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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錦囊

失禁如何護理？

女性的骨盆底肌肉和主要相關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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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盆底肌肉鬆弛而出現的壓力性尿失禁

小便失禁是指不能自主控制小便的

排放而在不適當的時間、地點和狀況下排

出小便，弄濕褲子又或發出異味。要瞭解小

便失禁，先來認識膀胱的構造和運作。

認識膀胱
香港老年學會及香港理遺學會會長梁

萬福醫生指出，膀胱是由逼尿肌形成的一個

囊，在泌尿系統中，膀胱位於腎的下游，腎

在過濾血液而得出尿液後，透過輸尿管把

尿液送到膀胱暫存。膀胱底部有尿道向下

延伸至體外，讓人在有需要時將暫存在膀

胱的尿液排出。尿道有一組括約肌，會像繩

索般索着尿道，不讓尿液隨便流出來。

因應男女的分別，膀胱會有不同的

「鄰居」，女性的膀胱後面有子宮和大腸，

男性的膀胱下面有前列腺。這些相鄰的器

官都一起被骨盆底肌肉圍繞和支撐着，而

這些器官和骨盆底肌肉的健康狀況會影響

排尿和失禁出現的機會。

每天小便多少次才算正常？
成人膀胱容量約有300至500毫升，

而長者的容量會較小，約為200至250毫

升，人與人之間會有些差異。假設一個正常

成人每天飲水約1,500至2,000毫升，其中

約500毫升水會透過流汗和呼吸排出，每

天的尿液量應為1,000至1,500毫升，如每

次排尿約250至300毫升，每天去6次小便

就足夠。長期每天需要小便8次或以上的

人，膀胱有問題的機會相當大。

骨盆底肌肉的重要性
當膀胱逐漸注滿尿液時，膀胱壁的

神經線會傳遞訊息至大腦，讓人知道有排

尿的需要。正常人能控制著身體，在合適的

情況和地方才排尿。在到達廁所準備好排

尿後，骨盆底肌肉和尿道括約肌會放鬆，引

發反射作用通知逼尿肌收縮，尿液因而開

始從尿道口排出，當尿液排完後，骨盆底肌

肉收縮，尿道口亦關閉。

骨盆底肌肉具有兩種不同的肌肉纖

維，分別是慢速抽動的肌肉，能幫助支撐腹

內各器官並長時間保持尿液在膀胱內；而

快速抽動的肌肉，能協助在大笑、咳嗽或打

噴嚏等突然用力的時候，提供額外力量抵

抗逼尿肌收縮。

由此可見，骨盆底肌肉對控制排尿和

防止失禁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如果骨盆

底肌肉鬆弛，便可能出現失禁問題。

壓力性尿失禁
骨盆底肌肉鬆弛會導致膀胱頸阻力降

低。在大笑、咳嗽、打噴嚏或跑步時，身體的

活動會令膀胱內壓力上升，而由於膀胱頸阻

力未能相應提高，尿液被擠壓出膀胱再從尿

道滲出，稱為壓力性尿失禁（stress urinary 

incontinence）。一般而言，滲出的尿量不會

很多，不過已足以令人感到尷尬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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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禁令人尷尬，導致失禁的原因很多，譬如女性產後骨盆底肌肉鬆

弛而出現的壓力性尿失禁、患有前列腺增生的男性長者較易出現膀胱

過動症，此外，患有認知障礙症、柏金遜症、糖尿病及曾經中風的長者也

容易出現失禁。本會邀請了香港老年學會及香港理遺學會的專家簡介失

禁問題，與及預防和護理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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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盆底肌肉鬆弛的常見原因

懷孕及生育、接受過施於膀胱或大

腸的外科手術、便祕、過胖、經常提舉重

物、經常咳嗽、身體虛弱和年紀大等，都是

導致骨盆底肌肉鬆弛的原因。

分娩有機會導致骨盆底肌肉過度

拉扯

梁醫生指出，以往有研究顯示，女性

到了30至40歲，出現失禁的比率開始急升，

而男性一般到了50至60歲才緩緩上升。原

來女性在生理周期內，各種與生育相關的

荷爾蒙的水平都會有周期性循環變化。在排

卵期，鬆弛激素的水平會提高，如果卵子受

精，鬆弛激素的水平會繼續上升直至懷孕第

12周。在懷孕期，鬆弛激素開始軟化子宮及

周圍的組織，骨盆底肌肉亦開始鬆弛，以便

擴張至可容納胎兒的頭部；鬆弛激素還有

助軟化骨盆出口的韌帶和肌肉，使母親在分

娩時能較易推出胎兒的頭部。加上胎兒通

過產道出生時，或多或少會對骨盆底肌肉、

膀胱和尿道造成壓力，肌肉和神經都有機

會出現撕裂和過度拉扯。多次生產的婦女，

有關的肌肉和器官的情況會一次比一次差。

因此，婦女在生產過後，在身體狀況容許

下，需要按醫護人員的建議進行骨盆底肌

肉運動，以維持其具有好的控制能力。

此外，女性在更年期後雌激素水平下

降，尿道內膜的軟組織會鬆弛，尿道口控

尿能力因而減弱。

骨盆底肌肉運動

骨盆底肌肉運動並不複雜，難度也

不高。視乎環境許可，患者可以躺着、坐着

或站着進行，每天最少做5次。

躺着：雙膝屈曲約 45 度，再微微分

開約 45 度，收緊會陰肌肉做出忍小便和

大便的感覺。每次收緊 5 至 10 秒，然後

放鬆 10 秒，一共做 10 次。

坐着：骨盆底肌肉下的位置要貼在

椅面上，腳底平放地面，雙膝微分與雙肩

垂直，身微向前，雙手平放在大腿上。收

緊會陰肌肉做出忍小便和大便的感覺，直

至會陰肌肉輕微離開椅面，維持 5 至10 秒，

然後放鬆 10 秒，一共做 10 次。

站着：雙腿微微分開，與雙肩垂直。

收緊會陰肌肉做出忍小便和大便的感覺，

維持 10 秒，然後放鬆，一共做 10 次。

其他注意事項

除了日常多作骨盆底肌肉運動外，亦

須注意以下生活細節：

● 每日攝取適量水分（1,500至2,000毫

升），湯水和果汁等飲品亦計算在內，早

至晚（睡前2小時停止飲用）平均分開約

6至8杯，每杯約200至250毫升。不要

誤以為減少飲水，小便次數或尿頻情况

便會減少，因過度減少飲水會使尿液濃

度變得更高，對膀胱的刺激性更大，令

膀胱更易敏感，使尿頻情況惡化。

● 避免吸煙及飲用刺激膀胱的飲品，如中

國茶、咖啡、奶茶及酒精等。

● 每日攝取足夠的纖維，養成良好的排便

習慣，避免便祕。

● 注意營養均衡和做適量運動以控制體

重，避免過胖。

● 避免不必要的排尿習慣，不要為了「以防

萬一遺尿」而預先去小便，盡量保持每

隔2至3小時才如廁。

患有前列腺增生的男性長者
出現膀胱過動症機會較大

有些人的膀胱過份敏感，忽然會出現

不正常的收縮，有尿意時小便便會即時排

出，無法制止，稱為膀胱過動症（overactive 

bladder）。正常人的膀胱接近儲滿尿液時

（約300至500毫升），便有尿意，通知是時

候前往廁所排尿。然而，膀胱過動症的患者

膀胱儲存尿液的功能出現問題，即使患者

只儲存少量尿液（50至100毫升），逼尿肌

亦可能會突然收縮，導致膀胱內壓力增加，

時常感覺有尿意去排尿，稱為尿頻，日間排

尿可達8次或以上，但通常排尿時尿量卻很

少，嚴重者更會出現因無法控制小便而導

致失禁。

與壓力性尿失禁不同，膀胱過動症的

患者年齡分布較廣，性別差異較小，不過，

男性長者由於容易患上前列腺增生，出現

繼發性膀胱過動症的機會亦隨之增加。

香港理遺學會委員陳秀娟護士指出，在評估病情和建議療程時，醫護人員需要清

楚瞭解患者的飲水和排尿情況。患者需要在每次覆診前，安排兩日填寫一份膀胱記錄表

（又稱小便日記/排尿日誌）。有些人在上班的日子和假期的排尿習慣可能頗為不同，然

而陳護士強調，膀胱記錄表的內容需要具代表性，能反映出患者日常生活的飲水（或任

何流質飲品，例如咖啡、茶、果汁、湯等）和小便（包括失禁/尿滲）的情況。

在進行記錄的兩天，每次小便都要記錄時間和較精確的分量，如情況許可，最好能用

一個量杯去量度小便量。此外，所有的失禁和尿滲次數都要清楚記錄時間、分量（多、中、

少）、原因（例如咳嗽、

打噴嚏、提舉重物、跑

步等）和情況（例如在

街上找不到廁所）。半

夜醒來小便，亦要量度

和記錄。如有使用尿片

或尿褲，可以量度尿片

的重量。附圖是一個例

子供參考。

膀胱記錄表的例子

時間 進水量
（毫升）

時間 小便量
（毫升）

遺尿量
（少、中、多）

遺尿原因／
備註

上午 8：00 100 350上午 7：00

上午 11：15 200 180 中（褲濕）中午 12：00

下午 1：20 150 下午 3：30

下午 5：45

晚上 8：15

300

中

少（內褲濕）

太急，趕不
及上廁所

外出

咳嗽

下午 6：45

100

280

晚上 9：45

膀胱記錄表（voiding d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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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訓練

膀胱訓練可令膀胱容量增加，減少排

尿次數。方法是當患者有尿意時，不要立即

如廁，讓身體習慣忍耐，可嘗試盡量用意

識控制膀胱及同時收縮會陰和肛門肌肉以

幫助減低尿意。患者可將注意力集中在一

項自己喜愛而又需要專心的工作上。

此外，骨盆底肌肉運動對改善膀胱

過動症的徵狀亦有一定幫助。

抗膽鹼類藥物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藥

劑師指出，抗膽鹼類藥物（anticholinergic 

drugs）能減低膀胱逼尿肌的不正常收縮，

改善膀胱控尿功能。此類藥物能減少突發

性的尿急、排尿及漏尿次數，同時亦會增

加膀胱儲尿容量，從而紓緩膀胱過動症的

徵狀。抗膽鹼類藥物大部分屬處方藥物，能

有效減低逼尿肌的不正常收縮，但同時會

減少唾液腺的分泌和大腸的蠕動，服用後

較常出現的副作用包括口乾、眼乾、皮膚乾

燥、視覺模糊、頭暈、腸胃不適、便祕等。

不同的抗膽鹼類藥物對膀胱膽鹼受

體的選擇性及藥效長短都不一樣，傳統的

抗膽鹼類藥物對膀胱膽鹼受體的選擇性較

低，藥效不只針對膀胱發揮，較常出現副作

用，常見的例子有奧昔布寧（oxybutynin）；

較新的抗膽鹼類藥物對膀胱組織的選擇

性較高，能針對膀胱組織發揮藥效，副作

用亦相對較低，使患者較易接受，減少因

副作用而停服藥物的機會，例子有托特羅

定（tolterodine）、索利那新（solifenacin）、

達非那新（d a r i f e n a c i n）、非索羅定

（fesoterodine）及曲司（trospium）等。患者

需於服用此類藥物約4至8個星期後覆診1

次，並應在覆診前2至3天填寫其小便日記，

以便醫生評估藥物的效果、副作用及病情。

肉毒桿菌素

梁醫生表示，除了口服藥物外，較嚴

重的患者可於逼尿肌注射肉毒桿菌素，以減

少逼尿肌的不正常收縮。注射後，膀胱會較

放鬆，容量亦因而增加，減少失禁的次數。

每次注射的藥效一般可維持半年左右，及後

仍需定期接受注射。較常見的副作用是尿

道感染、排尿時感到痛楚和尿液滯留。

這是一種較新的療法，美國食品及藥

物管理局於2013年初才批准肉毒桿菌素注

射應用於膀胱過動症。患者在考慮這療法前

應先徵詢醫護人員意見，詳細瞭解療法是

否適用於自己、預期的療效和當中的風險。

手術治療非首選

梁醫生指出，無論是針對壓力性尿

失禁或膀胱過動症，手術治療都不是首選

的方法，因為大部分患者都可倚靠非手術

療法獲得一定的效果，而且手術始終有一

定風險，所以只會在病情嚴重和其他方法

無效時才考慮採用手術治療，例如懸吊帶

（sling）手術，透過植入懸吊帶增強骨盆底

肌肉及尿道中段的軟組織的承托效果，有

助改善壓力性尿失禁。

長者因身體退化而出現失禁
梁醫生指出，患有排尿問題的長者為

數不少，在中風、認知障礙症和柏金遜症患

者之中尤其常見。這些長者由於膀胱肌肉過

份敏感或大腦不能有效壓抑膀胱的收縮，一

有便意時便需立即往廁所小便，若不能短時

間內到達廁所，便有可能遺尿。此外，長者

可能行動不便，需花很長時間才去到廁所，

又或完全不能活動，亦會出現遺尿的情況。

男性長者還要面對前列腺肥大的問

題。上文提及，男性長者患上膀胱過動症的

機會高。此外，患者肥大的前列腺會擠壓尿

道以致尿液積聚於膀胱內，難於在正常如

廁的情況下完全排出，反而會在患者不自覺

下慢慢滲出來（滴尿或漏尿），稱為滿溢性

尿失禁（overflow urinary incontinence）。另

有些長者因糖尿病而令連接膀胱的神經線

受損，無法感覺到膀胱漲滿，亦會因太久沒

去排尿而出現失禁的情況。

某些腸道蠕動較弱的長者，便祕亦

會影響排尿。如大便積聚的位置在膀胱之

上方而壓着膀胱，長者可能出現尿頻；如大

便積聚的位置在膀胱出口附近，則有可能

妨礙排尿。

成人尿片/尿褲的使用

長者及行動不便人士的失禁護理，不

少人第一時間想到使用尿片（又稱尿褊）或

尿褲。其實，尋求醫生的診斷和接受合適的

治療才是關鍵。陳秀娟護士強調，尿片或尿

褲是可使用的工具，但不要過份倚賴，如患

者的活動能力和環境許可，應盡量安排他們

在廁所排尿，而不是任由他們排在尿片上，

以保持皮膚衞生。此外，這些產品只能解決

表面上的衞生問題，護理上還有其他環節需

要注意。陳護士提出幾點供護老者參考：

● 選擇尿片，應按體形選用尺碼合身的。

● 尿片的膠貼一般都可重複撕下再貼上，

因此，在穿着尿片時，應盡量嘗試調校

膠貼的位置，直至整塊尿片能緊貼患者

身體，以防有罅隙讓尿液洩漏出來。

● 有些尿片吸水量較低，供日用，較方便活

動；另有些吸水量較高的則是供夜用，

讓患者安心待睡醒才更換。

● 每天除了睡覺時間外，應該最少換片 

4次，不要為節省尿片費用而減少換片

次數。

● 換片期間，應為患者以清潔的毛巾抹乾下

身，以免有尿液沾在身上，因為尿液中的

水分和代謝物再加上體溫，可輕易成為細

菌和真菌滋生的溫床，尤其在夏季潮濕的

日子，不少失禁患者因護理欠佳而患上皮

膚病，女性患者亦因而較易患上尿道炎。

● 如換片的環境無法使用到清潔的毛巾，

市面亦有一些免沖洗清潔劑或不含酒

精的濕紙巾可供使用。不過最好能盡快

為患者沖洗或抹身。

陳護士特別舉出一個錯誤使用尿片的

例子，有些護老者誤將多塊尿墊一同使用，

分別在上身前方和後方各放一塊較細的尿

健康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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墊，再以一塊較大尺碼的尿片將整個腰臀

範圍包裹，小便排出後只換前面一塊較細的

尿墊，大便後則只換後面一塊較細的尿墊，

尿片則每天只更換一次。陳護士認為，如此

使用尿墊和尿片不衞生也不舒服，希望護老

者避免這樣做。

成人尿片/尿褲有不同尺碼和售價

市面的尿片或尿褲有不同尺碼，尿片

適宜有人協助下使用，將之包圍着腰臀範

圍並貼上膠貼，而尿褲則有如普通內褲般

穿上，適合活動能力較好的人士自行穿着。

消費者須注意，不同牌子或許使用相

同的字眼標示尺碼，例如大（L）、中（M）或

小（S），一般中碼適用的腰部和臀部尺寸約

在30至45吋（約76至114厘米）範圍，但不

同牌子的實際尺寸可能有差異，購買前應瞭

解家中失禁患者的腰部和臀部的尺寸。

中碼尿片的零售價約為平均每片$3.0

至$8.4，標明「夜用」的中碼尿片則平均每

片$5.5至$9.0；尿褲則較貴，零售價約為平

均每條$4.7至$12.1。大部分的每包數量為

10片/條，小部分為每包20至30片/條。

香港衞生署意見
要治療和控制小便失禁，首先要找尋

引發失禁的原因和種類方能對症下藥。只

要針對性處理，小便失禁情況是可以改善

的。骨盆底肌肉運動是一套日常皆可進行的

運動，初學者可循序漸進，由躺著姿勢開始

練習，熟習後可坐着或站着進行，進階時更

可配合日常生活中不同位置，例如：坐着看

電視、乘車或站着刷牙時練習。運用骨盆底

肌肉運動及膀胱訓練來醫治小便失禁需要

時間和恆心。香港衞生署長者健康服務最新

的研究（Leong & Mok，2014）顯示，一套結

合觸診、骨盆底肌肉運動、膀胱訓練和小便

失禁教育的物理治療計劃，有助患有輕微至

中等壓力性、急切性或混合性小便失禁的年

長婦女，於3個月內改善尿失禁情況達九成。

為免影響骨盆底肌肉的正確收縮，初學者宜

先放鬆臀部、大腿內側及腹部的肌肉，集中

注意力，將肛門附近的肌肉收縮，像「忍着大

便」般，然後由後往前收縮，經過陰道及尿道

口，像「忍着小便」般，再把已收緊的肌肉向

上提升，最後會感覺肛門、陰道及尿道口的

肌肉同時向內及向上收縮。運動前若有尿意，

應先如廁，避免在膀胱脹滿時做運動。運動

時要保持正常呼吸，切勿閉氣。比較理想的骨

盆底肌肉收縮運動包括「慢速」與「快速」：

● 練習慢速抽動的肌肉：收縮骨盆底肌肉，

維持5至10秒，然後放鬆10秒，一共做

10-30次；

● 練習快速抽動的肌肉：快速收縮骨盆底

肌肉，然後放鬆，連續做5-10次。

有關婦女小便失禁的資料，可瀏覽衞

生署長者健康服務網頁（http://www.info.

gov.hk/elderly/chinese/health_problems/

urinary.htm）。

消費提示

本會近日從香港海關收到1宗於2014年10月審理完結的售賣偽冒藥物案件資料，

涉案的店舖位於新界。

1間藥房涉售賣偽冒藥物被定罪
消費者可向海關舉報

根據《商品說明條例》，出售或供應

附有偽造商標或虛假商品說明的貨品屬嚴

重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50萬

及監禁5年。

市民如對藥物真偽有所懷疑，應立

即停止服用，並向供應商或商標持有人作

出查詢。若發現有售賣偽冒藥物的情況，可

致電海關24小時熱線2545 6182舉報。

資料來源：香港海關

涉及售賣偽冒藥物的店舖(2014年10月審理完結▲的案件)

涉案店舖名稱及地址 涉案偽冒藥物名稱
有關控罪
(干犯人)

有關刑罰

新界 New Territories

華氏大藥房有限公司 

Vas Pharmacy Limited

元朗福康街2號地下 

G/F, 2 Fook Hong Street, Yuen Long

應用偽造商標
● 「威而鋼」「Viagra」

a 
(一名店舖
售貨員)

罰款$15,000

 
▲ 審理完結是指審理相關案件的所有法律程序包括審訊和上訴經已完成。

控罪： a 違反香港法例第362章《商品說明條例》第9(2)條「為售賣或任何商業或製造用途而管有
應用偽造商標的貨品」。

註

選擇尿片產品時，應按體形而選用尺碼合身的。

紙尿褲

紙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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