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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年
期後的
女性較
容易失
禁，平
日可多
做骨盆
底肌運
動，預
防失禁
。

香港人口持續老化，長者隨着
身體功能逐漸退化，就連每天上廁所
這件小事也可能變得困難。大小便失
禁問題，成為他們難以啟齒的秘密。
有長者為了防止失禁，盡量飲少些
水，最終造成便秘，令失禁情況加
劇，嚴重甚至會影響日常生活。
失禁並不是一個老化的必然過
程，失禁問題的出現，是表示身體出
現毛病，大部分長者透過治療、訓練
及生活調節，情況都會得到改善。
撰文：黃敏寧

攝影：楊耀文

設計：林彥博

▲

長者失禁會困擾情緒，
如因此而拒絕飲水會造成
便秘，加重失禁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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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萬福醫生說，失禁通常由於疾病而引起。
長者需多喝水，增
加腸道蠕動，預防便
秘引致失禁。
▲

起長者失禁問題，很多
人會立即聯想到咳嗽、

大笑及跑步時，小便不由自主地
滲出，這種壓力性失禁問題，通
常發生在長期咳嗽、多次生育及
更年期後的女性長者。
七十多歲的張女士，年輕時
經陰道分娩生了五個寶貝，由於
當時缺乏健康教育，生產後沒有
進行骨盆底肌肉運動鍛練，隨着
年齡增長，下盤肌肉鬆弛，導致
失禁問題。她為了防止失禁，每
日只飲少量水，希望減少尿失
禁，但最終卻造成便秘，反令失

禁問題加劇。
養和醫院老人科專科醫生梁
萬福說：「長者失禁問題常見，
但這並不等於長者就一定會失
禁。失禁通常是由於疾病而引
起，醫生要為患者找出病因，再
對症下藥。」

壓力性失禁
為何女性會較男性容易出現
失禁問題，梁醫生說：「部分女
性在五十至六十歲時，便可能出

現失禁問題，主要原因是更年期

後女性荷爾蒙流失，以及多次生

產後骨盆底肌肉鬆弛引致。」此

外，長者減少飲水，形成便秘，

乾硬的大便塞着大腸或直腸，長

時間刺激敏感的膀胱，令失禁問
題加劇。

梁醫生指出，長者為了解決

失禁問題而減少飲水的觀念是錯

誤的，身體缺水除了會造成便秘

外，更會令尿液變濃，過濃的尿

液會刺激膀胱，令本身患有膀胱

過動症長者的失禁問題惡化。膀

胱過動症患者的膀胱通常會突發

性收縮，令膀胱內壓力增加，若

趕不及如廁，便會失禁，有患者

每日需小便超過八次（正常約六
至七次）。

患上膀胱過動症的原因通常

是由其他疾病引起，梁醫生說：

「有很多原因都會導致失禁，醫

生在診斷時，通常會先了解患者

的日常生活習慣，及有沒有長期

病患等問題。原因是長者如患上

柏金遜症、認知障礙症或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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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吃蔬菜等高纖食物，可預防便秘。

手術等方法解決。梁醫生說，當

找出病因，再透過訓練、藥物及

除了造成便秘，令膀胱敏感導致小

失禁患者求診時，通常會先了解

梁醫生說：「長者減少飲水

便失禁外，乾硬的大便塞着直腸或

他們的病歷，再歸納出治療失禁

男性長者，他本身患有膀胱過動
假象。當長者發現大便失禁，自行

腸周邊地方滲出，形成大便失禁的

長者失禁，很多時由於疾病

引致，例如柏金遜症、認知障礙

症或中風，患者除因腦部影響排

尿功能而不能忍尿外，還會因膀

胱過動症、前列腺增大、未能表

達便意或行動不便等多個因素而

造成失禁。由於病因眾多，醫生

需要為患者進行尿流動力測試分
析以找出問題根源。

梁醫生講解說，尿流動

力測試可評估膀胱及尿道功

能，方法是放一條導管入尿

道，再放另一條管入肛門，

分別量度膀胱及腹部壓力；

然後注水入膀胱令膀胱脹

大，觀察病人何時有便意

及在咳嗽時是否有小便滲

出。當病人在短時間內尿急，即

代表膀胱敏感，而在咳嗽時漏

尿，則代表有壓力性失禁。

針對女性長者在更年期後出

現的壓力性失禁問題，可透過骨

盆底肌運動訓練改善。梁醫生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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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因為腦部控制排尿功能減
弱，不能忍尿，導致失禁。」

大腸，堅實的大便令大腸黏膜分泌

症，而隨着年齡增長，前列腺增
服食止瀉藥，這往往令情況弄巧反

訓練改善失禁

便秘造成大便失禁

甘 油 條

的方法。

長者當便秘時可使用甘油條幫
助排便，預防大便積聚。

液體出來，大便連同分泌物會在大

生，令他出現繼發性的膀胱過度
拙，令便秘問題加劇，嚴重時需要

另一個案是一名六十多歲的

活躍症。除了尿頻外，亦有失禁
透過放便解決。
解決大小便失禁問題，醫生

情況。該名長者亦由於失禁而減
少飲水，最終造成便秘，令失禁

要抽絲剝繭，通過問症及檢查而

長期臥床或行動不便長者可使
用尿片，市面上有尿片可顯示
尿濕程度，方便護理者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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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了解排便時間，再
編定排便時間表，有
效改善失禁。

尿 片

問題更加嚴重。
解決便秘問題，改善失禁，長者恢復
偷快社交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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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先用力緊閉尿道、陰道及肛

無論站着、坐着或躺着都可以進

說：「長者少飲水而希望減少排

應調節飲食及生活習慣，梁醫生

因便秘而導致失禁的長者，

每三個月便要注射一次。

門口，感覺就如肚瀉時忍着大

尿的觀念是錯誤的，反而長者應

解訓練時說，婦女在任何地方，

便，每次收縮後持續五至十秒，

長者除了要足夠飲水外，亦

每日攝取充足水份，令大便暢

此外，膀胱訓練亦能改善失

要進食高纖維的蔬菜，增加腸道

再放鬆十至二十秒，重覆十遍，

禁情況，護理者先了解病人的排

蠕動，同時亦要養成每日定時大

順，從而減低因大便積聚而造成

尿時間，並編訂時間表，訂下目

便的良好習慣。梁醫生說，患有

每日練習兩至三次，可有效改善

標。如病人由每一個半小時需排

認知障礙症及中風的病人，他們

的膀胱敏感，改善失禁。」

尿一次，逐漸延長至兩小時一

腦部未能控制大便，所以每餐進

失禁。

次，訓練忍尿，盡量減低膀胱敏

食後，都會出現大便失禁情況，

算進食午餐及晚餐後，腸道亦

慣，去清大便後，腸道暢道，就

因此，病人應養成早上大便的習

感度，提升生活質素。

多飲水防便秘
嚴重膀胱過動症患者，當藥

何治理？梁醫生說：「當病人因

纖食物而排便的長者，便需要使

對於未能透過飲水及進食高

有空間積存大便，避免失禁。

為失禁而造成嚴重困擾時，可考

用 甘 油 條 及 俗 稱 草 餅

物及訓練都無法改善失禁時應如

慮在膀胱注射肉毒桿菌素。」他

（

S e n o k o）t 的 瀉 藥 ， 刺 激 腸

解釋，醫生會透過膀胱鏡注射，

適合行動不便的
長者定時排尿，
協助膀胱訓練。

瀉 藥

光檢

行動不便的長者除可穿着尿片外，更可
▲
在家中使用尿壺，預防失禁。

道。如情況嚴重，需接受
查及定時放便。

糖尿病導致失禁

手等。

片、尿套、尿壺及在廁所加裝扶

亦可使用輔助器具，例如使用尿

況，除可選擇改善家居環境外，

當長者未能完全根治失禁情

免尿液積存，影響腎功能。

定時排尿，及檢查腎臟功能，避

脹大，滲出尿液。因此，患者需

患者沒有排尿感覺，令膀胱不斷

經線受損，不能傳遞排便訊息，

致失禁，原因是糖尿病患者的神

梁醫生提醒，糖尿病亦會導

藥物的安排。」

數，因此醫生亦會檢討處方

的藥物會令長者增加排尿次

的藥物，如精神科及心臟科

者，每日都要服食不同種類

醫生說：「很多長期病患的長

藥物亦會導致長者失禁，梁

X

31/10/2015 22:00:51

G636_ADW.indd 4

2015 11 04

87

適合輕度失禁患者，有防水底部，
並有黏帶令尿套可固定在內褲中。

尿 套

可在臨睡前
服食，刺激腸道蠕
動，協助訓練養成
早上排便習慣。

▲ 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
由於找不到廁所而導致失禁，
家屬可在家中貼上指示。

尿 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