. 基督教聯合醫院呼吸科編著(2009)，呼吸科系統疾病手冊肺腑之言，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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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常見問題 

以下為每章節的常見問題，如需參考每篇章詳細內容，請點擊第一行章節連結。 

 

第一章 我們肺部的功能是

什麼？ 
問：咳嗽是否只是傷風感冒和敏感引起？ 
答：一般急性咳嗽最常見的原因是傷風感冒、鼻敏感及其他呼

吸道感染。但亦有很多原因引起慢性咳嗽，應及早求診。 
 

第二章 什麼是慢性阻塞性

肺病？ 
問：慢阻肺病是否跟哮喘病一樣？ 
答：雖然症狀相似，但慢阻肺病和哮喘不一樣，應咨詢醫生繼

而作出評估及診斷。 
 
問：慢阻肺病是一種男性疾病嗎？ 
答：以往慢阻肺病主要發生在男性身上，但隨著近年來女性吸

煙者人數的增加，女性患者人數會持續並上升。 
 

第三章 吸煙和慢性阻塞性

肺病 
問：是否戒煙後，肺部就會自我修復？ 
答：不幸的是，受損害的肺部是無法復原的。但戒煙可減緩疾

病惡化和增加慢阻肺病患者生存率的最佳方法。 
 

第四章 藥物治療 問：所有吸入藥物都是醫治氣喘，如不是嚴重氣喘，可以不用

或自行減半嗎？ 
答：長效氣管舒張劑和吸入皮質類固醇需要定時使用，才能達

到減低症狀和減少急性病發的果效。短效氣管舒張劑則可按需

要時使用。如你對任何藥物有疑問，請向你的醫生或藥劑師查

詢。 
 

第五章 吸入器的使用方法 問：是不是每種吸入器的使用方法都不同？ 
答：是。若你想知道你的吸入器使用方法，請閱讀第五章。 
 
問：是否一定要用儲霧器? 
答：儲霧器(藥壺)是用來輔助患者使用壓縮吸入器的工具。當壓

縮吸入器接連儲霧器後，釋出的藥物會產生細霧並暫時停留在

藥壺內，讓患者經藥壺的吸咀輕易地吸進肺內，儲霧器還有以

下好處:  
 減少因呼吸動作不配合而令藥物流失。 
 改善並增加藥物到達肺部深處的份量。 
 能將較大的藥物粒子阻隔並沉於儲霧器內，因此減少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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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黏附在咽喉所產生的副作用，如口腔潰瘍，聲音沙啞

等。 
 一個有效的途徑去提供較大劑量的氣管舒張劑予嚴重氣

喘的患者。 
 

第六章 胸肺復康 問：胸肺復康和我平時自己做運動有甚麼分別？ 
答：胸肺復康參加者首先會進行醫療、心肺功能的評估。復康

前的評估能讓治療師定下訓練計劃和評估參加者對運動訓練的

安全性。另外胸肺復康還包括學習胸肺健康知識和疾病自我管

理技巧。 
 

第七章 家居運動及注意事

項 
問：我已經很氣喘，是否適合做運動？ 
答：是。運動可鍛鍊心肺功能及體能，要因應個人體質及身體

狀況，按著物理治療師的指導，進行適量運動。 
 

第八章 紓緩氣喘的方法及

清痰技巧 
問：除了使用藥物，還有甚麼方法紓緩氣喘？ 
答：紓緩氣喘的方法有很多，包括呼吸技巧，放鬆姿勢，使用

手提電風扇等。 
 

第九章 呼吸與節省體力的

技巧 
問：只要盡量避免活動，是否就可以避免氣促產生？ 
答：否！其實越避避免減少活動，不但不會令氣促消失，反而

會讓患者跌入體力不斷下降的惡性循環，令人更易疲倦，及氣

促更易產生！ 
 
問：日常生活中，怎樣做才可以減少氣促產生？ 
答：可以將噘唇呼吸及協調呼吸法應用在日常生活中，例如刷

牙、穿衫褲和冲涼等。 
 

第十章 壓力的處理 問：長期日復日的處理氣促問題，實在令身心俱疲，有甚麼方

法可以放鬆一下？ 
答：一些鬆弛練習如漸進式肌肉鬆弛法及意象鬆弛法都可以有

效令人放鬆，不妨試試練習讓自己感受遺忘了的輕鬆感覺。 
 
另外，亦可透過練習一些身心運動如健身氣功「八段錦」來鍛

鍊體魄、呼吸及誘導精神、姿勢讓身體自然放鬆。 
 

第十一章 個人護理計劃 問：慢阻肺病的病人時常咳和喘 ，作為家人很難處理和照顧 ，
一有輕微問題是否需立即送院處理較為安全？ 
答：慢阻肺病的病人肺部結構已受到長期破壞，所以徵狀是經

常咳嗽和氣喘，只要根據慢阻肺病個人護理計劃紅黃綠燈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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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便可以在家中作適當處理，詳情請參閱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流感和肺炎球菌疫

苗針 
問：接種流感疫苗及肺炎球菌疫苗有用嗎？ 
答：一般長者，尤其患有肺部長期病患的長者更應接種流感疫

苗，以減低嚴重併發症及死亡風險。在市場上有兩種類型的肺

炎球菌疫苗，即 23 價肺炎球菌多醣疫苗（23vPPV）和肺炎球

菌結合疫苗（PCV）。兩者均可預防侵入性肺炎球菌疾病。 
根據一項本地研究顯示，同時接種流感疫苗及肺炎球菌疫苗可

減低長者入院及死亡機會。因此接種流感疫苗及肺炎球菌疫苗

既安全又有效。 
 
問：接種流感疫苗及肺炎球菌疫苗安全嗎？ 
答：一般接種流感疫苗十分安全，或許注射部位會出現一些紅

腫或痛楚。而接種後 6 – 12 小時内可能出現發燒、肌肉和關

節疼痛，以及疲倦等症狀，但屬於正常，會在兩天內減退。 
在市場上有兩種類型的肺炎球菌疫苗，即 23 價肺炎球菌多醣疫

苗（23vPPV）和肺炎球菌結合疫苗（PCV）。兩者均屬安全，

接種疫苗常見不良反應包括接種部位可能在接種後短暫出現輕

微腫脹和疼痛。 
第十三章 家居氧氣治療的應

用 
問：聽說用氧氣會令人上癮的，而且會越用越多，對嗎？ 
答：氧氣治療並不造成上癮。正確有效地使用氧氣，可以減少

缺氧和氣促的產生，達至延長生命的效果。 
 
問：用氧氣很不方便，外出可以不用嗎？ 
答：外岀時，由於活動量增加，會更易出現缺氧和氣促，所以

更應使用適當流量的氧氣。 
 
可以選擇一些便攜式氧氣儀器，例如手提氧氣樽或手提製氧

機。患者可以因應自己需要作選擇。有需要可諮詢有關醫護人

員。 
 

第十四章 紓緩治療 問：是不是只有末期癌症病人才需要紓緩治療服務？ 
答：事實上，紓緩治療的對象，不再限於末期癌症病人或晩期

病患者臨近死亡時的照顧。紓緩治療的服務也是為患有嚴重長

期病患（如慢阻肺病）的患者和其家屬提供身、心、社、靈各

方面的整體照顧及支緩服務。 
 

第十五章 營養及飲食治療 問：我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但是身型肥胖，是否需要像其他

某些患者般飲用營養奶來補充營養？ 
答：肥胖會增加患有慢阻肺病的人士呼吸時的負苛，使呼吸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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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困難，不當地飲用營養奶可能會令體重繼續增加。因此如胃

口正常，一般並不建議肥胖的慢阻肺病患者飲用營養補充品。

如有疑問，請先諮詢醫護人員或營養師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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