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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截肢是指肢體因為外傷或疾病，以外科手術的方式切除

部份或整個肢體。最普遍的截肢手術是膝上或膝下截

肢。 

這本護理指南希望為患者、家屬及照顧者提供清晰的指

導，使他們能夠學習到下肢截肢護理的重點，早日康復，

重新適應及投入新生活。 

 

(二) 截肢手術的適應症 

以下是本港患者接受下肢截肢的主要原因︰ 

 糖尿病併發症引起的嚴重潰瘍 

 周邊血管病變 

 嚴重感染 

 嚴重骨折或外傷 

 腫瘤 

 先天或後天性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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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下肢截肢種類 

一般截肢的部位會視乎肢體受傷程度、感染的嚴重性、

該處血液循環及附近軟組織的情況而定。 

 

 

 

 

 

 

 

膝關節以上(大腿)截肢 

膝關節以下(小腿)截肢 

髖關節截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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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手術前準備 

1. 醫生會向患者解釋手術作用、過程及可能發生的併發

症，並簽署手術同意書。 

2. 進行必要的術前檢查，包括驗血，照 X光及心電圖

等。 

3. 儘量控制原有的病情：例如控制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

平。 

4. 如有需要，會使用抗生素控制感染情況。 

5. 因應情況，轉介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或義肢矯形

師評估，並計劃手術前、後的護理。 

6. 了解營養狀況，需要時轉介營養師，促進術後傷口癒

合。 

7. 患者應調整心情，預備接受手術。康復是需要時間和

耐性的。保持樂觀及正面的態度投入復康訓練，有助

再次融入社會。 

  



7 
 

(五) 手術過程 

手術一般在全身麻醉或脊椎麻醉下進行。手術部位的皮

膚、肌肉、神經及血管等會被分離，然後截斷骨骼，止

血及縫合截肢殘留部位的軟組織，並在手術部位放入導

管引流附近的積血及分泌物。最後，傷口會用外科釘或

縫線縫合。 如傷口癒合進度良好，引流導管大約會在手

術後兩天拔除，而縫線或釘則會在兩至三星期左右拆

去。 

 

(六) 手術後護理 

手術後，傷口容易因為護理不當或細菌感染而發炎，患

者亦要面對肢體功能改變、幻肢痛以及義肢裝配等復康

問題。因此，患者及照顧者必須認識正確的手術後護理，

並學懂面對可能會出現的各種問題。  

(安裝義肢與否取決於很多因素，包括患者的年紀、身體

狀況、手術前的活動能力、患肢的長度及狀況等，詳情

請向你的醫護人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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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痛楚護理 

截肢手術後，患者出現幻肢感及幻肢痛是正常現象。徵

狀通常會隨時間而慢慢減退，部份個案的痛楚感覺會持

續一段較長時間。 

 

A. 幻肢感 (Phantom sensation) 

因截肢神經傳導失調，患者仍會感覺到已不存在的肢體。

因此要做好預防跌倒的措施，避免再度受傷。 

 

B. 幻肢痛(Phantom pain) 

雖然止痛藥可以舒緩截肢後的傷口疼痛，但若患者感受

到不存在的肢體出現疼痛即可視為幻肢痛。常見有電撃、

切割、撕裂、麻痺、針刺或燒傷的感覺，夜間的情況可

能比日間嚴重，甚至持續數年時間。 

 

處理方法： 

 手術前，可以藥物和非藥物的方法控制痛楚，例如分

散注意力和認知訓練等，避免因為「先入為主」而令

自己牢記手術前的痛楚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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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肌肉及皮膚結實，減少麻痺感覺，待傷口癒合後

可開始輕拍(Tapping)、輕搓(Massage)患肢。每天 1

至 2次，每次 10至 15分鐘，可逐漸增加次數和力度。 

 

輕搓(Massage) 

 

輕拍(Tapping) 

 

  



10 
 

 為減低截肢因手術後引起的敏感反應。首先，可利用

柔滑的物料磨擦過度敏感的位置。當敏感度下降後，

可轉用較粗糙一點的物料，並且加強磨擦力度。每 2

小時做一次，每次 15 分鐘。 

物料依其柔滑度可使用以下物料： 

絲質→棉質→絨布。 

 

 

 

 最後，正確以繃帶包紮患肢，亦有助舒緩幻肢感與幻

肢痛的情況。(詳細包紥方法見下文) 

  

 

棉花球 

打圈 

毛巾
布 

 



11 
 

2. 傷口護理 

 預防感染 

傷口必須保持 傷口必須保持 乾爽、 乾爽、 清潔 。

密切監察傷口情況，一旦出現感染徵狀 (如異常痛楚、

紅腫、發熱、異味、出血或含膿)，需要告訴醫護人

員。 

 減少傷害 

避免過份摩擦、擠壓傷口。 

避免包紮患肢過緊。 

 促進癒合 

維持均衡飲食，攝取足夠營養。 

依時覆診及食藥，維持穩定的血糖水平。 

進行適合及適量的運動以促進血液循環。 

 

膝下截肢手術後，一般可以較堅硬的物料製成之膠托 

(Removable Rigid Dressing) 來保護截肢。該矯形器有

助控制下肢水腫，及防止髖關節和膝關節屈曲等。後期，

傷口蓋上敷料及纏繞彈性繃帶(Elastic Bandage)或彈

性襪 (Stump Shrinker)，以助控制或減低水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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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襪 (Stump Shrinker) 

彈性襪適合較年長或手部活動能力較弱的患者使用。注

意，如有傷口未痊癒，便應先包紮好傷口，方可穿上，

並且要時常檢查彈性襪有否鬆脫。 

 
 

彈性繃帶(Elastic Bandage) 

傷口癒合後，亦應持續日夜包紮，令截肢能收縮至適當

及穩定的程度，以免難以裝配義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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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正確擺放姿勢 

為了預防關節屈曲、變形，應隨時維持正確姿勢。 

 

 為了預防髖關節及膝關節攣縮，膝上截肢者若傷口情

況允許，每日至少俯臥 1 小時，這是很重要的。 

 截肢應盡量保持向內收及自然伸直姿勢。 

 截肢勿長時間擺放在彎曲姿勢，以免關節攣縮僵硬，

無法裝配義肢走路。 

 站立時骨盆應保持水平位置。 

 同一坐姿或坐輪椅每次勿連續超過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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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上截肢請注意 

A. 勿以枕頭隔開雙腿 

 
 

B. 截肢勿放在助行器或拐杖上，使截肢彎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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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下截肢請注意 

A. 坐時，勿彎曲截肢膝關節 

 
B. 截肢勿垂放在床沿，使膝關節彎曲 

 
C. 平躺時，勿彎曲截肢膝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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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預防跌倒 

 如你的血壓不穩定或感到頭暈不適，請勿下床，並立

即通知護士。 

 如地面濕滑，請先知會病房職員處理。 

 離床活動時(包括上廁所)，必須依照護理人員及物理

治 療師的指示小心進行，並在離床前輕觸患肢以確

保減少幻肢感的影響幻肢感的影響。 

 穿著合適長度的衣褲，慎防跘倒。 

 

5. 飲食與營養 

手術後，患者需要足夠營養以助傷口癒合，亦需要額外

的能量去應付訓練及使用助行器，因此需注意以下事

項： 

 注意均衡飲食，不要偏食，要飲足夠水份。 

 戒煙，因為吸煙會影响傷口癒合。 

 避免體重過重或過輕，可以透過復康運動去强化肌

肉。 

 若是糖尿病患者，請依營養師指示進食。 

 有關飲食與營養的問題，需要時可轉介營養師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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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康復期護理 

1. 存肢及患肢的護理 

 

每日清潔： 

 手術後，截肢附近之皮膚是很容易受刺激及創傷，引

致發炎，因此必須注意截肢的健康和衛生。 

 截肢用無藥性的中性肥皂洗滌，勿用手抓皮膚。清潔

後，用毛巾將腳完全抹乾，切勿讓皂水留在截肢上，

因為這樣乾後的皮膚會受到刺激而引致發炎。切勿使

用烈性消毒劑塗搽在截肢的皮膚上(例如:碘酒)。清

洗完截肢後，可塗上適量護膚膏，切勿塗上含酒精成

份的用品。 

 通常清潔截肢的工作最好在晚上做，切勿在晨早將截

肢洗濕，因為濕的皮膚容易引起腫脹，同時會黏在義

肢套上，因而互相磨擦而引致皮膚發炎。 

 繃帶，以中性肥皂浸泡(不可用力揉洗)，然後將水擠

出（不用扭），攤平晾於陰涼處，鬆鬆的捲起，以備

下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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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截肢常見的問題： 

A. 擦傷 

如果截肢的皮膚被義肢擦傷請依照以下步驟處理： 

 用溫水將傷處洗淨，然後塗上溫和的抗菌消毒劑，最

後用經消毒的藥水膠布包好，減少穿著義肢的時間。 

 如果皮膚時常被擦傷便要找義肢矯形師幫忙。 

 如果擦傷處有發炎的現象，必須請醫生診治。 

 

B. 皮膚起水疱時應注意的事 

 如水泡細小而不覺得痛的話，用溫和的抗菌消毒劑洗

滌即可，如治理不當或用未經消毒的器具，自行將水

疱擠破，會導致發炎和傷口感染。 

 如果水泡面積是相當大，而且覺得疼痛以及經常發生

的話，便要去請醫生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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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腫脹 

在復原期內，截肢通常會發生腫脹，其後或因義肢的不

妥善穿著，同樣的情形也會發生，因此為了防止及治療

這種情況，要注意下列幾點： 

 將截肢套上壓力襪或包紮彈性繃帶，以控制或減低水

腫。 

 休息時，短暫墊高截肢一段時間，這樣可以增進血液

循環，減少腫脹的發生。 

 如果腫脹的地方是在膝蓋以下，應盡量避免屈膝曲過

久。 

 假如因為假腳未能妥善，便要請教義肢矯形師。 

 

D. 瘡和膿腫 

這是兩種比較嚴重的細菌感染，症狀是發燒、患處紅腫、

痛及有膿疱形成。如果發生這種情形時，應立即找醫生

診治，並暫時停止使用義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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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繃帶包紮法 

A. 膝上截肢包紮法 

 

1. 先由前面開始，由上面打對角向下拉 

2. 然後繞過後面做半個圈的環形包紮 

3. 在後面打對角由上向下拉 

 

4. 開始 8字形包紮 

a. 先從前面打對角由下向上拉，繞過後面 

b. 再從前面打對角由上向下拉，繞過後面 

 

5. 重覆 8字形包紮直到尾段，做兩個環形包紮 

6. 最後用膠布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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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先做一個環形包紮 

6. 再由前面由下向上拉到腰的位置 

7. 在腰部做兩個環形包紮 

8. 最後用膠布固定在腰的位置 

 

B. 膝下截肢包紮法 

 
1. 先由膝頭對上的位置開始第一層的包紮 

2. 由上面打對角向下拉 

3. 然後繞過後面 

4. 再由下打對角向上拉 

5. 在膝頭上面打橫包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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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後面打對角由上向下拉 

7. 開始 8字形包紮 

a. 先從前面打對角由下向上拉，繞過後面 

b. 再從前面打對角由上向下拉，繞過後面 

 

8. 重覆 8字形包紮直到膝頭下方的位置 

9. 尾段做一個環形包紮 

10. 然後在後面打對角由下向上拉到膝頭上面位置

做一個環形包紮，最後用膠布固定 

 

包紮注意事項： 

 包紮時，鬆緊要適宜，壓力要平均。 

 避免留有皺摺，可以用手拉平有皺摺的地方。 

 膝上截肢包紮之後，要露出膝頭，不要被繃帶完全覆

蓋，以免影響活動能力。 

患者需要持續預防關節屈曲、變形，以免影響義肢的穿

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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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復康運動 

膝上截肢復康訓練如下： 

A. 拉筋 

 大腿屈肌伸展(Hip flexor stretching) 

俯臥於床上，把毛巾卷置於截肢下方，毛巾的厚度應剛

好令大腿前方有拉扯的感覺，保持 20分鐘，可調整毛巾

厚度增加拉扯程度。 

 

 

B. 肌肉訓練 

 大腿屈肌訓練(Hip flexion strengthening) 

俯臥於床上，把毛巾卷置於截肢下方，截肢用力向下壓，

使臀部抬高，保持 10秒，放鬆，重複 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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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腿伸肌訓練(Hip extensor strengthening) 

平躺床上，把毛巾卷放於截肢下方，另一隻腳保持垂直。

截肢用力向下壓，使臀部抬高，保持 10秒，放鬆。重覆

10次。 

 

俯臥於床上，截肢向上抬起，保持 10秒，放鬆，重覆

10次。 

 

 

 大腿外展肌訓練(Hip abduction strengthening) 

側臥於床上，截肢向上抬起，保持 10秒，放鬆，重複

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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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把彈性運動帶捆綁於截肢近末端，用力把截肢向外張

開，保持 10秒，放鬆，重複 10次。 

 

 

 大腿內收肌訓練(Hip adduction strengthening) 

側臥床上，正常腳膝蓋屈曲並繞過截肢，放在前方，截

肢向上抬起，保持 10秒，放鬆，重複 10次。 

 

平躺床上，把毛巾卷放於兩腿之間，雙腳用力擠壓毛巾，

保持 10秒，放鬆，重複 10次。 

  



26 
 

 腹肌訓練(Abdominal muscle strengthening) 

平躺床上，正常腳屈膝放於床上，雙手放於膝上，截肢、

頭和肩一起向上抬起，保持 5秒，放鬆，重複 10次。 

 

 

 上肢肌肉訓練(Upper limb strengthening) 

坐在床上，雙腳平放，雙手伸直，用力把身體抬起離床，

保持 5秒，放鬆，重複 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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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下截肢復康訓練如下： 

A. 拉筋 

 小腿伸肌伸展(Knee extensor stretching) 

雙腳平放於床上，把大腿向胸口方向拉近，再盡量屈曲

膝蓋，大腿前方會有拉扯感覺，保持 10 秒，放鬆，重

複 10次。 

 

 

 小腿屈肌伸展(Knee flexor stretching) 

坐在地上，把兩腳張開，膝蓋伸直，腰背伸直，再把上

身向一邊彎下，令大腿後方有拉扯的感覺，保持 10 秒，

放鬆，再向另一邊彎下，保持 10 秒，放鬆，重複 1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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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肌肉訓練 

 小腿伸肌訓練(Knee extensor strengthening) 

俯臥床上，把毛巾卷放於截肢下方，截肢用力向下壓，

直至膝蓋伸直，保持 10秒，放鬆，重複 10次。 

 

 

 小腿屈肌訓練(Knee flexor strengthening) 

平躺床上，把毛巾卷放於截肢下方，截肢用力向下壓，

使膝蓋屈曲，保持 10秒，放鬆，重複 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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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義肢的護理 

視乎患者手術前、手術後的情況及復康進展，在適當情

況下，義肢矯形師會為患者安排裝配義肢及進行相關訓

練，以助回復日常獨立活動的能力。初期會有不適應，

但可由義肢矯形師不斷修改以配合肢體，避免造成壓瘡，

達到行動自如的效果。 

 

 裝上義肢之前，應穿著截肢襪，最好選用棉製品或羊

毛製品。 

 每日一定要更換，洗法如下： 

 應用手輕柔搓洗，切勿放進洗衣機。 

 將截肢襪或繃帶平放陰涼處晾乾，切勿放在陽光下

曝曬，並要避免接近太熱的東西，否則便會損壞繃

帶的彈性。每次洗滌後，應乾透才可再用。 

 襪子若破了，就應更換，因為縫補襪子所造成的皺摺，

會產生刺激損害皮膚。 

 如使用繃帶，每天須放鬆繃帶三至四次，用鏡子檢查

截肢有否發紅、水泡、破皮等情況。如果皮膚時常被

腳套擦傷，便要請教義肢矯形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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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清潔義肢上的汗水與塵土，用濕布沾肥皂擦拭內

面，再用沾水濕布，擦去肥皂；絕對不要把水灌入內，

因為水會使義肢上皮革的部分毀壞，也會使義肢關節

鏽蝕。潮濕的內腔刺激皮膚，使截肢破損與感染。 

 如果擦傷處有感染象徵，便要請醫生診治。 

 請勿嘗試去調整或改變義肢的任何部件。遇疑難，請

立即找義肢矯形師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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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心理及情緒護理 

截肢會令患者無論在身體構造上、精神上或活動能力上

都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患者及其家屬要面對很多突如

其來的衝擊及生活上的各種困難，容易感到失落和無助，

情緒低落，也會因為要再次融入社會而感到不安及焦慮。

如持續遇上以上的情緒反應，患者及其家屬可以： 

 鼓勵及支持患者，多給與關心及正面的支持。 

 要明白及體諒患者面對的困難，多聆聽他們的傾訴。 

 多陪伴患者，讓患者在相處的時間有機會抒發情緒。 

 與患者一起訂立實際、可達到的短期和長期目標，並

一同努力實踐。不要隨便給與假希望。 

 鼓勵患者參與興趣小組，増加生活樂趣，並從中得到

成就感和滿足感。 

 如出現情緒低落、反應/思想遲緩、自責自罪、失眠、

食慾不振等抑鬱症徵狀，應儘快向醫護人員或心理學

家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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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出院須知 

 每天仍應檢視截肢端是否有起水泡、破皮等情況。同

時也應檢查健肢狀況。 

 持續進行復康運動。 

 注意截肢正確擺放姿勢。 

 持續使用彈性繃帶包紮截肢或穿著彈性襪，並遵守包

紮原則。 

 依指示按時覆診。 

 若有下列症狀應立即聯絡儘快覆診： 

 傷口有紅、腫、熱、痛等發炎現象或異常的分泌物。 

 傷口持續且劇烈的疼痛。 

 傷口縫合處破裂。 

 持續發燒不退。 

 出院回家初期，很多時於半夜起床時跌倒（去廁所或

突然要聽電話，但拐杖或忘記義肢）。所以，臨睡前

應將拐杖放於床邊或容易取得之地方：並切記起床時

必需用拐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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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生活重整 

指導患者及家屬如何面對新生活，例如：轉工、改變家

居環境來適應患者之需要（例如：浴室安裝扶手等）。 

患者要恢復以往的社會生活，時間和耐心是必要的；而

且必須保持樂觀之心理，對再次融入社會有幫助。 

 

9. 社區支援 

截肢手術後的康復過程是漫長。除了病人、家屬、照顧

者及醫護人員的緊密合作外，社會上還有不同團體提供

支援服務，例如復康訓練、團體活動及同路人分享小組

等。積極參與有助患者走出困境及創傷，早日康復，並

重新適應及投入新生活。 

(以下內容只供參考，資料或會因時有所更改) 

 

香港復康會 (電話︰2534 3300) 

enquiry@rehabsociety.org.hk 

 

香港復康會於 1959年成立，是政府認可的註冊慈善團

體。在香港及國內已成立了超過 20個服務單位，為殘

疾人士、長期病患者及長者提供適切而優質的無障礙運

輸及旅遊、復康和持續照顧服務，包括社區及日間照顧

mailto:enquiry@rehabsociety.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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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復康巴士」及院舍護理服務。 

 

香港復康力量 (電話︰3471 7000) 

http://www.hkrp.org 

 

於一九九五年成立的慈善復康服務機構，主要服務對象

為肢體傷殘人士、長期病患者及精神病康復者。使命是

激勵殘疾人士發展，協助他們積極就業，融入社會，並

促進復康政策改善，令香港發展成無障礙城市。該會開

辦的「殘疾人士就業培訓中心」專責為殘疾人士提供職

業培訓與實習機會。 

 

 

香港傷健協會 (電話︰2551 4161) 

http://www.hkphab.org.hk/archives/category/publication-ch/phab-resource-library-ch 

  

「傷健資源庫」內含各種傷健共融相關的資訊，更有與

不同專業團體合作推出的教材、可作為基礎訓練用的投

影片等。該會亦有推行「傷健共融」的教育工作，到學

校舉辦活動，讓學生明白「共融」，並學習互相尊重。 

  

http://www.hkrp.org/
http://www.hkphab.org.hk/archives/category/publication-ch/phab-resource-library-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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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參考資料 

1. 截肢病患須知, 長庚醫院護理部 
http://web.it.nctu.edu.tw/~hcsci/hospital/other/amputation.htm 

2. 截肢病人心理分析及護理對策, 夏鳳玲 
http://big.hi138.com/yiyao/linchuanyixue/201101/281846.asp#.WDGuqIZEf 

3. 糖尿病截肢術後營養計劃 
www.fy.org.tw/fyinfo/inside/paper/49/9.pdf 

4. Below or Above-knee Amputation, Coordinating 

Committee in Orthopeadics & Traumatology 

Version 1.1 (2015) 
http://www.ekg.org.hk/pilic/public/O&T_PILIC/O&T_BelowAboveKneeAmputation_0

088_eng.pdf 

5. 截肢術後的護理與心理輔導, 内蒙古榮軍康復中心 
http://neimenggurjkfzx.mca.gov.cn/article/kfzn/201207/20120700328976.html 

  

http://neimenggurjkfzx.mca.gov.cn/article/kfzn/201207/201207003289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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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鳴謝 (排名不分先後) 

新界西醫院聯網矯形及創傷科 

博愛醫院日間服務/綜合專科病房 

屯門醫院物理治療部 

屯門醫院職業治療部 

屯門醫院營養部 

屯門醫院義肢矯形部 

屯門醫院醫務社會服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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