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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人類開始，就有傷口治療的需求；

「傷口治療」早在西元2200年前，對於處理

傷口的三步驟；清洗傷口、覆蓋傷口、及包

紮傷口，就已經有完整的概念了。當時沒有

紗布，是以泥巴或石灰或草藥覆蓋傷口再包

紮，這些材料能夠提供傷口保護的作用，能

夠吸附滲液，達到止血的效果；人們也知道

用各種的油料來當作敷料，因為細菌很難在

油裡面生長繁殖。另外，把布料浸潤在油裡

面再用來包紮傷口，可以防止布料跟傷口的

沾粘，減少更換布料時的疼痛。以前的人就

懂得無痛的概念了。

 

根據記載，美索不達米亞人利用啤酒、

麵粉、牛奶，及藥草，一起攪拌後敷在傷口

上面，幫助傷口的癒合。埃及人則是第一個

用蜂蜜與麻布治療傷口的；此外，也會用含

有銅離子的綠色染料塗抹傷口，這些綠色的

染料，可以殺菌。希臘人注意到傷口清潔的

重要，用煮沸過的水沖洗傷口，同時，用醋

跟酒來清洗傷口。

文/整形外科、燒傷中心 陳俊嘉 主任

傷口治療的演進與新的概念

直到18世紀，外科手術的興起，才

加入了治療傷口行列。到了19世紀，抗生

素的發現，讓傷口感染的治療突飛猛進。

20世紀，關於傷口治療的理論與設備的出

現，如醫學工程改變傷口處理的方式、負

壓換藥裝置改變對傷口處置的習慣、高壓

氧的治療幫忙處理以往無法治療的傷口。

而今美國更超過1000個傷口照護中心，在

處理各式各樣的傷口問題。然而，關於傷

口的治療，似乎沒有減少，隨著醫療的進

步，人的壽命延長，傷口的問題卻越來越

複雜。

現今傷口治療的範圍，涵蓋急性外傷

的處理、慢性傷口的照護、糖尿病足的照

護、及癌症傷口的治療。如果傷口沒有完

整的治療，易發各種併發症而反覆住院，

將成為一種沉重的負擔。其中，以國人第

五大死因的糖尿病為例，糖尿病會破壞血

管壁，引發大、小血管病變，導致傷口不

易癒合、反覆感染，嚴重者甚至有截肢之

風險。約10~20％的糖尿病人會發生傷口

潰瘍，截肢的危險性更是一般人的15至25

倍，近五成的病人可能在截肢後五年內死

亡，死亡率高於許多惡性腫瘤。但有一半

以上糖尿病足的截肢是可以避免的，正確

的治療可以降低病人截肢與死亡率。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健康新知



有鑑於此，各大醫學中心，紛紛成立

傷口（照護）中心。更規劃傷口照護特別

門診，提供各式困難複雜傷口處置，以及

心臟血管內外科之血管重建評估。內部設

置有傷口處理室、傷口重建手術諮詢、足

部傷口護理（包含糖尿病足衛教、壓力測

試分析及平衡矯正輔具製作等服務），提

供跨團隊整合治療。

在所有傷口治療的團隊裡，尤以整形

外科為重，70%與傷口治療有關，其中急性

傷口與慢性傷口的處理約各佔一半。隨著

人口老化及長照的推展，慢性傷口的照護

時數明顯增加。其中增加的部分，以安養

中心的壓瘡及失禁浸潤潰瘍傷口，或糖尿

病足造成下肢周邊動脈循環不良的困難傷

口為多數。這類傷口的複雜度需要跨醫療

團隊的合作，包含內外科的介入、營養評

估及復健的協助，才能提供完整的傷口照

護。過去的治療團隊，往往缺乏整合，故

整合性的醫療服務，是未來提供醫療服務

的重點，亦是發展特色醫療的契機。

除此之外，新型敷料的發展，協助傷

口治療，也改變了治療的策略。種類繁多

的敷料，從傳統的敷料演進而來，依功能

性可簡單地分成：親水性敷料、吸附性的

泡棉敷料，及防沾黏的敷料。依據特殊的需

求，加入不同成分，如銀離子或表面活性

劑，用來抑制細菌或移除生物膜；或是改變

敷料結構，防止滲液或細菌逆滲。另外，負

壓傷口治療的發展，也改變了傷口治療的過

程，讓複雜又慢性的傷口，加速癒合；而原

本需要皮瓣手術的傷口，可以植皮治療。高

壓氧治療的普及，使許多氧合不好的傷口，

有機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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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

．一般整形外科手術、外傷重建及癌症重建手術

．顯微手術、皮瓣移植手術及淋巴水腫治療

．手外科手術

．皮膚腫瘤治療、鱗狀細胞癌、基底細胞癌及黑色

   素瘤治療

．美容手術、雷射治療及微整形治療

．燒燙傷治療

．乳房重建

學歷/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

．成大醫院住院醫師、兼任主治醫師

．奇美醫院整形外科醫師、外傷科主治醫師、

   傷口中心主任

．衛福部整形外科醫療糾紛鑑定委員

．美國華盛頓大學附設醫學中心整形外科研究員

．尼泊爾醫療團(台灣健康服務協會與靈鷲山慈善

   基金會)成員

．韓國延世大學達文西機器人微創手術訓練

．西非塞內加爾(台灣健康服務協會)醫療團成員

整形外科、燒傷中心

陳俊嘉主任

結語：

傷口治療是一條漫長的心路歷程，以現

今的醫療，我們有能力處置，然而，卻沒有

一個最好的方法，不在病人身上留下痕跡！

生活中，每分每秒都有新的傷口產生，每個

傷口都是病人身上的痛。整形外科有傷口治

療專業，也提供病人諮詢衛教，協助傷口照

護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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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65歲男性，因突然頭痛、暈眩外

加嘔吐，經腦部核磁共振檢查，發現腦下垂

體腫瘤(圖一)，經討論後，先採取內視鏡經

蝶竇移除腫瘤手術。

腦下垂體位於蝶鞍，相當於頭的正中

央，是很小的腺體、人體控制荷爾蒙的主

宰。簡單分為前後二葉，前葉可分泌：(1)

生長素；(2)促腎上腺皮質激素；(3)促甲狀

腺激素；(4)催乳素；(5)濾泡刺激素；(6)黃

體生成激素。而後葉分泌二種激素：(1)抗

利尿激素；(2)催產素。腦下垂體腺瘤，是

指發生在腦下垂體的所有腫瘤，原因不明，

好發20至40歲成人居多。

認識腦下垂體腫瘤
文/神經外科 張正修 主任

若腫瘤壓迫周圍組織或激素分泌異常，

則會出現頭痛、視覺障礙及內分泌功能障礙

等臨床症狀。最常見之內分泌功能障礙有下

列幾種：(1)生長激素分泌過多:若發生於青

春期前則造成巨人症，若發生於青春期後則

造成肢端肥大症；(2)泌乳激素分泌過多：造

成女性無月經、月經不規則或乳漏；而男性

則可能性慾減弱或男性女乳症；(3)促腎上腺

皮質激素過多：造成庫欣氏症候群，出現臉

部、頸肩和腹部異常肥胖；(4)促甲狀腺激

素分泌過多：造成甲狀腺功能過盛，出現情

緒容易緊張、睡不著、心悸及手部震顫等現

象。此患者經由手術後症狀獲得明顯改善。

部分包住重要血管的腫瘤，專案申請腦部立

體定位放射手術治療，治療後長期追蹤，無

腫瘤復發現象。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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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部立體定位放射手術(ste r eo t a t i c 

radiosurgery, SRS)是利用聚焦原理，以頭架

固定頭部，針對腦部病灶進行治療(圖二)，

健保適應症以腦內深層或位於功能區病灶直

徑小於3公分或容積20立方公分以下為主。

治療期間，通常住院1-3天，出院後即可恢

復日常生活及原本工作。藉著精準的立體定

位系統，使不同方向來的高能量放射線精確

的集中於顱內病灶，以發揮定點、聚焦的治

療效果。治療時它如同一把無形的手術刀，

但沒有傷口、不流血、也少有感染的機會，

此外更沒有全身麻醉及開腦手術本身的危險

性。

 若與傳統體外放射治療相較，立體定

位放射手術的特點在於「小範圍、單次、高

劑量」照射，且較能避免周邊正常腦組織受

到不必要的照射。腦部立體定位放射手術，

在腦瘤治療上運用於腦下垂體瘤、聽神經

瘤、顱咽管瘤、腦膜瘤、松果體瘤、顱骨底

脊索瘤、顱骨底軟骨肉瘤、神經膠質瘤、轉

移性腦瘤等；而功能性疾病則包括治療疼

痛、行為障礙等。

本院引進新型螺旋刀及亞瑟刀，為直線

加速器可加裝的立體定位放射手術配件，進

行腦部立體定位放射治療儀器，立體定位放

射手術在近幾年已成為臨床治療顱內腫瘤的

熱門焦點，屬較不具侵襲性的治療方法。

此案是融合微創內視鏡手術及立體定位

放射手術治療，經由神經外科及放射腫瘤科

及影像科等跨團隊合作，達到安全、有效、

無復發之有效治療。

圖二、腦部立體定位放射手術(S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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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過敏性體質的民眾日益增加，加

上空氣汙染日趨嚴重，過敏性鼻炎或是肥厚

性鼻炎的盛行率高達4成。常見三大症狀包

含：鼻塞、流鼻水、打噴嚏。

鼻炎的第一線治療是口服抗組織胺及

鼻內類固醇噴劑等藥物。然而，對於藥物使

用後，依舊時常鼻塞、聞不到味道、或吸不

到空氣而造成生活困擾的民眾，往往就要考

量採用手術治療。常用的手術方法包含：

傳統下鼻甲切除術、下鼻甲恆溫射頻手術

（Radiofrequency）或下鼻甲微創旋轉刀手

術（Microdebrider）等三種。

  

傳統下鼻甲切除術：將下鼻甲黏膜及

骨頭切除。因為傷口較大，除了容易術後出

血外，過度切除會造成正常鼻黏膜損傷，甚

至產生空鼻症的狀況。(空鼻症：鼻甲切除

過多，反而產生鼻塞，吸不到氣的感覺，臨

床上相當難以治療)

微創動力旋轉刀
在鼻炎、鼻竇炎、扁桃腺及腺漾體肥大的應用

文/耳鼻喉科 黃承楨 主治醫師

下鼻甲射頻手術：又稱「下鼻甲電波

拉皮手術」。利用金屬探針將下鼻甲加溫燒

灼。優點是門診手術，局部麻醉，手術時間

快(約10分鐘)，術後不流血，不需鼻填塞。

缺點是比較容易復發。因此，單次效果不足

時，常需要多次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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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創動力旋轉刀手術：又稱「下鼻甲抽脂手術」。利用旋轉刀片，將肥厚組織切成小

碎塊，同時將碎塊吸除乾淨，精準減少下鼻甲體積，同時完整保留鼻黏膜。除了能避免傳統

手術過度切除造成空鼻症的問題外，效果比射頻手術來的有效及持久。若合併鼻中膈彎曲問

題，可同時進行鼻中膈矯正。手術需住院一晚，術後回診約2次左右。

 

微創動力旋轉刀也廣泛應用在慢性鼻竇炎、腺漾體肥大及扁桃腺肥大的患者。慢性鼻竇

炎常見症狀包含黃綠色鼻涕、鼻塞、頭痛及嗅覺減退等等。經藥物治療無效後，必須將鼻竇

開口打開，移除鼻息肉，清洗鼻竇分泌物，才能有效改善症狀，達到治癒效果。

腺漾體及扁桃腺肥大常見症狀包含慢性中耳炎、中耳積水、張口呼吸、打呼及睡眠呼吸

中止等等。經藥物治療無效後，必須將多餘肥大的腺漾體及扁桃腺組織切除。 

 微創動力旋轉刀能準確移除鼻息肉、腺漾體及扁桃腺肥大組織。術後除了完整保留正常

組織外，縮短住院天數(平均住院1~2天)，也能大幅降低出血量及術後疼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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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已被聯合國訂為二十一世紀造成

人類健康極大威脅的三大疾病之一，由於目

前尚無疫苗可以預防、感染後亦無法治癒，

是全球公共衛生的重要議題。依據世界衛生

組織(WHO)和聯合國愛滋病組織(UNAIDS)估

計，全球截至106年底，約有3,690萬人感染

愛滋，且有94萬人死於愛滋相關疾病；而我

國截至107年9月已有37,423人感染，其中已

發展為愛滋病者有17,614人，目前存活人數

共計31,038人。

全球愛滋病防治策略：

WHO為了在2030年達成終結世界愛滋疫

情帶來的公共衛生威脅，宣誓2020年達「90-

90-90」的治療目標，即90%感染者將了解自

己的愛滋病毒狀況、90%感染者將接受持續的

抗病毒治療、與90%接受抗病毒治療者的病毒

量成功被抑制。

暴露愛滋病毒前預防性服藥（PrEP）」是什

麼？

讓存在感染愛滋病毒高風險行為者(如:具

有多重性伴侶者、與陌生人性行為而未使用

保險套者、與他人共用針頭、針筒之靜脈藥

癮者、性伴侶為愛滋病毒感染者等)，在還沒

感染愛滋病毒前，經醫師評估後，開始穩定

服用抗病毒藥物(商品名:Truvada；中文名:舒

發泰，一天一顆，固定時間服用)，讓體內有

愛滋病預防新選擇
事前預防性投藥(PrEP)

足夠的藥物濃度，來預防隨時可能發生風險

的暴露，以達到降低感染風險的效果。

PrEP真的有效果嗎？

PrEP已被證明在不同族群中可有效預防

愛滋病毒感染，且研究指出，正確穩定使用

可降低高達90%以上的感染機率。

但PrEP無法預防其他性病（如梅毒、淋

病），所以應同時採取其他預防措施（如全

程正確使用保險套及水性潤滑液），以達到

預防感染愛滋病毒及其他性病的最大效果。

我要怎麼評估自己是否需要吃PrEP呢？

首先，你必須：

1.年滿18歲，因目前使用對象僅限成年人。

2.開始使用PrEP前要先確定你沒有感染愛滋

病毒，若已感染愛滋病毒則不能使用。

接著，你可以評估自己是否有以下情況：

1.伴侶為愛滋感染者。

2.有多重性伴侶。

3.與陌生人性行為。

4.性行為沒有每次使用保險套。

5.最近有感染其他性傳染疾病。

6.有共用針頭、針筒來注射毒品。

PrEP會有副作用嗎?

1.有些人可能會有一些輕微副作用，如噁

心、腸胃不適、頭痛等。

2.長期服用需配合監測腎功能。

文/感染科 林佳諄 個案管理師

感染科 李原地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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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預防感染愛滋病毒？

1.性行為全程正確使用保險套及水性潤

  滑液。

2.避免多重性伴侶。

3.不共用針頭、針筒來注射毒品。

4.曾有不安全性行為者，至少每半年篩

  檢一次。

5.風險行為發生72小時內，可服用暴露

  後預防性藥物（PEP），可降低感染風

  險。

6.若您常有高危險行為，則可詢問醫師

   是否要服用暴露前預防性服藥(PrEP)。

有兩種預防性用藥，PrEP跟PEP有什麼不同呢？

類別／項目 暴露「前」預防服藥（PrEP） 暴露「後」預防用藥（PEP）

時機
針對持續高風險行為者，建議長期穩

定服用

已經發生風險行為後，越早投藥越好，

最好不要超過72小時

藥物成分

1.含2種抗愛滋病毒成分

2.Truvada每日一顆

含三種抗愛滋病毒成分，每日1~6顆分1~2

次服用（視藥物種類而定）

完整服藥28天

藥物副作用
頭痛、腸胃不適，須監測腎功能 腸胃不適、頭暈、頭痛、失眠、過敏，

須監測腎功能（視藥物種類而定）

藥物費用 自費每顆414元，每月約12,420元 自費每月約15,000~25,000元不等

政府補助

符合107-108年愛滋病毒篩檢與暴露愛

滋病毒前預防性投藥(PrEP)計畫部分補

助

1.年滿18歲且伴侶為HIV(+)

2.本國籍30歲以下的年輕高風險族群

1.醫護、警消等因職業疑似暴露者，中央

   政府全額補助

2.性侵被害人疑似暴露者，則由各地方政

   府視財政提供補助

預防效果 若確實按時服藥效果可達90%以上 一般估計至少80%以上

服務醫院 全國愛滋病指定醫院或(PrEP)計畫補助醫院（https://www.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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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接受骨質密度篩檢骨質疏鬆症，可以降低股骨骨折的風險達36%嗎？

您知道就算BMI未超過27，也可能是肥胖的「泡芙人」嗎？

您知道骨質密度檢查儀，也能告訴您有沒有肥胖症或肌少症嗎？

想了解以上問題的您，本篇文章是絕對不可錯過的內容喔！

骨質密度與身體組成分析檢查儀 
(DXA) 介紹

DXA是可產生兩種低能量X光的X光

機。不同能量的X光被不同介質衰減的程度

不同。介質的密度越高，對X光造成的衰減

越大。透過電腦運算，除了能測量骨密度，

也可以用來分析身體組成，測定肌肉與脂肪

的量和比率。

DXA因準確性高，再現性高與輻射劑量

低的優點，已廣被接受成為骨質密度檢查的

黃金標準，且本科提供骨質密度檢查服務已

行之有年。本院在今年度汰換升級新機型，

除了例行的骨質密度檢查外，還能提供體

脂率(量)，腹部內臟脂肪量，與全身(含四肢

)肌肉量的檢查結果等，含括臨床醫師需要

的，與民眾身體健康密切相關的訊息。

骨質疏鬆症是沉默的殺手，若造成股骨

骨折一年內的死亡率接近20%。骨質密度檢

查可以篩檢診斷骨質疏鬆症，評估患者10年

內發生骨折的風險，與評估治療的效果。建

議沒有症狀的70歲以上男性與65歲以上女

性，或有危險因素的50歲以上男性與停經前

後女性接受篩檢，確診者接受治療可以降低

文/核子醫學科 翁瑞鴻 主治醫師

股骨骨折的風險達36%。

新的儀器也新增了骨小樑分數(trabecular 

bone score)，有原本的骨量測定外，更可評

估骨小樑微結構的健康程度。骨小樑會因骨

質疏鬆症造成孔洞增加與骨小樑分數的降

低。骨小樑分數已被證明與骨折風險有負相

關，也已被用來評估治療的效果。本檢查也

提供WHO骨折風險評估工具(FRAX)與骨小

樑分數計算出的10年內骨折風險。骨質密度

減少者若10年內骨折風險達到高的程度，建

議比照骨質疏鬆症接受治療。

因為現代飲食精緻化與含糖手搖飲料盛

行，造成過重與肥胖症，以及社會高齡化造

成的肌少症是台灣面臨的嚴峻公衛問題。過

重與肥胖症和代謝症候群(三高)密切相關，

是心血管疾病，多種癌症與關節炎的危險因

素。肌少症和銀髮族的罹病率與跌倒風險有

正相關，亦是新熱議題。

以身體質量指標(BMI)的標準診斷是否

肥胖，會受到肌肉比例的干擾，就算BMI未

超過27，但是體脂肪超標(男性2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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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醫學科 骨質密度與身體組成分析檢查儀 Hologic Discovery Wi

女性38%以上)仍算肥胖，就是所謂的「泡芙

人」，亦須注意自己的健康風險。另外，65

歲以上民眾若有握力與行走速度下降情形，

醫師懷疑肌少症，須經肌肉質量的檢查以確

定有無肌少症，再根據結果訂製個人化的處

置方案。測定體脂肪量和肌肉量的方法有數

種，目前坊間常見的體脂機，原理是生物

阻抗分析 (Bioelectrical Impedance Analysis, 

BIA)。BIA雖然簡便，但是易受身體含水量

的影響，準確度較差。用DXA分析身體組

成，精確度顯著較高，已被醫學界接受為測

定骨質密度與肌肉質量的黃金標準。

本院新的DXA骨質密度與身體組成分析

檢查儀，日前已經通過市政府衛生局的審查

發給使用許可。其掃描速度快，檢查時間

短，輻射劑量極低，且由具骨鬆學會認證的

專科醫師提供完整詳盡的判讀報告，讓醫師

對您的健康或病情的提出最佳建議或處置依

據。

若有相關問題，敬請來電核子醫學科

諮詢，我們樂意為您解答；若您要做檢查，

可直接致電本院健康管理中心，將會有專人

為您安排。竭誠歡迎您，希望有機會為您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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