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Traditional) 

從 COVID-19 康復 
(After Covid-19) 

助您康復的資訊和資源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 to help you recover) 

感染 COVID-19 是一大難關。而如果您或親人因曾感染 COVID-19 而出現長期的健康

影響，則您可能需要協助來應對。您並不孤單。有許多支援可協助您康復。 

此資源可有助您了解 COVID-19 的影響，以及應對在從 COVID-19 康復的過程中可能

會遇到的健康挑戰。另亦有助您與醫療護理提供方制定計劃，以改善您的健康狀況和

管理症狀。這對於您的康復尤為重要，以便讓您可重新做需要和想要做的事情。 

此資源的對象是誰？ 

(Who is this resource for?) 

此資源適用於正從 COVID-19 康復並仍面對持續健康問題的患者。另亦適用於任何 

COVID-19 康復者的照顧者。 

何謂 long COVID（長期 COVID 症）？ 

(What is long COVID?) 

不論年齡或健康狀況，COVID-19 的康復過程因人而異。有些人在數週後好轉。另一

些人則需數月才好轉。Long COVID 是指在您被診斷出感染該病毒數月後仍繼續出現

症狀。 

有關 long COVID 的研究現正進行中，而現時我們所知不多。 

Long COVID 的一些症狀 

(Some symptoms of long COVID) 

• 氣促（感覺呼吸不夠深）

• 心悸（心跳快速或不規則）

• 久咳

• 發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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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嚥問題（吞嚥困難）

• 喉嚨痛

• 喪失味覺（失味症）

• 喪失嗅覺（失嗅症）

• 頭痛

• 耳鳴（耳中有嗡嗡聲）

• 肌肉和關節痛

• 精神健康狀況（抑鬱、焦慮、創傷後壓力綜合症或稱 PTSD）

• 感到非常虛弱和疲倦（疲勞）

• 腸道問題（腹瀉、便秘、噁心和嘔吐）

• 睡眠問題

• 頭暈

• 視力改變

• 聽力改變

• 鼻塞

• 腦霧、記憶力變差、難以集中注意力

• 皮疹

我何時應聯絡我的醫療護理提供方？ 

(When should I call my healthcare provider?) 

COVID-19 的康復過程因人而異。如有以下情況，請務必與您的醫療護理提供方聯絡： 

• 擔心您的康復進度

• 無論您嘗試怎樣做，都感到氣促，且情況沒有改善

• 做一般對您來說容易的事情時亦感到氣促

• 發現您的注意力、記憶力、思維或體力水平一直沒有改善

• 出現令您難以或無法進行日常活動（例如：照顧自己或重新上班或上學）的症狀

After Covid-19 -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 to help you re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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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到抑鬱、焦慮，或壓力，而且情況一直沒有改善

如遇緊急醫療情況， 請立即撥打 911。這包括： 

• 嚴重呼吸困難（每一下呼吸都十分困難，一次只能說一個字）

• 非常嚴重的胸痛

• 難以醒來

• 感到十分困惑

• 昏倒或暈倒

如需取得全年無休的護理師建議和一般健康資訊，請撥打 811 聯絡 Health Link。 

最後更新日期： 2021 年 3 月 23 日 

作者：Neurosciences, Rehabilitation & Vision Strategic Clinical Network 以及 Allied 

Health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Education, Health Professions Strategy and Practice  

本資訊僅供參考之用。該資訊不得取代醫療建議、指示或治療。如有疑問，請向您的醫療護理提供方

查詢。 

After Covid-19 -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 to help you recover

Chinese (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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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COVID-19 康復 
(After Covid-19) 

症狀 
(Symptoms) 

如果您曾感染 COVID-19，則症狀可能會持續。細閱下文以了解如何在 COVID-19 康

復過程中管理您的症狀。 

進一步了解： 

(Read more about:) 

• 氣促

• 咳嗽

• 飲食和吞嚥

• 喪失味覺和嗅覺

• 關節和肌肉痛

氣促 

(Feeling short of breath) 

在從 COVID-19 康復的過程中，感到氣促是很常見的。感覺好像您無法將足夠的空氣

吸入肺部那樣。這種情況可能會在您不適時以及在康復期間出現，因為您的體力和體

能可能會有所下降。 

隨著您逐漸進行更多活動，氣促的情況應該會有所改善。在康復的過程中，嘗試以下

的姿勢和技巧，可有助您呼吸更暢順。 

有助舒緩氣促的姿勢 

(Body positions to help with shortness of breath) 

當您感到氣促時，則以下列任何一個姿勢緩慢地呼吸。您可收聽 深呼吸音軌或參閱 壓

力管理：有助放鬆的呼吸運動，以了解更多有關呼吸時如何放鬆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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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側臥 

(High side lying) 

1. 側躺。

2. 用枕頭支撐頭部和頸部。

3. 稍微彎曲膝蓋。

前傾坐在桌子旁 

(Forward lean sitting onto a table) 

1. 坐在桌子旁。

2. 從腰部向前傾，將頭部和頸部靠在枕頭上，而手臂則放在桌子

上。（您亦可在沒有枕頭的情況下嘗試。）

向前傾坐著（前面沒有桌子） 

(Forward lean sitting with no table in front) 

1. 坐在椅子上。

2. 向前傾，並將手臂放在大腿上或椅子的扶手上。

前傾站立 

(Forward lean standing) 

1. 站立。

2. 向前傾靠到窗台或其他穩定的表面上。

靠背站立 

(Standing with back support) 

1. 站立時，將背部靠在牆上，並將雙手放在兩旁。

2. 將雙腳置於距離牆壁約 30 厘米（1 英尺）的位置，並稍微分開雙腿。

After Covid-19 -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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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促時的呼吸方法 

(Ways to breathe when you’re short of breath) 

瀏覽以下連結，以了解有助舒緩氣促的呼吸練習（例如：噘嘴呼吸法和腹部呼 

吸法）： 

• COPD：讓呼吸更暢順的練習 (視頻 - MyHealth.Alberta.ca) 註：此資訊適用於您

的 COVID-19 康復，而不僅限於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 COPD：學習更輕鬆地呼吸 (MyHealth.Alberta.ca) 註：此資訊適用於您的

COVID-19 康復，而不僅限於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 COPD 患者之呼吸技巧 (MyHealth.Alberta.ca) 註：此資訊適用於您的 COVID-19

康復，而不僅限於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咳嗽 

(Coughing) 

呼吸系統疾病（例如 COVID-19）病癒後仍有咳嗽很常見。您可能會出現乾咳或帶有

粘液的咳嗽（生產性咳嗽，這是您的身體試圖清除粘液的方法）。當您無法控制咳嗽

時，會讓您感覺難受且感到非常疲倦。 

您可嘗試一些控制咳嗽的方法，以讓您減少不適。這些方法包括：控制性咳嗽和不同

的躺姿，以協助從肺中排出粘液。 

瀏覽以下連結，以學習該等技巧，以及更多有助控制咳嗽的方法： 

• 舒緩咳嗽 (MyHealth.Alberta.ca)

• COPD：清潔肺部 (MyHealth.Alberta.ca)

• COVID-19：如何管理症狀 (MyHealth.Alberta.ca)

如果咳嗽使您感到氣促，且您出現氣喘，則醫生或醫療護理提供者可能會提供處方吸

入器，以協助您舒緩咳嗽。有關吸入器的詳情，請參閱什麼是吸入器？

(MyHealth.Alberta.ca) 

After Covid-19 -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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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和吞嚥問題 

(Eating, drinking, and swallowing problems) 

如果您曾因 COVID-19 而住院，則有可能曾接受插喉以連接至呼吸機協助呼吸。要是

如此，則您可能會在吞嚥食物、飲料或藥物時出現困難。這是因為協助吞嚥的肌肉可

能變弱。您可能會注意到您： 

• 飲食時咳嗽或噎嗆

• 飲食後聲線帶咕嚕聲

• 出現許多胸腔感染，而這對您而言是不正常的

• 飲食時感覺好像喉嚨粘著東西

吞嚥與營養 

(Swallowing and nutrition) 

吞嚥問題可能會使您難以攝取良好的營養。良好飲食和多喝水對協助您的 COVID-19 

康復十分重要。如有吞嚥困難，則嘗試以下要訣可有助您安全地攝取營養： 

• 坐起來飲食。切勿躺在床上飲食。

• 進食後保持坐立或行走至少 30 分鐘。

• 在康復初期，選擇柔軟、順滑或濕潤的食物，或將食物切成小塊。

• 專注飲食，不要同時做其他事情（例如：看電視、閱讀或講話）。

• 花時間慢慢飲食。小口進食。吞嚥前要仔細咀嚼食物。在兩口食物之間喝一小

口飲料。

• 在再吃或喝一小口前，確保口腔中沒有食物。如有需要，則再次吞嚥。

• 在您感到有精神並已充分休息時進食。

• 如果吃一整餐會使您疲倦，則全天少吃多餐。

• 如果您在飲食時咳嗽或噎嗆，或者感到呼吸困難，則應稍作休息。

吞嚥與感染 

(Swallowing and infections) 

當吞嚥的肌肉變弱，您的身體亦難以保護呼吸道免受食物，飲料或唾液侵害。吞嚥問

題亦會使您較容易噎嗆和出現肺部感染。 

After Covid-19 -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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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喉嚨後端有 2 條管道： 

• 1 條連接至肺部，用作呼吸（稱為氣管）

• 1 條連接至胃部，用作吞嚥（稱為食道）

您吞嚥的肌肉會使食物、水和唾液進入連接胃部的管道，並阻止其進入肺部。當那些

肌肉變弱，食物、水和唾液則有可能進入您的肺部。這會使您噎嗆，以及引起肺部感

染。如出現吞嚥困難，則應遵照吞嚥與營養的要訣（見上文），以保護您的呼吸道。

這有助避免噎嗆和肺部感染。 

您亦可透過以下方法降低因食物、液體或唾液進入呼吸道而導致感染的風險： 

• 每次用餐後刷牙

• 多喝水

這樣做有助保持口腔健康。 

如果您在吞嚥方面仍有疑慮，請與您的醫療護理提供者或言語病理學家聯絡，或致電 

Alberta Health Services 的 Rehabilitation Advice Line (復康諮詢熱線)。（連結頁面可能

僅提供英語內容。） 

喪失味覺和嗅覺 

(Loss of taste and smell) 

在從 COVID-19 康復的過程中，您可能會注意到： 

• 您的味覺有所改變

• 您的嗅覺有所改變

您的嗅覺與您的味覺緊密相關。如果您聞不到食物的香氣，則很可能會難以嚐到味

道。失去嗅覺或味覺會導致食慾不振（不感飢餓），並可能導致您減少進食。這會增

加您沒有攝取足夠營養的風險，且使您的體重下降（並非出自您的意願）。 

• 如果您的味覺和嗅覺有所變化，則應嘗試以下方法以攝取良好的營養：

• 製備色彩豐富的食物。

• 使用較重的調味，例如：肉桂、辣椒、芥末或醋。

After Covid-19 - Symptoms

http://www.ahs.ca/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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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試不同溫度的食物，例如：熱的、室溫和冷的食物。

• 嘗試不同的食物口感，例如：鬆脆或柔軟。（如果您吞嚥有困難，請參閱飲食

與吞嚥問題部分。）

• 嘗試聚焦於您的食物——味道、在口腔中的感覺，以及食物的外觀。

關節和肌肉痛 

(Joint and muscle pain) 

在從 COVID-19 康復的過程中，您可能會出現關節或肌肉痛。臥床超過兩天可導致關

節僵硬和肌肉無力。您可能會感到關節或肌肉疼痛、灼痛、疲勞、僵硬或酸痛。以下

是一些有助您在康復期間減少關節和肌肉不適的方法： 

• 當您可以起床時，則儘量不要長時間以同一個姿勢坐著或躺下。經常變換姿勢

（例如：每小時一次）。起來去洗手間，到廚房喝一杯，或走到窗邊看景色。

• 輕柔地伸展，以再次使關節和肌肉活動。這有助您舒緩痛楚。參閱勤做運動與

保持活躍部分，以了解您可嘗試的輕柔伸展運動。

• 參閱有關以暖敷或冰敷減輕痛楚的資訊（註：您可透過暖敷或冰敷減輕身體其

他部位的痛楚，而不僅限於腰部）。

• 與您的醫療護理提供者或藥劑師討論服用非處方止痛藥，例如：對乙酰氨基

(Tylenol)、布洛芬 (Advil, Motrin)，或萘普生 (Aleve)。請依照包裝上的說明

使用。

• 了解更多有關在行動不便時保持活躍的資訊。

• 致電 Alberta Health Services 的 Rehabilitation Advice Line (復康諮詢熱線)，以獲

取有關管理關節和肌肉疼痛的建議。（連結頁面可能僅提供英語內容。）

如需取得全年無休的護理師建議和一般健康資訊，請撥打 811 聯絡 Health Link。 

After Covid-19 - Symptoms

https://www.albertahealthservices.ca/findhealth/service.aspx?source=mha&Id=1080775&facilityid=101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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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更新日期：2021 年 3 月 23 日 

作者：Neurosciences, Rehabilitation & Vision Strategic Clinical Network 以及 Allied 

Health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Education, Health Professions Strategy and Practice 

本資訊僅供參考之用。該資訊不得取代醫療建議、指示或治療。如有疑問，請向您的醫療服務提供方

查詢。 

After Covid-19 -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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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COVID-19 康復 
(After Covid-19) 

自我護理 
(Self-care) 

如果您曾感染 COVID-19，則可能會出現起床仍感疲倦，以及體力不如以前的情況。

細閱下文以了解如何在 COVID-19 康復過程中讓自己重新進行常規活動。 

進一步了解： 

(Read more about:) 

• 重新進行常規活動

• 管理您的體力

• 健康飲食

• 充分睡眠

重新進行常規活動 

(Getting back into a routine) 

在 COVID-19 病癒後，您的體力可能不如以前。感覺做什麼都需要頗多體力，而且日

常任務可能會比以前更耗費精力。 

當您感覺準備好時，嘗試起床、穿衣，以及重新進行基本的常規活動。這將有助您康

復。亦有助防止失能。失能是指您在不運動一段時間（例如生病臥床）後失去體力和

體能。重要的是，嘗試在安全的情況下隨即開始重新活動；整天或一天大部時間臥床

的日子越長，您失去的體力和體能則越多，而恢復所需的時間亦越長。 

基本的常規活動包括： 

• 洗臉

• 刷牙

• 穿衣服

• 到廚房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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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前穿上睡衣

進行這些日常任務對您的肌肉、體力、心臟、肺部和情緒皆有益處。按照自己的步調

進行活動。如果當天的體力僅足夠讓您起床和穿衣，這亦不要緊。 

管理您的體力 

(Managing your energy) 

管理、節省或保留體力皆意味著找出以儘量少的體力來完成日常任務的方法。這一點

在您康復期間十分重要，因為您可能會比平常疲累。規劃活動，調整自己的節奏，並

決定什麼事情對您來說較重要，全都是有助您管理體力的方法。 

有些什麼方法幫助管理我的體力？ 

(What are some ways to manage my energy?) 

以下這些網頁提供一些有關在 COVID-19 康復期間注意體力的資訊。 

• 有關 COPD 或其他慢性病患者（包括 COVID-19）保留體力的要訣

(MyHealth.Alberta.ca)

• 調節和保留體力（註：此資訊可適用於您的 COVID-19 康復過程，而非僅限於

腦震盪的情況。） (MyHealth.Alberta.ca)

哪些工具可有助我管理體力？ 

(What tools can help me manage my energy?) 

許多設備或工具（稱為輔助裝置或適應性設備）可有助您管理體力。其中包括： 

• 梳妝穿衣的工具

• 日常雜務的工具

• 出行工具

• 適應性設備，例如：四輪助行器、浴室座椅，或帶扶手的加高坐廁

嘗試了解更多有關可有助您在康復期間節省體力的輔助裝置資訊。 

許多社區皆設有讓您短期借用設備的計劃。如您認為自己有需要，則可向您的醫療護

理提供者查詢有關如何短期借用設備的資訊。如在尋找或借用設備方面需要協助，可

After Covid-19 - Self-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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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電 AHS Rehabilitation Advice Line (AHS 復康熱線)。詳情請參閱資源部分。（連結頁

面可能僅提供英語內容。） 

健康飲食 

(Eating well) 

食物為您的身體提供能量。當您生病時以及在 COVID-19 康復期間，應繼續保持飲

食，這一點十分重要。 

我在康復期間需要什麼營養？ 

(What nutrition do I need to recover?) 

要攝取所需的營養，則應每天進食各種食物，例如： 

• 蛋白質食物（肉、家禽、魚類、蛋、乳製品、豆類和小扁豆），有助維持和再

生肌肉

• 水果、蔬菜和全穀物，以攝取維生素、礦物質和纖維，可有助您病後康復

• 健康脂肪（堅果和種子、橄欖油、鮭魚等脂肪魚，以及鱷梨），可有助為您的

身體提供康復所需的能量和營養

• 液體（水、咖啡或茶、牛奶或植物性飲料、運動飲料，以及營養補充飲料），

這在您發燒、嘔吐或腹瀉時尤為重要

體力不足時我該如何飲食？ 

(How can I eat and drink when my energy is low?) 

以下要訣有助您在疲倦或體力不足時飲食： 

• 小口進食，讓您進食時更容易呼吸。

• 慢慢進食，並在兩口食物之間稍歇片刻以便呼吸。

• 一天吃 5 至 6 頓小餐，而非 3 頓大餐。

• 如果您因太累而無法有規律地吃完正餐或小食，則應食用能量（卡路里）和蛋

白質較高的食物和飲料。例如：將希臘或冰島乳酪加入冰沙中、將鱷梨放入三

明治，或在食物中添加磨碎的起司或堅果醬。

• 餐後才喝水，以免太快吃飽。

• 如要在用餐時喝飲料，則應小口喝一點而已。

After Covid-19 - Self-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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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不感飢餓，亦每 2 至 3 小時吃小食一次。

• 在餐食或小食中添加營養補充飲料、穀物條或布丁，以攝取額外的能量和蛋

白質。

• （如果您有噎嗆或吞嚥問題，請參閱飲食與吞嚥問題的部分以獲取更多要

訣）。

我可在哪裡了解更多資訊及尋找資源，以協助我保持健康飲食？ 

(Where can I learn more and find resources to help me eat well?) 

在您康復期間，請參閱以下連結，了解更多有關飲食健康、營養，以及計劃和購買健

康餐食的資訊。 

• COVID-19：康復期間的營養 — Alberta Health Services Nutrition Services

(ahs.ca)

• 選擇並製備健康的食物 — Alberta Health Services Nutrition Services (ahs.ca)

• 營養與身體活動  (MyHealth.Alberta.ca)

• 膳食計劃（菜單計劃工具和購物清單）(MyHealth.Alberta.ca)

• 健康食品雜貨清單示例 (MyHealth.Alberta.ca)

如果 COVID-19 使您難以獲得食物（例如：您不能外出或失去收入），請參閱資源部

分，以尋求相關協助。 

充分睡眠 

(Sleeping well) 

各人所需的睡眠時數皆不同。康復期間需要多睡一點是正常的。您可能需要在白天稍

作休息或小睡一下，這沒有什麼問題。您的身體正努力康復。 

睡眠時數比不上起床時的感覺來得重要。如果您仍感到沒有精神，則可能需要多 

睡一會。 

以下頁面為您提供有關睡眠問題的資訊，以及有助您充足睡眠的建議： 

• 睡眠與健康 (MyHealth.Alberta.ca)

• 失眠：改善睡眠 (MyHealth.Alberta.ca)

After Covid-19 - Self-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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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歲或以上的睡眠問題 (MyHealth.Alberta.ca)

• 睡眠日誌（活動）(MyHealth.Alberta.ca)

• 30 天充分休息 （活動）(MyHealth.Alberta.ca)

如果您仍有睡眠困難，請與您的醫療護理提供者或藥劑師相談，或撥打 811 聯絡 

Health Link。 

如需取得全年無休的護理師建議和一般健康資訊，請撥打 811 聯絡 Health Link。 

最後更新日期：2021 年 3 月 23 日 

作者：Neurosciences, Rehabilitation & Vision Strategic Clinical Network 以及 Allied 

Health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Education, Health Professions Strategy and Practice 

本資訊僅供參考之用。該資訊不得取代醫療建議、指示或治療。如有疑問，請向您的醫療服務提供方

查詢。 

After Covid-19 - Self-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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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COVID-19 康復 
(After Covid-19) 

腦部健康與精神健康 
(Brain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如果您曾感染 COVID-19，則有可能會難以集中注意力，且記憶力亦可能會變差。您

亦可能會出現抑鬱，焦慮或其他精神健康問題。細閱下文以了解如何在 COVID-19 康

復過程中管理腦部健康與精神健康。 

進一步了解： 

(Read more about:) 

• 腦霧、記憶力變差、難以集中注意力

• 抑鬱、焦慮、壓力

腦霧、記憶力變差、難以集中注意力 

(Brain fog, trouble with memory and concentration) 

COVID-19 康復者常會在以下方面遇到困難： 

• 思維

• 記憶力

• 注意力

如果您有上述問題，請務必與家人相談。思維、記憶力和注意力的變化會影響您的人

際關係、日常任務，以及重新上班或上學。該等情況可能會在數週內消失，或持續數

月之久。如果記憶或思維的變化沒有改善，請聯絡您的醫療護理提供方，或與心理學

家或職業治療師相談。 

我可以怎樣嘗試改善思維、注意力和記憶力方面的問題？ 

(What can I try for thinking, attention, and memory concerns?) 

如果您在思維、注意力和記憶力方面遇到困難，可嘗試以下方法。另亦可查閱有關管

理體力以及重新上班或上學的部分，以獲取更多或會有幫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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鍛煉身體以協助大腦康復 

(Exercise your body to help your brain recover) 

如果您感到虛弱、氣促或易倦，則可能會感到難以運動。嘗試逐漸在平日常規中增加

一些溫和的運動。參閱練習部分中的一些建議，會有助開始運動。 

鍛煉您的腦部 

(Exercise your brain) 

嘗試做一些您喜歡且要動腦筋的事情。從具挑戰性但仍能完成的任務開始。當您感到

準備好時，逐漸嘗試做較難的事情。您可以嘗試： 

• 新的嗜好或活動

• 拼圖/猜謎

• 文字和數字遊戲

• 記憶力遊戲

• 閱讀

製作清單、字條和提示 

(Make lists, notes, and alerts) 

嘗試在手機上設置鬧鐘，以提醒您需要做什麼。製作每日清單，或在當眼處留下字

條，以作提醒之用。 

將任務分為小步驟 

(Break down tasks into small steps) 

您可將較大的任務分為較小的任務。這使任務更容易完成。 

例如：在早上，您可能想要： 

1. 起床，刷牙，並梳頭。

2. 休息一下。

3. 穿衣服。

4. 休息一下。

5. 準備早餐並進食。

6. 休息一下。

After Covid-19 - Brain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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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獲取更多有關如何管理記憶力問題和日常任務的要訣。(MyHealth.Alberta.ca) 

抑鬱、焦慮、壓力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感染 COVID-19 可能會影響您的精神健康。當您身體不適或正在康復時，往往會感到

壓力、焦慮（擔心、恐懼）或抑鬱（感到非常悲傷、絕望）。處理這些感覺是康復的

重要一部分。 

如果您已有精神健康護理服務提供者，則建議在康復時多與他們相談。許多服務提供者

皆設有電話或網上支援。如果您沒有精神健康支援，且症狀沒有改善，則應聯繫您的醫

療護理提供方（例如：您的家庭醫生），或致電 Alberta Health Services 的 Mental Health 

Helpline (精神健康熱線) 求助。（連結頁面可能僅提供英語內容。） 

與他人保持聯繫是改善精神健康的另一個方法。如果您無法與他人親身見面，則應透過

網絡或電話與朋友或家人保持聯繫。緊記，尋求協助並沒有什麼問題。讓家人和朋友知

道，即使您並非總是立即回覆，他們在您康復期間主動與您聯繫，亦對您有幫助。 

有關壓力、焦慮和抑鬱，以及協助自己改善心情的方法之詳情，請瀏覽以下連結。另

亦可參閱資源的部分，以了解可從何處取得更多的協助。 

抑鬱 

(Depression) 

• 抑鬱 (MyHealth.Alberta.ca)

• 抑鬱、焦慮，以及身體健康問題 (MyHealth.Alberta.ca)

• 抑鬱：阻止負面想法 (MyHealth.Alberta.ca)

焦慮 

(Anxiety) 

• 焦慮 (MyHealth.Alberta.ca)

• 焦慮：阻止負面想法 (MyHealth.Alberta.ca)

壓力 

(Stress)

• 壓力管理 (MyHealth.Alberta.ca)

• 減輕壓力的方法 (MyHealth.Alberta.ca)

After Covid-19 - Brain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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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取得全年無休的護理師建議和一般健康資訊，請撥打 811 聯絡 Health Link。 

最後更新日期：2021 年 3 月 23 日 

作者：Neurosciences, Rehabilitation & Vision Strategic Clinical Network 以及 Allied 

Health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Education, Health Professions Strategy and Practice 

本資訊僅供參考之用。該資訊不得取代醫療建議、指示或治療。如有疑問，請向您的醫療護理提供方

查詢。 

After Covid-19 - Brain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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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COVID-19 康復 
(After Covid-19) 

重新上班或上學 
(Returning to work or school) 

在從 COVID-19 康復的過程中，逐漸恢復您的正常活動尤為重要。重新上班、上學或

進行其他日常活動的步伐因人而異。 

何時是回復正常活動的最佳時間？ 

(When is the right time to go back?) 

有些人在隔離結束後隨即感到身體狀況良好，可以立即重新上班或上學。另一些人則

可能會出現許多症狀，例如：感到非常疲倦、氣促，以及記憶力問題，且持續數月。

該等症狀會使您更難回復正常活動。（詳情請參閱有關 症狀 和 腦部健康 的部分。）

如果您仍然出現症狀，則現在回復正常活動還為時過早。與您的醫療護理提供方討論

最適合您的選擇。 

如何使重新上班或上學變得較容易？ 

(How can I make going back to work or school easier?) 

在您感到準備好之前，別嘗試一下子重新做您以往做的所有事情。在康復的過程中，

逐漸恢復上班或上學的常規活動為佳。這可能意味著： 

• 與您的僱主討論逐漸恢復工作、改變您的工作時間，或在家工作

• 在康復的過程中，擔當讓您較易應對的工作

• 確保時常稍作休息

• 與校長或老師制定計劃，以按照自己的節奏學習

• 取得託兒支援

以下連結提供更多有關 COVID-19 病癒後重新上班和上學的資訊、提示和建議。 

• 工作和上學（註：此頁面上的資訊亦適用於在生病和腦部損傷後重新上班和上

學的康復者。）（MyHealth.Ablert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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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上學和運動（註：此頁面上的資訊亦適用於在生病和腦部損傷後重新上學

和運動的兒童。）（MyHealth.Alberta.ca）

• 重新上班？（註：有關要訣亦適用於生病和腦部損傷後的情況。）

（MyHealth.Alberta.ca）

• 基本原則：重新上班計劃（此 Government of Canada 資源為制定在康復期間重新

上班的計劃提供建議。）（Canada.ca）

如果在 COVID-19 病癒後面對欺凌或遭受污名怎麼辦？ 

(What if I face bullying or stigma after COVID-19?) 

有些人在 COVID-19 病癒後重新上班或上學時可能會面對欺凌或遭受污名。這包括他

人不善待您，或責怪您生病。如遇這些情況，則應尋求協助。您沒做錯任何事，是您

的工作場所或學校應該支援您的康復。 

了解有關污名化與 COVID-19 的更多資訊。(MyHealth.Alberta.ca) 

如需取得全年無休的護理師建議和一般健康資訊，請撥打 811 聯絡 Health Link。 

最後更新日期：2021 年 3 月 23 日 

作者：Neurosciences, Rehabilitation & Vision Strategic Clinical Network 以及 Allied 

Health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Education, Health Professions Strategy and Practice 

本資訊僅供參考之用。該資訊不得取代醫療建議、指示或治療。如有疑問，請向您的醫療護理提供方

查詢。 

After Covid-19 - Returning to work or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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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COVID-19 康復 
(After Covid-19) 

勤做運動與保持活躍 
(Exercising and being active) 

逐漸恢復運動是 COVID-19 康復過程的重要一部分。細閱下文以了解在身體狀態合適

時重新運動，可如何有助您康復。您亦可了解在家中可以做的運動和伸展練習。 

進一步了解： 

(Read more about:) 

• 運動如何有助康復

• 熱身運動

• 有氧運動

• 力量運動

• 緩和運動

勤做運動與保持活躍：運動如何有助康復 

(Exercising and being active: How exercises helps recovery) 

如果您仍然難以進行穿衣或洗澡等基本的日常任務，則重新開始運動可能為時過早。

過度運動可能會使某些 COVID-19 康復者更加疲倦。緩慢且謹慎地運動為佳。如有任

何疑問，請諮詢您的醫療護理提供方，或致電 Alberta Health Services 的 Rehabilitation 

Advice Line (復康諮詢熱線)。（連結頁面可能僅提供英語內容。）

保持活躍和勤做運動的好處有許多。當您感覺身體狀態足夠良好時，運動是 COVID-

19 康復過程的重要一部分。運動可有助您： 

• 減少氣促

• 增加肌肉強度

• 改善平衡和協調能力

• 思維更清晰

http://www.ahs.ca/ral
http://www.ahs.ca/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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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壓，讓您心情較佳，且自我感覺良好

• 有更多的體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慢慢開始重新運動，並逐漸增至每週運動 5 天，每天 20 至 30 分鐘。您亦可在一天中

多次運動，但每次運動較短時間。緊記，您可能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重新進行您在感染 

COVID-19 前能夠做的所有事情。 

以下各分節提供給您可嘗試的不同運動示例。緊記，任何會使您感到稍微氣促的活動

都算是運動。隨著您感覺身體狀態好轉，您可謹慎地逐漸增加運動的難度。 

安全地運動 

(Exercising safely) 

安全地運動很重要。較可取的做法是，與醫療護理提供方一同制定您在康復期間安全

運動的計劃。這一點很重要，尤其是如果您： 

• 曾因 COVID-19 而住院

• 還有其他健康問題或損傷

• 正接受醫生處方的氧氣治療（如正接受氧氣治療，則必須在進行任何運動之前

與您的醫生討論。）

緊記以下安全運動的要訣： 

• 運動前務必先熱身，而運動後則應做緩和運動。

• 穿著寬鬆且舒適的衣服和運動鞋。

• 飯後至少等待 1 小時後才運動。

• 多喝水。

• 不要在炎熱天氣下運動。

• 於嚴寒天氣下則留在室內運動。

• 運動量應維持在適合您的水平。可稍微挑戰一下自己，但不要過度。

何時與您的醫療護理提供方討論做運動的情況 

(When to talk to your healthcare provider about exercise) 

如果您出現下列任何症狀，則應停止運動或不再運動，並聯絡您的醫療護理提供方： 

After Covid-19 - Exercising and being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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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噁心（胃內的極度不適感）

• 頭暈或眩目

• 嚴重氣促（運動時有些氣促是正常的 — 請參閱感覺氣促一節）

• 感覺胸口緊繃（胸悶）

• 疼痛

了解更多有關勤做運動與保持活躍的資訊 

(Learn more about exercise and being active) 

瀏覽以下連結，以了解更多有關勤做運動與保持活躍的資訊： 

• 體能與運動 (MyHealth.Alberta.ca)

• 如何開始保持活躍：鍛煉和運動 (MyHealth.Alberta.ca)

• 給不喜歡運動者的要訣 (MyHealth.Alberta.ca)

熱身運動 

(Warm-up exercises) 

注意：如果您仍然難以進行基本的日常任務，則重新開始運動可能為時過早。COVID-

19 病癒者在康復期間可能 會發現，過度運動會使他們非常疲累或感覺變差。緊記逐漸

且謹慎地進行運動。諮詢您的醫療護理提供方，以獲取更多建議。 

熱身可使您的身體準備好進行運動，繼而使您不容易受傷。您的熱身運動應持續約 5 

分鐘，而最後您應該會感到呼吸稍微急促。您可坐著或站著做熱身運動。如果您站著

做熱身，應靠著穩定的表面以在有需要時保持平衡。重複每個動作 2 至 4 次。 

聳肩 

(Shoulder shrugs) 

1. 慢慢將肩膀朝耳朵方向抬起。

2. 放下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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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膀打圈 

(Shoulder circles) 

1. 放鬆雙臂並置於兩旁或大腿上。

2. 慢慢將肩膀向前移動一圈，然後再向後移動一圈。

側彎 

(Side bends) 

1. 開始時保持身體筆直，雙臂置於兩旁。

2. 將一隻手臂向地面一側滑落，並向側面彎身。

3. 回到直立狀態。

4. 在另一側重複相同的動作。

提膝 

(Knee lifts) 

每次緩慢地將一側的膝蓋抬起，然後放下。您的腳部每次應離

地約 10 至 15 厘米（3 至 6 英寸）。 

輕踏腳踝 

(Ankle taps) 

1. 如有需要，可靠著穩固的椅子或表面作支撐。

2. 用一隻腳的腳趾往前輕踏，然後用腳跟往前輕踏。

3. 用另一隻腳重複相同的動作。

腳踝打圈 

(Ankle circles) 

1. 用一隻腳的腳趾在空中打圈。

2. 用另一隻腳重複相同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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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做運動與保持活躍：有氧運動 

(Exercising and being active: Aerobic exercises) 

注意：如果您仍然難以進行基本的日常任務，則重新開始運動可能為時過早。COVID-

19 病癒者在康復期間可能會發現，過度運動會使他們非常疲累或感覺變差。緊記逐漸

且謹慎地進行運動。諮詢您的醫療護理提供方，以獲取更多建議。 

有氧運動（也稱為心肺運動）有助您的血液循環和心肺健康。 

原地踏步 

(Marching on the spot) 

如果您不能在戶外散步，或者走路時需要經常坐下，則可選擇此運動。 

1. 如有需要，可靠著穩固的椅子或表面作支撐。在附近準備椅子作休息之用。

2. 每次緩慢地將一邊膝蓋抬起。

如果感覺很容易，則將雙腿抬得更高（可以的話抬至臀部高度）以增加難度。 

登階 

(Step ups) 

如果您不能在戶外散步，或者走路時需要經常坐下，則可選擇此運動。 

1. 使用小台階，例如一段樓梯中最下面的一級

2. 如有需要，可抓住扶手作支撐。在附近準備椅子作休息之用。

3. 重複踏上踏下台階。

4. 每 10 步便換另一條腿重複相同的動作。

如果感覺很容易，則可透過以下方法增加難度： 

• 增加台階的高度或加快步伐

• 如果您的平衡夠穩定，則可在踏上踏下時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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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 

(Walking) 

如果您可在戶外運動，則應選擇散步。按需要使用助行器或拐杖。選擇平坦的路線。 

如果感覺散步很容易，則可透過以下方法增加難度： 

• 走得更快或更遠

• 走上斜路段

慢跑或騎腳踏車 

(Jogging or cycling) 

如果您符合以下條件，則可選擇慢跑或騎腳踏車： 

• 在感染 COVID-19 前能夠進行這些運動

• 身體逐漸康復並準備好可應付難度較高的運動

僅在安全的情況下且得到您的醫療護理提供方同意，方可慢跑或騎腳踏車。 

力量運動 

(Strength exercises) 

注意：如果您仍然難以進行基本的日常任務，則重新開始運動可能為時過

早。 COVID-19 病癒者在康復期間可能會發現，過度運動會使他們非常疲累或感覺變

差。緊記逐漸且謹慎地進行運動。諮詢您的醫療護理提供方，以獲取更多建議。 

當您生病時，您的肌肉可能變弱。強化運動可使您變得強壯。 

嘗試每週進行 3 次力量運動。逐漸增至每次進行 3 組運動，每組重複 10 次，每組之間

稍作休息。如果您感覺這些運動比較困難，不用擔心——從每組重複次數較少開始，

然後逐步增加。隨著您變得更強壯，則可使用增加負重，以增加對肌肉的鍛鍊。 

保持良好的姿勢，背部伸直並收腹。慢慢地做這些運動。緊記在運動較容易的部分時

吸氣，並在較困難的部分時呼氣。例如，於二頭肌彎舉中，在抬高負重時呼氣，並在

放下負重時吸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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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頭肌（前臂）彎舉 

(Bicep (upper arm) curl) 

您可坐著或站著做這個運動。 

1. 雙臂置於兩旁，雙手各握著負重，手掌朝前。如果沒有啞鈴，

則可使用一罐食物或一瓶水。

2. 保持上臂靜止不動。

3. 輕輕彎曲您的肘部以抬起兩側下臂，並將負重抬起。

4. 慢慢將負重放下。

如果感覺很容易，則可透過增加負重以增加難度。 

推牆操 

(Wall push off) 

1. 將您的雙手提至肩膀高度並按在牆壁上，手指朝上，雙腳離牆壁

約 30 厘米（1 英尺）。

2. 保持身體挺直，彎曲肘部將身體慢慢靠向牆壁。

3. 然後再輕輕將身體推離牆壁，直到手臂伸直為止。

要增加難度，則可站在距離牆壁較遠的地方。 

手臂側舉 

(Arm raises to the side) 

您可坐著或站著做這個運動。 

1. 雙手握著負重，雙臂置於兩旁，手掌朝內。如果沒有啞鈴，

則可使用一罐食物或一瓶水。

2. 將雙臂往側面抬高至您肩膀的水平（但不要抬得更高）。

3. 慢慢將手臂放下。

如果這使肩膀疼痛，則嘗試作出以下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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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使用負重。

• 拇指指向與身體相反的方向。（當手臂抬至肩膀水平時，拇指將指向天空。）

• 雙臂稍微向前伸。（不將雙臂完全往側面抬高，而是將其抬高至正側面與正前

方之間的某個平面。找出最適合您的角度即可。）

要增加難度，則可將手臂抬得更高（但不要高於肩膀水平），或增加負重。 

坐下起立 

(Sit to stand) 

1. 坐下，雙腳分開並與臀部同寬。

2. 雙臂置於兩旁或交叉在胸前，然後慢慢站起來。

3. 保持姿勢並數 3 下。

4. 慢慢地坐回椅子上。

在整個運動過程中，雙腳保持緊貼在地板上。 

如果您無法不使用手臂而從椅子上站起來，則嘗試使用較高的椅子。如果

一開始仍然難以站起來，則用雙臂支撐起身。 

增加難度的方法有： 

• 十分緩慢地做這個運動

• 使用較矮的椅子

• 手握負重緊貼胸前

伸直膝蓋 

(Knee straightening) 

1. 雙腳併攏坐在椅子上。

2. 伸直 1 邊膝蓋，並保持腿部伸直一會兒，然後慢慢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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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另一條腿重複相同的動作。

要增加難度，則可將腿部伸直並數 3 下，或更緩慢地做這個運動。 

下蹲 

(Squats) 

1. 背靠牆壁或其他穩定的表面上，稍微分腿站著。

2. 將雙腳移至距離牆壁約 30 厘米（1 英尺）的位置。（或將雙手放

在穩定的椅背上。）

3. 背靠牆壁或握著椅子，然後慢慢稍微彎曲膝蓋。您的背部會沿牆壁滑下。

4. 保持臀部高於膝蓋，且不要在下蹲時讓膝蓋超越腳趾。

5. 稍停片刻，然後再次慢慢伸直膝蓋。

增加難度的方法有： 

• 更多地彎曲膝蓋（但臀部要比膝蓋高）

• 保持下蹲姿勢（屈膝）並數 3 下，然後伸直膝蓋

墊腳尖 

(Heel rises) 

1. 將雙手放在穩定的表面上作平衡，但不要將重心靠在雙手上。

2. 慢慢墊起腳尖。

3. 再慢慢將腳跟放下。

您可以墊腳尖站立並數 3 下，或單腳墊腳尖，以增加這個運動的難度。 

緩和運動 

(Cool-down exercises) 

注意：如果您仍然難以進行基本的日常任務，則重新開始運動可能為時過早。COVID-

19 病癒者在康復期間可能會發現，過度運動會使他們非常疲累或感覺變差。緊記逐漸

且謹慎地進行運動。諮詢您的醫療護理提供方，以獲取更多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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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和運動（如下述的伸展運動）可讓您的身體在停止運動前回復平常狀態。另亦有助

於減少運動後的酸痛。 

您的緩和運動應持續約 5 分鐘。輕柔地進行每個伸展運動，並保持伸展動作 15 至 20 

秒。您可在緩和運動期間做每個伸展運動 1 至 3 次。 

如果您無法做到以下所有動作，則做您能做到的即可。您亦可嘗試緩慢步行或輕鬆地

原地踏步，或者坐著或站著重複熱身運動。 

側面伸展 

(Side stretch) 

1. 將右臂伸向天花板，然後稍微向左側傾斜。您應該感到身體右

側的拉伸。

2. 回到起始的位置。

3. 在另一側重複相同的動作。

肩部伸展 

(Shoulder stretch) 

1. 將手臂伸向前方。

2. 保持手臂伸直，並將其在肩膀高度包圍住您的身體。

3. 用另一隻手將手臂往胸前擠壓，以使肩膀感到拉伸。

4. 回到起始的位置。

5. 在另一側重複相同的動作。

大腿背部（腿筋）伸展 

(Back of thigh (hamstring) stretch) 

1. 坐在椅子的邊緣，背部挺直，雙腳平放在地板上。

2. 將一條腿往前伸直，腳跟貼在地板上。

3. 將雙手放在另一邊大腿上作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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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儘可能坐得較高，臀部稍微向前彎曲，直至感到大腿背部輕微拉伸。

5. 回到起始的位置。

6. 在另一側重複相同的動作。

小腿伸展 

(Lower leg (calf) stretch) 

1. 分腿站立，向前傾並靠在牆壁或穩固的東西上作支撐。

2. 保持身體直立，並將一條腿往後踏。

3. 雙腳朝前，彎曲前膝蓋，保持後腿伸直，並將腳跟貼在地板

上。您應該感到小腿背部輕微拉伸。

4. 回到起始的位置。

5. 在另一側重複相同的動作。

大腿前部（股四頭肌）伸展 

(Front of thigh (quad) stretch) 

1. 站起來並抓著穩固的東西作支撐。

2. 將一條腿在身後向上彎曲。

3. 如果可以，則用同一側的手握住腳踝或小腿背部。

4. 將腳向臀部抬起，直至感到大腿前側拉伸。

5. 膝蓋保持併攏，背部保持筆直。

6. 回到起始的位置。

7. 在另一側重複相同的動作。

如需取得全年無休的護理師建議和一般健康資訊，請撥打 811 聯絡 Health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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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更新日期：2021 年 3 月 23 日 

作者：Neurosciences, Rehabilitation & Vision Strategic Clinical Network 以及 Allied 

Health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Education, Health Professions Strategy and Practice 

本資訊僅供參考之用。該資訊不得取代醫療建議、指示或治療。如有疑問，請向您的醫療服務提供方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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