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歲的張伯伯，月前
因肺炎入院，因進食差

覺得有甚麼困擾，上廁所後，我
亦能入睡啊，沒問題沒問
▲

七
主診醫生亦留意到這情況，

題……」

後，張伯伯狀態逐漸改善時，護
於是安排泌尿科專科醫生為他檢

醫生說。

然而醫生團隊再研究張伯伯

病歷，從他早前入院治療肺炎

時，各科醫生檢查過腎功能、心

肺功能等都正常；伯伯亦沒有貧

血，未能從中找出引致病人腳腫
原因。

跟進病情的老人科專科醫生

於是問他是否飲太多水，伯伯說

沒有，一向都是這樣飲水。

為了追查腳腫原因，醫生再

安排詳細檢查，包括腹部及腳部

血管超聲波，及驗血，都沒有發

現異常，但伯伯到醫院聽報告及

覆診時，醫生仍然見他雙腳腫

脹，於是再仔細詢問他的飲水情

66

2018 10 24

而有脫水情況。在接受適當診治

士留意到他夜尿頻繁，每晚上廁

大問題，以致影響排尿，於是處

查，結果發現張伯伯有前列腺肥

護士向他查詢有沒有甚麼
方前列腺特效藥，但伯伯服後，

張伯伯其後康復出院，當醫

夜尿頻繁情況沒有改善。

不適？張伯伯說：「沒有
啊，我一向都是這
樣，一晚上幾次廁

生透過電話聯絡家人跟進病情

診時醫生進一步向伯伯了解情況
時，伯伯卻又指沒有問題。
「他們小題大作，只是少少
腫吧了，沒事沒事……」伯伯向

▲黎嘉慧醫生說，長者飲
水過多會引致腳腫、心肺
積水、低鈉症等。

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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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六、七次，擔心影響他休息。

設計：美術組

所，沒有問題

撰文、攝影：陳旭英

時，家人透露伯伯腳腫，但當覆

但飲得多，亦不是好事！以下
這位飲水狂人，每天竟然可以
飲六公升水，令身體無法承
受……

啊，亦不

一般人都知道，健康飲食習慣中，每天要飲
八杯水，三份蔬菜兩份水果不能少。然而到了
老年，很多長者都未必能維持以上習慣，
單是飲水一項，很多長者就不足夠。

檔

案

養和
醫

照顧者須留
意長者是否飲
水足夠。

天沖飲品，計有三包三合一熱朱

化，口腔感覺較弱，致未能從身

的生理原因是長者中樞神經退

▲

古力飲品、沖三杯熱咖啡。另外

至晚上入睡為

量較大，大約三百毫升，單是沖

醫生估算，長者的杯通常容

長者都怕尿頻要上廁所，嫌外出

量，以免經常要上廁所。「很多

有些長者，是刻意減少飲水

出現脫水情況。」黎醫生說。

止，列出飲水清

飲品已經兩公升以上，再加上不

單，終發現真相。

不知道他飲水習慣，致未能向醫

一碗湯，晚飯亦有湯，期間有不

醫生說，長者無論飲水過多或過

養和醫院老人科專科黎嘉慧

「長者飲水不足情況較普

引致脫水、便秘、消化能力差

黎嘉慧醫生說，飲水過少可

飲水過少會引致甚麼問題？

脫水、高鈉症、昏迷

減少飲水量。

化，飲水時有機會嗆到，亦令其

另外，長者因吞嚥能力退

尿及失禁問題。」

者，而年長女士亦容易有難以忍

禁，特別有前列腺問題的男長

又擔心趕不及上廁所，以致失

時要找廁所十分麻煩；部分長者

七成長者飲水不足
原來張伯伯早上先飲一杯水

同飲品，包括橙汁、黑加侖子飲

少，都可以引發大問題。而飲水

生反映問題。

品、咖啡、熱朱古力、可樂等

過少個案相對多，像張伯伯這類
狂飲水的個案則較少，但卻可以

時，伯伯一時未能說得清。醫生

遍，大約佔七至八成，他們會因

引發極嚴重問題。

再細心追問，得知他家中有熱水

為種種原因而減少飲水，最常見

但當醫生問伯伯每種飲品份量

單看飲品種類已經夠嚇人，

等，睡前再用一杯水服藥。

服藥，早餐有飲品一杯，午餐飲

升液體！而家屬及日常照顧者都

同樽裝飲品，他每天飲五至六公

品和五百毫升支裝可樂。

體感覺要飲水補充水份，有部分

張伯伯每天
飲品的其中一
部分。

他每天可以飲一枝九百二十毫升

老人科醫生
會審視藥物，
看是否可以減
少藥量。

長者當感到口渴時，可能身體已

成人每天要飲八杯水，
但長者只需約五至六杯
（包括所有液體）。

裝橙汁、五百毫升裝黑加侖子飲

長者飲水量要適中，過
多過少都會損健康。

壺，容量是二點二公升，供他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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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從早上

▲

▲

MEDICAL & HEALTH

▲

（因胃液、膽汁分泌都少）。如
果嚴重脫水，可導致高鈉症、影

「有些長者長期飲水過少，

響心跳、昏迷。

亦有些長者突然減少飲水，或某
時候要飲較多水卻沒有足夠補充
水分，例如發燒或肚瀉，或天氣
炎熱時身體水分蒸發時，都需要
補水。
一般人以為在室外才會中
暑，其實在室內也可以中暑。我
們留意到有些長者在炎熱夏天不
開風扇，怕吹到頭昏腦脹，開空
調又覺太冷無法承受，室內又沒

節體溫，否則就會缺水、中
暑。」黎醫生說。
長者缺水會有徵兆嗎？黎醫
生說，缺水病人的小便會很濃呈

盡快補充水分外，亦需要找出背

後原因才能對症治療，例如是否
急性血糖高。

能察覺，例如眼窩凹陷，皮膚乾

麼問題？「長者飲水過多，身體

長者飲水過多，又會出現甚

長者服藥飲水多

澀。照顧者可以觀察長者排尿是

無法負荷會水腫。首先影響腎

黃色，嚴重缺水的可以從表面便

否很少，或尿液是否很黃，有需

臟，當長者的腎臟無法排走過多

的水分，便會腳腫及引發肺水

要時帶長者求醫。
「如長者脫水，精神狀況

腫。初期徵狀是平躺時會氣喘，

亦會夜尿頻繁，影響睡眠質素；

差，身體又虛弱，建議帶長者見

如何檢查是否缺水？黎醫生

而晚上趕上廁所時有機會跌倒；

後期嚴重時白天都會氣喘。患者

說，可以從皮膚鬆緊、口腔黏膜

最極端情況，是水中毒及低鈉

醫生求診。」黎醫生說。

濕潤度來判斷。同時會透過血液

症，可引致死亡。」黎醫生說。

黎醫生說，其中一個原因是用水

甚麼原因令長者飲水過多？

檢驗了解情況，例如缺水者血液
的鈉及血色素會升高。
如長者有脫水情況，除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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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好的空氣對流，加上他們調

每日1500毫升 已 足 夠

節體溫能力較差，在高溫下

每日八杯水是成人健康生活指標，但黎嘉慧醫生指出，八
杯水對長者來說是太多。

身體難以散熱，這時需

如本身有長期疾病如腎病、肝病、心肺
衰竭等，有時會限飲水量在一千至
一千二百毫升以下，如飲水量超出身
體的負荷，其中一個器官承受不了
就會水腫，肝病患者會有腹腔積
水病徵。

要飲較多水幫助調

▲

▲

長者可以在晚飯先飲
湯，讓身體有足夠時間處
理水分。

療

「部分長者仍然有每日八杯水的概念，八杯水即二
公升，其實長者每天飲用一千五百毫升水已足夠，因
為在衰老過程中，腎功能較弱，循環機能亦較差，
太多水會無法處理，故容易積水。

長者很多時
因要服多種藥
物，因而飲用
多杯水送服。
飲用太多水致夜
尿頻繁不單影響睡
眠，匆忙中亦有機
會跌倒。

案
檔

養和
醫

而每天的飲水量，包
含所有流質飲料及蔬
果中的水分，並不
是單單指清水。

MEDICAL & HEALTH

補充體力，熱朱古力有營

量，與各科專科醫生商討是否可

物而飲大量水，我們會審視藥

▲

養，咖啡提神及是習

引致伯伯水腫外，飲品中

不應飲水，如黃昏後飲水量太

我們會建議長者睡前四小時

藥物改為晚餐前服用等。

含大量咖啡因及糖份，黎

多，身體無法完全處理，便會引

▲

方藥物紓緩徵狀。

肥大或失禁問題而怕飲水，可處

入凝固粉改變稠度。如有前列腺

取量，例如怕飲水嗆喉，可以加

量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增加水分攝

如果飲水量不足的，亦會商

咖啡、可樂。

一千五百毫升水，應避免濃茶、

水。健康長者每天只需飲不多於

量飲用，避免一次過飲一大杯

品，盡量讓他們分開不同時段少

糖水、水果、奶。如有大量飲

長者飲水情況，小吃時間是否有

黎醫生亦建議大家留意家中

調節整體飲水量。」黎醫生說。

成夜尿，我們亦會與長者商量，

低，會在睡前飲少量奶，這會造

而糖尿病人擔心半夜血糖過

要飲湯，要飲就提早飲用。

我們會與長者們商討，晚飯時不

如五時吃晚飯，八時上牀睡覺，

長者很多時很早吃晚飯，例

醫生為他計算過，每天單

可能出現更嚴重影響，所以黎醫

黎醫生說，很多時獨居長者

▲

致尿頻影響睡眠。

日飲六公升水，除了

以減藥，或將部分在晚上服用的

▲

慣。」

不少長者在年輕時習
慣了飲奶茶，年長後很
難改變。

是從飲品中攝取的糖份超
過二百克，即半磅糖！幸
好驗血結果顯示未有對血
糖造成嚴重影響。
張伯伯如繼續保持這

「很多長者都有慢性疾病，

生請張伯伯記錄每天飲水量，讓

種飲水習慣，不單止水腫，日後

每天早午晚要服用不同藥物，由

他知道自己飲了很多；之後商討

送服藥物。

數 粒 至 二 十 、三 十 粒 不 等 ； 加 上

如何減量。然而伯伯減量後仍然
腳腫，主要原因是伯伯認為這樣

他們吞嚥能力較差，故很多時服
藥要用一杯水送服，每日服三次

的飲水習慣不是問題，故沒有好

診。

好遵從醫囑，最終沒有回來覆

藥至少飲三杯水。」黎醫生說。
長者又慣了飲茶及飲湯水，
平常又會以不同飲品補充營養，
例如牛奶、豆漿、涼茶、糖水

但像張伯伯每天狂飲六公升

有其獨持的生活習慣，而這些生

改變習慣 調節水量

水屬罕見。黎醫生了解張伯伯飲

活習慣維持了數十年，未必能在

等，單是飲品已經超過八杯。

水習慣時，伯伯說出其特殊原

短時間內改變，惟有耐心傾談，

「如長者因為要服用多種藥

解決方案。

令他們了解問題所在，從中找出

因。
「問伯伯為何飲這些飲品，

，橙汁在做完運動後飲用能

他認為橙汁及黑加子飲品含維他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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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飲品中加
入凝固粉調節
稠度，減少嗆
喉機會。
蔬果亦含水
分，應計算入
每天水分中。

長者喜歡上茶樓歎一盅兩
件，飲了一肚水。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