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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氧氣治療
使用家居氧氣治療對患者的好處包括:

緩和氣促，提升活動能力

減低因缺氧而導致的併發症

提升血液的含氧量，減輕心肺負荷

改善記憶力，提高生活質素

提升存活率及改善局部病情

使用氧氣機注意事項
使用者和其家人均不准吸煙及燃點香燭

醫生及物理治療師會按使用者的臨床檢測如動脈血液氣體分析、六分

鐘步行測試及氣喘程度來決定使用者吸用氧氣的度數��

使用者須按醫生及物理治療師所指定度數，每天使用 16至 24小時，包

括睡眠及一些日常活動，例如做家務、洗澡等。

使用者不應擅自停止使用氧氣治療或更改氧氣度數，應先與主診醫生

商量及進行詳細檢查，才可作出決定，以便準確掌握病況進展及其療

效，否則會令病情惡化。

日常生活細節注意事項
患者往往忽略一些日常生活細節而引致氣喘。其實他們可以利用一些省

力的方法從事家居操作活動或自我照顧，從而減輕不必要的體力消耗及

心肺負擔，並且提高患者的獨立能力和自信。

方法如下：

工作節奏要適中，要小休

於精神及體力許可時做比較吃力的活動 

呼吸協調要配合動作

分散一些吃力的活動，交替進行繁重與輕巧

的活動。

避免過度消耗體力的動作及姿勢。
2022年編印

如有任何疑問，請向您

的物理治療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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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物理治療
目的

物理治療在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作用主要是維持及改善患者的體力、運動

量及應付日常生活的能力

發揮患者的康復潛能

加強患者及照護者應付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信心和能力

物理治療師是患者和照護者的康復夥伴，提供專業諮詢及支援，與患者

及照護者攜手對抗疾病，邁向康復，重新投入社會。

急性復發期

當病情加重及惡化時，物理治療師會着重協助患者

清除積痰

緩和氣喘

改善其肺功能，加速痊癒

康復期 

在病情受到控制時，物理治療師會指導患者 

協調呼吸 

處理氣喘 

鍛鍊體力 

進行適當的家居運動和護理 

穩定期 

物理治療師會為患者

設計合適的家居運動 

提供處理病狀的教育課程 

安排家居氧氣機或相關輔助儀器，亦為照護者提供相

關的家居訓練，目的為幫助患者預防病情復發及重新

融入社會

慢性阻塞性肺病簡介
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種由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和慢性哮喘所引致

的，以慢性氣流阻塞為特徵的慢性肺病。其成因包括吸煙、反覆呼吸

道感染、身體對致敏源的反應和空氣污染等等。

常見的病狀包括三大類

1 .  慢性支氣管炎
主要徵狀是咳嗽、氣促和大量黏痰，而痰液有時呈膿狀或帶

血。

2 .  慢性阻塞性肺氣腫
主要徵狀是缺氧症狀如氣促和發紺；唯程度則視乎肺氣泡和支

氣管的損害而定。病情較輕時，患者只在急步或攀爬樓梯而誘

發胸悶及氣促，逐漸可惡化至穿衣甚至靜止臥床時亦有氣促情

況。

3 .  混合型
徵狀是以上兩者的混合。

大部份患者的病狀都有反覆變化的傾向，包括有急性復發期、

康復期和穩定期。現時主要治療方法包括藥物治療及物理治

療，目的為紓緩支氣管痙攣、控制感染、清除痰涎、協調呼吸

及鍛鍊體能，從而改善心肺功能、加強獨立自主能力及提升生

活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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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氣促方法

1 .  噘唇呼吸 
噘唇呼吸是一種可改善氣管收窄或閉塞的呼吸方法，以減輕因氣

管收窄而引致的氣促。

2 .  自我鬆弛姿勢
鬆弛姿勢是指一些有助呼吸肌肉運作的姿勢，藉以減低呼吸負

擔，達至鬆弛效果。

當患者感到氣促時，可因應當時的環境，採用下列的姿勢來鬆弛

自己、減輕氣促及呼吸的負荷。

病患者自我照顧及

急性發作指引

病情 症狀 行動/指引

一切如常 能夠應付日常的活動

胃口正常

痰量黏度及顏色如常

按時使用醫生所處

方的藥物

每日進行適量運動

均衡的飲食

調節生活節奏

增加藥物後，症狀仍未

改善
聯絡專科門診部，

安排提前覆診

症狀轉變 夜間氣喘和咳嗽至不

能入睡

氣喘加劇並較易疲倦

傷風感冒症狀和發燒

應付活動的能力較平

常減低

胃口欠佳

痰量增加和稠密，顏

色比平常較黃或綠 

按醫生預先指示的

劑量，服用口服類

固醇

按醫生預先指示的

劑量，服用口服抗

生 素 ( 俗 稱 消 炎

藥 ) ， 並 緊 記 必 須

完成整個療程

症 狀 進 一

步 加 劇 ，

病情嚴重

極度氣喘；休息及停

止活動都不能減輕氣

喘程度

應立刻到鄰近急症

室求診

危險訊息

方法

放鬆肩部，用鼻吸氣

雙唇合起至剩下一條細縫

將氣從唇間慢慢呼出

吸/呼時間比例約 1 : 2

吸氣時：心裏數 1 , 2

呼氣時：心裏數 1 , 2 , 3 , 4

側身高臥

側臥

用多個枕頭把上身承托

俯身向前而坐

坐在椅上，將軟枕置於桌上

上身俯前，雙手手肘承托在桌上

若沒有桌子，可把雙手手肘置於

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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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身向前站立

上身俯前以欄桿或穩固物件作倚傍 

雙手手臂承托在欄桿上

排痰技巧
痰涎積聚，會引致氣管阻塞及氣促誘發肺炎。正確的排痰方法，能有效地

把痰涎排出，減輕氣促及受細菌感染的機會。

1 .  姿位排痰
利用適當的身體位置，把聚積的痰涎從微細氣管流回主要的大氣

管，然後配合正確的呼吸及咳痰方法，將痰涎咳出。

方法

不同的病患者需要不同的姿位排痰位置和維持時間，物理治療師指

導患者在家中利用多個枕頭將身體墊高及承托，以配合適當的排痰

位置。

在不同的位置中循環性地作三至五次橫隔膜

呼吸或噘唇呼吸，間以咳痰，如有需要可配

合家居自助拍痰技巧加速排痰作用。

方法

若感到呼吸困難，可採用半躺臥姿勢，放鬆肩部，將手放在上

腹，吸氣時感覺腹部微微隆起；用口呼氣時感覺腹部微收。

3 .  有效的呼吸控制 
橫隔膜呼吸是有效的呼吸方法，能提高呼吸的效率，並且減輕氣促。

4 .  協調呼吸和自我鬆弛練習
協調呼吸是利用呼吸節奏配合身體活動的呼吸運動，可減輕氣喘

程度，加強活動效能。患者宜每天反覆進行自我鬆弛練習，可減

輕身心的緊張狀態，紓緩疲憊，減輕氣促。

倚傍牆壁而站立

背靠著牆壁

雙腳稍作分開

雙手垂下，

上身微俯，

肩膊放鬆

遇到急性氣促發作時應注意

保持鎮定　

立即停止活動　

採用慣常鬆弛姿勢

噘唇呼吸

如有需要可使用氣管舒張劑

注意事項

進餐後一小時內不宜進行。

血壓高患者的姿位需另作調整。

姿位排痰次數每天最少約一至兩次；若痰涎增加可遞增次

數，如有疑問可向主診物理治療師查詢。

在進行姿位排痰時遇上暈眩或不適，應立即回復舒適位置，

並諮詢醫護人員以作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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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鍛鍊
運動可增強身體機能及耐力，以應付日常生活需要，相反地缺乏運動卻令身

體機能衰退，容易疲倦及氣促。所以保持適量和定時運動是很重要的。

運動量計算及調節

計算運動量有很多方法，其中最簡單的是以心跳率作為計算基礎。先以二百

二十減去自己的年齡，得出的數字便是自己的最高心跳率，若運動時能將心

跳率提高至最高心跳率的六至八成，便表示運動量大概達至低、中、高的程

度。（見附表一）

由於心跳率受很多因素影響，所以運動時自我的主觀感覺評估如氣喘程度及辛

苦程度是十分重要的。運動後應感到舒暢自然，否則便有運動過量的可能。

事實上，要視乎身體狀況及處方的目的，來厘訂運動的強度。一般而言，為

改善體能及耐力，低至中等運動強度已足夠。

運動時有氣喘者，除了使用心跳率來計算及調校運動量，亦可採用氣喘程度

量度表和辛苦程度量度表，

調校運動量至感到中度至強烈氣促[見附表二氣喘程度量度表( 3 - 5度)]

感到頗輕微至有點辛苦[見附表三辛苦感覺程度量度表( 11 - 13度)]

血氧飽和度不低於 88 - 90 %（可使用血氧計得知）。

如已適應某程度的運動量，便應逐漸調節運動量如氣喘程度、辛苦程度、時

間或次數。

2 .  呼吸運動及咳痰技巧
進行排痰時，需配合呼吸運動，使痰涎能更容易排出

若未能將痰涎排出，可嘗試快速張口呼氣數下

避免連續咳嗽而引致氣促，應間以短暫休息

若痰涎太稠密時，可坐起或飲用暖水，便可使痰涎較易咳出

 年齡 最高心跳率 運動量心跳率 中運動量心跳率 高運動量心跳

 20 200 120 140 160

 30 190 114 133 152

 40 180 108 126 144

 50 170 102 119 136

 60 160 96 112 123

 70 150 90 105 120

 80 140 84 98 112

（最高心跳率＝ 220－自己的年齡）

附表一：年齡、心跳率和運動量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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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運動
適量的家居運動有助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增強心肺功能和強化身體機能，

患者可參考以下提供的家居運動作適量鍛鍊。

舒展運動

舒展運動有助增加頸部、肩膊的靈活度和胸部的擴張，節奏要緩慢，每個

方向應盡量舒展。每個動作重複十次，每日三節。

舒展運動一

坐直或站立時，聳起兩肩，維持五秒，再慢慢讓兩肩放鬆。

舒展運動二

坐直或站立時，用鼻吸氣並盡量提舉雙手，維

持五秒，然後用口呼氣及將雙手慢慢放下。

舒展運動三

坐直時，高舉雙手，慢慢向右轉身，

維持五秒，返回原位，再於左邊重複動作。

 0  沒有  Nothing at all

 0.5 非常、非常微弱（僅僅察覺）  Very, very slight

 1  非常微弱  Very slight

 2  微弱（輕度）  Slight

 3  中度  Moderate

 4  頗強烈  Somewhat severe

 5  強烈（沉重）  Severe

 6   

 7  非常強烈  Very severe

 8   

 9  非常、非常強烈（近乎極點）  Very, very severe

 10  極點  Maximal

附表二：氣喘程度量度表

 6   

 7  非常輕微（甚至微不足道）  Very, very light

 8   

 9  很輕微  Very light

 10  

 11 頗輕微  Fairly light

 12  

 13 有點辛苦  Somewhat hard

 14  

 15 辛苦  Hard

 16  

 17 很辛苦  Very hard

 18  

 19 異常辛苦  Very, very hard

 20  

附表三：辛苦感覺程度量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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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力鍛鍊運動

適當的體力鍛鍊可提高肌肉的力量和耐力，以應付日常生活的需要。利

用啞鈴，沙包或水樽等重物可增強鍛鍊的效果。肌力鍛鍊需配合呼吸，

用力時呼氣，還原動作時吸氣，但切勿閉氣。

舒展運動四

站立時，左手撐腰，身體向右側，

維持五秒，返回原位，再於左邊重複動作。

舒展運動五

站立時，左手扶牆，右腳屈膝向後，用右

手握住足踝，

將腳跟拉向臀部，感覺右大腿前肌拉緊，

再於左邊重複動作。

舒展運動六

站立時，雙手扶牆，左腿向後伸展到腳跟

僅可貼地，

將重心向前移，感覺左腳小腿肌肉拉緊，

再於右邊重複動作。

肌力鍛鍊運動一

上肢鍛鍊運動

強壯的上肢，可使患者更有效地進行日常生活。

患者可利用水樽或啞鈴之類的物件來增強鍛鍊效果。

雙手緊握啞鈴，坐直，慢慢將啞鈴向上方高舉，同時呼氣；再慢慢

地將啞鈴放下，並同時呼氣。每個動作以十次為一組，稍作休息

後，重複三組。如圖示：

肌力鍛鍊運動二

下肢鍛鍊運動

體力較弱而不能出外的患者，可在家中練習

一些簡單的下肢鍛鍊運動， 

站立時，雙手扶著穩固的傢俱，屈膝蹲下，

然後回復站立位置。重複動作十次為一組，

稍作休息後，重複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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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注意事項
患者在做運動時須保持緩慢的呼吸節奏。

運動過量會引致疲倦及氣促；運動量太輕，又不能達至增強身體機能

及耐力的目的，因此應調節運動量至感到中度至強烈的氣促[見附表

二]氣喘辛苦程度量度表內 3 - 5度及感到頗輕微至有點辛苦[見附表三]

辛苦感覺程度量度表內 11 - 13度。

運動時應留意血氧飽和度不低於百分之八十八至九十( 88 - 90 % )

運動次數約每星期三次或以上。

如已適應某一水平的運動量，應逐漸延長運動時間、次數或增加難

度，例如由步行平路改為步行斜路。

要實踐一個有效的運動計劃，必須以個人喜好選擇適當的運動，定下

目標，持之以恆，才會見效。

可利用家居運動記錄表及日誌，督促自我訓練，了解進度。

運動時宜穿著舒適的鬆身衣服，以綿質衣服為佳；選擇尺碼合適而具

保護性的運動鞋。

進行肌力鍛鍊或帶氧運動前要進行熱身運動，運動後再進行緩和運

動。

運動後飲適量的水，補充因流汗而失去的水份。

運動後的疲累和肌肉酸痛大概維持一至兩天，若持續，應減輕運動

量。

若於運動中途感到氣喘，可稍作休息至呼吸暢順才繼續。

如感到持續不適、過度氣促、胸口不適、暈眩、心悸或心跳紊亂等情

況，應立即停止運動；如休息後仍有持續不適或過度氣促等現象，便

應立即求醫。

帶氧運動

步行運動/攀爬樓梯運動

每天應進行持續十五分鐘或以上的步行運動，如往平台或公園散步，如

體力許可，步行運動可延長至半小時或以上。此外，約十分鐘或以上的

攀爬樓梯運動，亦可提升患者的運動量。

若中途感到氣喘，患者可稍作休息至呼吸暢順才繼續。

帶氧運動能增強心肺功能和促進血液循環。步行斜坡或攀爬樓梯、緩步

跑、跳繩、游泳、騎單車等都是有效的帶氧運動。進行帶氧運動時需持

續十五分鐘或以上，並循序漸進地增加運動時間。每星期應進行帶氧運

動兩次或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