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

冷敷及熱敷是一種物理治療方法，主要用於減輕疼痛、舒緩肌肉痙攣等徵狀，常於
家居中使用。

-

冷敷及熱敷用品可以是自製的，例如用熱毛巾或冰粒，也可以從市面上購買得到。
冷敷及熱敷用品各有特性及使用方法。然而，不正確使用冷敷或熱敷，有機會導致
徵狀惡化，甚至會導致凍傷、燙傷或觸電等嚴重的問題。

熱敷

Heat Therapy

原理及作用
-

熱敷能提升患處的溫度，使患處皮下血管擴張，並增加患處血液循環，達至去腫及
止痛的效果。熱敷亦可舒緩肌肉痙攣、減低關節僵硬，改善軟組織柔韌度及加速痊
癒。

-

熱敷適用於舒緩慢性炎症及痛症，例如慢性退化性關節炎、腰頸背痛或肌肉疲勞等，
但不適用於患處有發紅或發熱徵狀的情況。

使用方法
-

熱敷可分濕熱式和乾熱式兩種。濕熱式熱敷主要依靠濕的熱源體，如熱毛巾，來增
強熱力滲透皮膚的效能。乾熱式熱敷則依靠乾的熱源體，如電熱墊，來發揮作用。
雖然使用起來較濕熱式容易及方便，但會令患處皮膚變乾。

-

進行熱敷時，將熱敷用品直接敷在患處上，每次熱敷不可多於二十分鐘，每日二至
三次。患處應感覺和暖及舒適，不應感到灼熱或”滾燙”。如感到”滾燙”，乃是燙傷或
燒傷的警號。

不適宜使用熱敷的情況
1. 急性炎症或新近受傷的部位。因熱敷會加劇患處腫脹及疼痛，令病情惡化。
1

2. 患處有傷口、皮膚炎症或出血的情況。
3. 患處血液循環欠佳，例如患有周邊血管病的人士。
4. 不能分辨冷熱感覺的人士，例如因糖尿病或中風引致皮膚觸覺減弱的人士。
5. 對於年長及有循環系统問題的人士，在使用熱敷前，應先徵詢醫生或物理治療師的
意見。
6. 不能明白指示的人士，例如患有嚴重認知障礙症的人士。

冷敷

Cold Therapy

原理及作用
-

冷敷能令患處溫度降低，使患處皮下血管局部收縮，達到消炎、去腫及減少皮下出
血的效果，另外亦可減輕肌肉痙攣及止痛。

-

冷敷可用於急性炎症及新近受傷的部位 (即患處有紅、腫、痛、熱的徵狀)，例如扭
傷或急性關節炎等。

使用方法
-

進行冷敷時，將冷敷用品敷在患處上，每次冷敷不可多於二十分鐘，每日二至三次。
患處皮膚會先感到冰冷，繼而麻痺、發紅及痛楚逐漸消失，但要避免凍傷。若患處
於冷敷後出現紅疹、痛楚加劇、持續不適，應儘快求醫。

不適合用冷敷的情況
1. 患處有傷口或皮膚炎症。
2. 患處血液循環欠佳，例如患有周邊血管病的人士。
3. 不能分辨冷熱感覺的人士，例如因糖尿病或中風引致皮膚觸覺減弱的人士。
4. 對冷敷過敏或不能忍受的人士。
5. 循環系统有問題的人士，例如患有心臟病及高血壓的人士，應先請教醫生或物理治
療師，才使用冷敷。
6. 不能明白指示的人士，例如患有嚴重認知障礙症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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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冷敷及熱敷用品要注意的事項
1. 要留意各類冷敷及熱敷用品的使用說明及安全資料。為免出現燙傷或凍傷，冷/熱敷
用品可與毛巾、墊套或布墊同時使用。
2. 應避免將患處壓在冷/熱敷用品之上，以免發生意外。
3. 使用冷/熱敷後，如患處痛楚加劇、持續不適或出現紅疹等情況，應儘快求醫。
4. 止痛药膏會影響皮膚的感覺，所以應先進行冷/熱敷，然後才塗上止痛药膏，以免增
加凍傷及燙傷的機會。
5. 因兒童及年長人士的皮膚比較容易出現燙傷或凍傷，使用冷/熱敷時應加倍小心及留
意。另兒童應在成人指導下使用冷/熱敷用品。
6. 使用冷/熱敷墊前，先檢查該用品有沒有滲漏或被刺穿。如有這些情況，請即棄掉及
徹底洗乾淨雙手，切勿自行修補敷墊。
7. 如皮膚或眼睛不慎接觸到敷墊內的凝膠，應立即移開敷墊，並以清水徹底清洗該處。
如不慎誤服敷墊內的凝膠，應立刻求醫。

熱敷用品及其使用方法：
名稱:

使用方法 :

1.

熱毛巾

-

將毛巾放入中度和暖水中，扭乾後 敷在患處之上，可作濕熱式熱敷。

熱毛巾的溫度維持時間較短，須重
複上述步驟多次才獲得較佳效果。

2.

暖水袋

-

先將適量中度和暖的水注入暖水 袋內，測試及確定暖水袋沒有滲漏
及將其預熱。再重新將中度和暖的
水注入暖水袋至大約三分之二滿。
為了令暖水袋更貼服於皮膚上，請 盡量將袋內空氣擠出，直至袋內的
水位到達近袋頸位置，然後將袋蓋
扭緊及用附上之布套或毛巾(乾或
半濕暖毛巾)包裹，再敷在患處。

暖水袋的溫度能維持較長時間，而
且價格較平及容易購買，但經多次
使用後暖水袋的膠質會續漸老
化、變硬及出現裂紋。
此外，如果沒有把袋蓋扭緊，亦會
有漏水的機會。

內有透明的化學液體及金屬片。用 手指將金屬片按壓，透明的液體會
轉變成晶體狀並發出熱力。
宜先用毛巾(乾或半濕暖毛巾)包裹
後才敷在患處。
使用後，須用爐具將即熱暖袋加熱
還原成液體狀，冷卻後備用。

即熱暖袋可隨時隨地使用而毋須
特別的預備程序。
不過，其還原的程序較繁複，同時
要注意安全使用爐具。

-

3.

即熱暖袋 -

-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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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使用方法 :

4. 內含凝膠 的敷墊
-

-

5. 用微波爐 加熱的敷墊
-

6.

電熱墊

-

-

注意事項：

可供冷敷及熱敷兩用，加熱的模式 主要分為用熱水浸或用微波爐加
熱。
無論用熱水浸或用微波爐加熱敷
墊，均須將敷墊內的凝膠推平令其
平均分佈於敷墊內，以免造成不平
均加熱的現象。
敷墊加熱後宜用附上之布套或毛
巾(乾或半濕暖毛巾)包裹後才敷在
患處。

因為不同的產品在加熱時間、微波
爐的火力控制和加熱的方法或有
不同，所以必須依據製造商的指示
為敷墊加熱。

內含特殊物料，外層用綿質布料包 裹，可藉空氣中濕氣來提供濕熱式
熱敷的效果。
將敷墊放入微波爐加熱即可使 用，敷墊可直接或用附上之布套包
裹後才敷在患處上。
-

敷墊備有不同的形狀配合不同的
身體部位使用，例如背部、腰部或
肩部。
要注意不同的產品在加熱的時間
及微波爐的火力控制或有不同，必
須依據製造商的指示為敷墊加熱。
由於敷墊可重覆使用，每次使用後
須依照使用說明書指示來清潔。

須連附上之布套一併使用，並能提 供類似濕熱式熱敷的效果。
使用者可按產品的型號用人手控 制或預設功能來調較所需的溫度
及使用時間。
使用前，須檢查電熱墊有否損壞， 以免觸電，如有疑問請先聯絡製造
商或供應商。
-

電熱墊備有不同的尺碼及形狀，而
價錢則較其他熱敷用品為高。
使用電熱墊時必須注意電力安
全，電壓及電源插頭必須符合本地
要求。
此外，不要刺穿(例如使用扣針)或
用力摺疊電熱墊以免令發熱線損
壞。
切勿於睡覺時使用或將患處壓在
電熱墊上，亦不能將電熱墊當作電
熱毯使用。
切記電熱墊不能與熱水袋共用，以
免熱水袋漏水時增加漏電的危險。

7. 一次性使 用的即熱敷墊

一次性使用的即熱敷墊毋須預先 加熱，只須將包裝袋撕開，敷墊接
觸空氣後便會發熱。
-

一次性使用的即熱敷墊可隨時隨
地使用而毋須特別的預備程序。
然而，此類敷墊只可使用一次，所
需費用較高。
此外，使用者必須依據製造商的指
示使用，例如放在布套內使用，並
注意使用的時間不可超出製造商
指示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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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敷用品及其使用方法：
名稱:

使用方法 :

1. 冰水

-

注意事項:

將冰與水以一比一的比例放在盤 中來浸患處。
-

雖然此方法簡單方便，但是只適合
用於較小的部位，例如手指、手掌
或足部等。
如果使用時間太長可引至凍傷。

2. 冰粒

-

將冰粒由冷藏格取出，用毛巾隔著 冰粒用手拿著，然後將冰粒較平滑
的部份直接放在患處上前後移動
或以打圓圈的形式按摩三至十分 鐘，但勿用力將冰塊加壓在患處。

此方法只適用於較小的範圍。由於
冰粒須直接接觸皮膚，如冰粒表面
不平滑，可用水冲至平滑。
另外為免出現凍傷，冷敷的時間應
較短及切勿將冰粒固定在同一位
置太久。

3. 傳統冰袋

-

首先測試及確定冰袋沒有滲漏，然 後將冰粒放入冰袋內到大約三分
之二滿。

須注意不要將注入水的冰袋直接
放入冷藏格冷卻。

-

盡量將袋內的空氣擠出，然後將袋
蓋扭緊及用毛巾包裹，再敷在患處
之上。

-

可用膠袋/密實袋及冰粒自製冷敷 用品。
首先測試及確定膠袋/密實袋沒有
滲漏，然後將冰粒及少量水放入膠
袋/密實袋內並封好，患處要用毛
巾覆蓋好才進行冷敷。

4. 自製冰袋

-

5. 內含凝膠的
敷墊

-

6. 即凍敷墊

-

此方法較簡單亦毋須太多預備程
序，但要留意避免放過量冰粒令冰
袋太重。

可供冷敷及熱敷兩用。
先將敷墊內的凝膠推平令其平均
分佈於敷墊內，然後將敷墊放入冷
藏格冷卻。
需要時取出用附上之布套或毛巾
包裹後才敷在患處。
常用於運動受傷後的急救處理。 即凍敷墊毋須預先冷藏，先將敷墊
內袋和外袋的液體混合，敷墊隨即
變凍並可使用。

一般即凍敷墊只可使用一次，所需
費用較高。

衞生署
醫療儀器科
二零二一年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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