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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手册对您有何帮助？

本指导册子为吞咽障碍患者以及家属们提供相关资讯，帮助您了解吞咽障碍

的原因，诊断方式，应付方法以及基本的口腔护理。

吞咽时会发生什么？

吞咽是一项复杂的动作，需要运用口腔、喉咙和食道的肌肉。安全的 吞咽需

要这三方面的紧密协调与控制。

吞咽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1. 口腔阶段 – 嘴巴

同时使用牙齿、颚和舌头来咀嚼并控制食物和液体，

将它们转为软质的丸状物，使它们容易被吞咽。

1. 喉部阶段 – 喉

舌头的后部将食物和液体推到食管（食道)，

喉结部位将会被提高并关闭气管的入口以

防止食物和液体进入气管。

3. 食道阶段 – 进入到胃

进入食道后，食道肌肉会有波浪似的收缩

动作将食物和液体移入肠胃中。



什么是吞咽障碍?

什么是吞咽障碍?

吞咽障碍是指在吞咽过程中的困难。问题能出现在不同的吞咽阶段。

在吞咽三个阶段的任一过程中出现任何故障都可能导致吞咽障碍。 如果您有

吞咽困难， 您可能难以咀嚼食物或难以把食物、液体从口腔输送到胃部。

吞咽障碍一般由不同疾病造成。这包括中风、头部受创伤、老年痴呆症，帕金

森氏症、运动神经元病、头颈部癌症和呼吸系统疾病等。

若能在患病早期诊断出吞咽障碍就能对症下药，在进一步进行适当的检验和采

取有效的治疗。

吞咽障碍的症状:

• 咀嚼食物过度缓慢

• 吞咽时或吞咽后咳嗽或噎到

• 声音在用餐期间或之后变得“濡湿”(类似喉咙有痰) 

• 需要很长时间吃完一顿饭

• 用餐期间或之后感到呼吸急促

• 每吃一口需要吞咽多次

• 吞咽后还有剩余的食物留在口腔内

• 过度地流口水或食物从口中流出来

• 食物或液体从喉咙倒流入鼻中

• 肺炎或胸腔感染

• 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

• 拒绝吞咽



由吞咽障碍引起的问题和影响

如果您有吞咽困难时， 会发生什么？

如果您有吞咽困难，您可能会遇到以下情况:

1.吸入性肺炎

• 吸入性肺炎是由肺内吸入异物所引起的。肺内吸入异物是指食物或液体

(包括唾液）进入气管或肺部。

• 患有吞咽障碍的人将异物吸入肺中的机率偏高。

• 吸入性肺炎是个可致命的病症，尤其对于疾病患者（例如中风或老人失

智症）致命的风险更高。

• 提早诊治吞咽障碍的目标之一就是减低吞咽障碍患者患上吸入性肺炎的

机率。

2.营养不良和缺水

• 吞咽障碍患者也可能因为在饮食或喝水的时候有噎到的情况， 而产生对

饮食或喝水有恐惧感。

• 此外，患者在适应服用被调适过的食物和液体时胃口可能会下降。 着可

能导致口服摄入不足。

• 如果营养和液体的摄入量减低，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和缺水的状况。



诊断吞咽障碍

诊断吞咽障碍

这项检验是由语言及吞咽治疗师进行的。

检验能让您的语言治疗师评估喂养方式 （口喂食或非经口喂食），确认食

物或液体应有的浓稠度以确保安全吞咽，以及判断适当的吞咽方法和所需

治疗。

这些检测可能重复数次，以测定您的吞咽在治疗后是否有所改善。

若有需要，语言及吞咽治疗师会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包括：

1. X-光吞咽检验 (Videofluoroscopy)

• 这是一项使用 光来进行的吞咽检验。

• 它会在您进食或饮水时， 检查事物或液体是否进入您的气道和/

或肺部。

• 患者需要坐住, 并服用含有少量钡的食物和不同浓稠度的液体。

吞咽同时会有X光检验。整个过程大约需要 至 分钟。

2. 内窥镜吞咽检验

(Fibreoptic Endoscopic Examination of Swallowing)

• 这项检验将一个内窥镜从鼻孔放入喉部。

• 当患者吃或喝时，观察食物或液体是否进入气道和/或肺部。

• 患者需要服用不同浓稠度、含有少量食用染料的食物和液体。

• 整个过程大约需要 至 分钟。



喂食方式

一般的非经口喂食有两种：

a) 将鼻胃管

• 胃管从鼻子置入胃

b) 透过皮内镜下胃造瘘术

• 经过小手术，将喂食管从肚皮置入

胃中

患者一旦能顺利吞咽就能将喂食管取出。

这两种喂食方式所需要的分量和喂

食时间表将由饮食专家或医生规定。

1. 非经口喂食

非经口喂食是指患者透过其他的管道摄取营养和水份。

患有吞咽障碍的患者能通过着方式获得营养。

若患者的肺部吸入异物的危险性过高或经口喂食所摄取的营养和水份不足，

语言及吞咽治疗师可能会建议非经口喂食的方式。

图片 :肠内营养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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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食方式

2. 安慰式进食

由语言治疗师断定使用非经口喂养方式有吞咽障碍的人，接受安慰式进食。

用少量受控的改良饮食和液体稠度进行口服喂养， 已提供舒适感和 提高生

活质量。

3. 过渡期喂食

同时使用非经口喂食及口腔喂食方法。

在此过程中，允许吞咽障碍的人食用语言治疗师推存的改良饮食或液体。

请注意，吞咽障碍患者可能在初期无法完全经口喂食，可能需要补充非经口

喂食以确保足够的营养摄入。这个过程可能会因个人情况而异。随着吞咽功

能逐渐改善，对管饲的依赖也会减少。

语言治疗师与营养师会一起确保吞咽障碍患者能获得充足的营养和水分。

4. 经口喂食

对于完全经口或过渡期喂食的患者，语言及吞咽治疗师可能会建议吞咽障碍

患者调适食物和液体的浓稠度，若想知道更多信息，请参考册子: 喂食建议

和喂食技巧（ 至 页)。

若出现以下症状，请勿让患者进行喂食：

• 在喂食期间或之后频频咳嗽或清嗓

• 声音在喂食期间或之后变得“濡湿”

• 喂食期间或之后感到呼吸急促或昏昏欲睡



吞咽运动

• 语言及吞咽治疗师会根据各人的吞咽障碍程度和吞咽能力教您（或您的看

护人）如何改善您的吞咽能力。

• 您的语言治疗师会推荐需要定期完成的治疗任务类型和频率。在进行吞咽

康复的过程中，患者会持续治疗师所建议的喂食方法和饮 食的浓稠度。

• 经过一段治疗后，语言及吞咽治疗师会重新检验患者的吞咽能力并在治疗

练习和喂食方法方面作出适当的调整。

各种吞咽运动

口腔阶段 喉部阶段

 嘴唇练习

 舌头练习

 舌根练习

 冷味匙口腔刺激治疗

 强力吞咽

 门德森运动

 憋气吞咽

 下巴运动

 颈部练习运动



吞咽运动

嘴唇练习



吞咽运动

嘴唇练习 （继续）



吞咽运动

舌头练习



吞咽运动

舌头练习（继续）



吞咽运动

冷味匙口腔刺激治疗

1. 把铁汤匙放入杯子使它冷却。

2. 用冷却后的空汤匙轻抚患者的舌头。

3. 轻轻按压舌头。

4. 用另一只手轻触患者颈部前方。

5. 你会感觉到他/她颈部前方的凸起向上举起，然后很快的归回原状。

6. 重复以上步骤直到达到目标吞咽次数。

7. 每日练习 _____ 次，每次吞咽 _____ 次。



吞咽运动（喉部阶段）

强力吞咽

1. 先正常吞口水。

2. 左手握住右手，推挤在一起。

3. 在吞咽时，把舌头和喉咙大力挤压，如您正在吞下坚硬的东西。

4. 若语言与吞咽治疗师允许，您可以用改良的饮食和液体稠度来做这个练习。

5. 每日练习 _____ 次，每次吞咽 _____ 次。

舌根强化练习

1. 伸出您的舌头，轻轻用牙齿轻咬舌头前部或用纱布垫住您的舌头。

2. 维持以上的动作吞咽。

（注意： 进行运动同时，不能使用食物或液体以避免呛到。）

3. 每日练习 _____ 次，每次吞咽 _____ 次。



吞咽运动（喉部阶段）

舌根的练习运动

运动一： 紧握舌头练吞

1. 把舌根往喉部缩。

2. 保持这姿式一秒钟。放松。

3. 重复动作五次。

运动二：漱口运动

1. 做出漱口动作。

2. 保持这姿式五秒钟。放松。

3. 重复动作五次。

运动三：打哈欠

1. 模仿打哈欠的动作。

2. 保持这姿式五秒钟。放松。

3. 重复动作五次。



吞咽运动

门德森运动

1. 吞口水，感觉喉结移动。

2. 再次吞咽，感觉喉结往上移动。

3. 当您感觉喉结已完全举起，利用颈部的肌肉保持着位置5秒。

4. 放轻松颈部的肌肉。

5. 每日练习 _____ 次，每次吞咽 _____ 次。

憋气吞咽

1. 屏住呼吸。

2. 憋气的同时，吞下。

3. 吞下后，立刻咳嗽，然后吞口水。

4. 若语言与吞咽治疗师允许，您可以用改良的饮食和液体稠度来做这个练习。

5. 每日练习 _____ 次，每次吞咽 _____ 次。

下巴运动

1. 指示患者将嘴巴关上。

2. 用一只手固定患者头的位置。

3. 用另一只手支撑着下巴。

4. 用支撑着下巴的手往上施压。

5. 当正在施压的同时，指示患者将嘴巴张开，鼓励患者将嘴巴张大。

6. 日练习 _____ 次，每次吞咽 _____ 次。



吞咽运动（喉部阶段）

颈部练习运动

a) 头部重复抬起

1.躺在平坦的表面上(例如床上或地板上)。不要用枕头。

2.慢慢地把头抬起来, 直到眼睛能看到脚趾头，并在表面或床上放松肩膀。

（注意：做运动时，应该运用颈部肌肉而不是肩膀肌肉。）

3.慢慢地把头放下，全身放松休息。

b) 头部持续抬起

1. 重复第一至第三步，但每次抬起头时要持续动作 _____ 秒。

2. 重复 _____ 次。

3. 每日练习 _____ 次，每次重复 _____ 次。



维护口腔卫生

Oral swabs

吞咽障碍患者若口腔健康不良，患上肺癌的风险会比较高。

吞咽障碍患者或许会在吞咽或休息时遇到困难应付口腔液体，导致大量的细
菌在休息或吞咽时，从口水进入气管／肺部。

定期口腔护理能帮助中风有吞咽障碍人士患上肺炎的机率降低 。

维护口腔健康有以下方法：

• 使用杀菌漱口水

• 使用有／无酒精的口腔拭子或不起泡的牙刷清理舌头和上鄂

• 用口腔保湿剂预防口干，避免口腔干燥症



喂食建议

喂食方式：

经口喂食
过渡期喂食
安慰式进食

鼻胃管

经皮内镜下胃造瘘术

类型 喂养方式

食物的体质 食物原状
容易咀嚼
软质及一口量(粥/软的饭）
细碎及湿软
糊状
流质
其他 _____________

茶匙
汤匙

液体浓稠度 稀薄
极微稠
低度稠(花蜜浓度)
中度稠(蜜糖浓度)
高度稠(布丁浓度)
其他 _____________

茶匙
汤匙
杯子
吸管
避免使用吸管/杯子喝水

请参考食物及饮料的制作须知

喂食时是否需要监督？

需要

喂食姿势（用餐和服药)：

 吃饭或药时坐直

 下巴往下、靠近胸部

 头往左或右倾斜

 将头往左或右转、过肩膀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不需要



喂食技巧

 慢慢喂食，将手指放在喉咙上感觉吞咽

 将食物或液体含在口中直到预备好时才吞咽

 每口吞咽两到三次

 每次吞咽后查看声音是否“濡湿”

 将液和食物交替喂食

 睡觉前3个钟头，请勿吃喝任何食物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勿：

 一边喂食一边说话

 匆忙喂食

 在喂食期间使患者分心

 在患者有负压抽吸或感觉昏昏欲睡的现象喂食 （请参阅第3页）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上由语言及吞咽治疗师 __________________ 解说。



诊所 (语言障碍矫正处）

陈笃生医疗中心, 楼

联络热线:
6889 4857 (热线）

6889 4856 （传真）

6357 7000 (中央热线）

陈笃生康复中心 - 语言障碍矫正处

宏茂桥太和观医院

联络热线:
6450 6230(热线）

6459 3441（传真）

6450 6181 (中央热线）

若想了解更多详情，请用智能手机
扫描以上的二维码，或浏览

这些讯息对您有帮助吗？如果您对所阅读的
内容有任何意见或疑问，请随时反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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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息和材料仅供参考，不得替代医生和其他医疗专家的医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