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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自古以來就有傷⼝治療的需求；隨著時

間的推移，不同的文明開始利⽤樹木，

花、草或其環境中的任何可以取得的材料創造自

己的傷⼝敷料。這些草藥治療成為最古老的傷⼝

治療方式。古埃及時代的文獻（Edwin Smyth 

Papyrus）就記載了⼀種由由亞⿇布做成的特殊

繃帶，⽤來覆蓋在病⼈傷⼝上，這是歷史上第⼀

個被描述到的敷料 1。⼗八世紀以前，傷⼝⼤部

分使⽤茶葉、⽻⽑、樹葉等天然材料做為傷⼝的

敷料，直到⼗八世紀末葉開始，由於法國科學家

路易 . 巴斯德 (Louis Pasteur，1822-1895) 的

細菌學研究，醫學界開始使⽤乾式敷料蓋住傷

⼝，以保持傷⼝乾燥，避免細菌感染，這樣的方

法逐漸成為主要的傷⼝護理原則，這是“乾燥傷

⼝癒合”觀念的濫觴。乾燥傷⼝癒合的觀念認為

保持傷⼝乾燥，可以促進傷⼝結痂及癒合，但是

乾性環境不但會延遲傷⼝的癒合，在每天更換敷

料的時候，會因為敷料粘連傷⼝⽽損傷新⽣成的

肉芽組織甚至造成疼痛。到了 1962年倫敦⼤學

的 Winter 博⼠⾸先⽤動物試驗（豬）證實，濕

性環境的傷⼝癒合速度是乾燥傷⼝的兩倍 2。接

著在 1963年 Hinman進行⼈體研究，證實濕性

環境有利傷⼝的癒合 3，於是“濕性傷⼝癒合”

的觀念逐漸被廣泛接受。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傷

⼝保持適當的濕潤，但又不過度潮濕，能促進傷

⼝組織的⽣長，對傷⼝癒合效果更好。隨著科技

及⽣醫技術的進步，許多的現代敷料因應⽽⽣，

其特殊的材質與成分，就是為了調節傷⼝的乾

溼平衡。現代敷料多達 3000種以上，⽽且還在

不停地推陳出新。因為每個傷⼝會因為不同的形

成原因及受傷後不同的時間點，特性各有不同，

因此需依傷⼝狀況，調整選擇適合於不同時期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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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敷料。現代敷料的發展，⼤⼤地協助傷⼝治

療，也改變了醫師治療傷⼝的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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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荷（微電流、負電）

抑菌、蜂蜜殺菌等，⽤來抑制細菌或移除⽣物膜
4；或是改變敷料結構，防止滲液或細菌逆滲等

等。邁入 21世紀之後，敷料也已經進入了智慧

化的時代。所謂智慧敷料，敷料除了原本覆蓋傷

⼝、減少感染及疼痛、促進傷⼝癒合的傳統角色

之外，智慧敷料集結許多可以收集傷⼝內參數的

感測器，除了常見的溫度、壓力感測器外，pH

值感測器也常運⽤在智慧敷料中，甚至還可以進

行藥物釋放 5。透過非侵入式，能夠定時、定量

收集傷⼝數據甚至可以以無線傳輸方式提供即時

傷⼝資訊與數據，除了即時掌握傷⼝現況並提供

即時治療，也可有效減少併發症、縮短住院時間；

⽽數位化的傷⼝數據，也可以讓醫院醫師進行遠

距診療，減少居家訪視次數，減少不必要的更換

敷料及檢視傷⼝，進⽽減少醫療成本的支出，也

可以增進病患的安全與舒適。

19 世紀英國的外科醫師李斯特 (Joseph 

Lister，1827-1912)，認為傷⼝感染是微⽣物

所引起的，於是提出了「無菌手術」的觀念，他

在 1867年第⼀次發表消毒殺菌的外科手術技術

及紗布，降低了手術術後感染的發病率，⼤⼤

提高了手術成功率，術後死亡率自 45% 下降到

15%，使得外科手術成為了⼀種有效、安全的治

療手段，因此被稱為消毒外科學的始祖，以外科

手術來治療傷⼝從這個時候才開始逐漸地進步。

皮膚移植手術又稱植皮手術，是當今整形外科治

療表皮缺損的常規治療方法，其實皮膚移植的歷

史可追溯到公元前 2500年。當時古印度有類似

中國的“劓刑”（就是把鼻子割去的刑罰），當

時也發展出植皮手術來修補鼻子的缺損，印度外

科之父蘇許魯塔（Sushruta）詳細記載了這種

皮膚移植的手術過程。接下來，根據埃及莎草紙

文獻（Ebers Papyrus）記載，古埃及⼈於西元

前 1500年就利⽤植皮手術來治療外傷傷⼝了。

近年来，皮膚移植取得了巨⼤的進步，醫學界早

已能夠修復皮膚嚴重創傷甚至全身 90% 以上嚴

重燒燙傷的病患。由於表皮組織的抗原性很強，

無法⽤外來的皮膚替代，只能從自體其他部位

取皮來補，否則都會被排斥掉。通常頭皮、背部

與⼤腿區是取皮最⼤來源，平均兩個星期就可取

⼀次，可以⽤來逐步的修補表皮缺損。但若病⼈

皮膚不夠，可採⽤「取皮擴張」的方法，皮膚最

⼤可擴張成九倍，修補 9 倍面積⼤小的傷⼝。

此外，除了自體的皮膚移植之外，異體皮膚移植

（allograft）當作暫時覆蓋傷⼝的⽣物性敷料，

也讓⼤面積燒燙傷病患的存活率⼤⼤的提昇。近

幾年來，民眾逐漸能接受⼤體皮膚捐贈的觀念，

⼀般從捐贈⼤體的前軀幹與背後取皮，取皮前

要先做細菌培養與無菌處理，再送入攝氏零下

30 ～ 40度的冷凍庫，可保存 5 ～ 10年。過去

國內幾次氣爆事故（八仙塵暴、高雄氣爆）造成

許多⼤面積燒燙傷的病患，就是利⽤這些現代敷

料、⼤體捐贈皮膚以及植皮手術才得以治癒這些

嚴重燒燙傷的病⼈。捐贈的⼤體皮膚不只可以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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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積燒燙傷病⼈，也可運⽤在潰瘍性傷⼝

或創傷性傷⼝當作⽣物敷料，譬如，癒合較差的

糖尿病患者⽤來覆蓋清創後的傷⼝，也可以促進

傷⼝的癒合。

傷⼝治療的進步除了上面提到的手術技

術、無菌觀念、抗⽣素的使⽤以及敷料的日新月

異之外，許多新的發明也促進了傷⼝治療的進

步。負壓傷⼝治療（negative pressure wound 

therapy, NPWT）的概念，早在西元前 1550

年就在埃及醫學文獻 Ebers Papyrus 出現，⼤

約在西元前 1000年就出現在中國的醫學記載， 

也就是“拔罐”(cupping) 治療 6。目前廣泛使

⽤的傷⼝負壓治療機則是在 1997 年由 Wake 

Forest ⼤學的整形外科醫師 Louis Argenta 及

Michael Morykwas發表⼀系列的論文，隨後由

Kinetic Concepts, Inc., (KCI) 公司開始⽣產，

就是後來⼤家熟悉的 V.A.C. (Vacuum-Assisted 

Closure) therapy7。負壓傷⼝癒合的原理是利

⽤抽吸幫浦，結合封⼝膠膜與⽣物相容性的孔洞

材料 ( 例：泡棉敷料或是紗布敷料 )，在傷⼝處

形成負壓環境，吸取傷⼝膿液、感染物質與組織

液，維持傷⼝內部適當的濕潤，並減輕周圍組織

的水腫，刺激血管新⽣（angiogenesis），促進

傷⼝癒合所需的⽣長因子⽣成，減少發炎反應的

細胞因子⽣成，增加傷⼝周遭血液循環及肉芽組

織⽣長，進⽽加速癒合的效果。從過去 20多年

來的臨床經驗及研究顯示，NPWT對於急性創傷

或是開放性骨折、燒燙傷、手術傷⼝都有減少傷

⼝感染，促進傷⼝癒合以及縮短住院天數的效果
8-10。對於困難癒合的慢性傷⼝尤其是糖尿病足潰

瘍的傷⼝，研究也顯示有利於幫助傷⼝癒合縮短

住院天數及改善病患的⽣活品質 11, 12。

至於高壓氧治療對於急性創傷及慢性困難癒

合的傷⼝治療則早有許多的研究證實其療效。改

變壓力⽤來治療疾病始於西元 1600年左右，經

過許多年的演進，直到 1950年代以後，高壓氧

開始⽤來治療困難癒合的傷⼝、骨髓炎和輻射治

療造成的後遺症（血尿、血便、放射性骨壞死等

等）13。高壓氧治療是指在密閉治療艙內，使⽤

⼤於 1⼤氣壓力 (通常使⽤ 2~3⼤氣壓力 )治療

病患，病患則需吸入 100%純氧。高壓氧會增加

傷⼝氧氣濃度，刺激肉芽組織增⽣，加速癒合，

並促使血管輕微收縮消除水腫，增強嗜中性白血

球的殺菌能力，抑制厭氧性細菌感染進⽽達到促

進傷⼝癒合的效果。使⽤高壓氧治療在急性燒

燙傷 14, 15、壞死性軟組織感染 16、糖尿病足潰瘍
17、慢性骨髓炎 18 及困難癒合的傷⼝ 19 等都是重

要的輔助治療工具，可以促進傷⼝癒合，甚至減

少糖尿病足潰瘍患者被截肢的風險 17。

隨著老化⼈⼝增加，慢性病患者與老化失

能⼈⼝數亦隨之增加，除了造成國家的醫療負

擔加重外，失能⼈⼝所需照護也成為新的社會

負擔。根據英國 NHS統計，慢性傷⼝每年約產

⽣ 45 億至 51 億英鎊的醫療支出；在美國傷⼝

照護聯盟 (American Alliance of Wound Care 

Stakeholders)研究發現，美國每年傷⼝照護支

出⼤約落在 281 億至 317 億美元，形成沉重的

醫療負擔。國內包括糖尿病足、褥瘡、靜脈潰瘍

等不易癒合的慢性傷⼝，根據健保署統計，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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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約有 51萬例，病例數每年成長 6％～ 9％，

為數不少。衛福部自 2018年 9月正式通過《特

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管理辦

法》，開放 6項細胞治療，包括自體周邊血幹細

胞、自體免疫細胞、自體纖維母細胞、自體骨髓

間質幹細胞、自體軟骨細胞，及自體脂肪幹細胞

治療。間質幹細胞可以活化傷⼝附近殘餘的組織

細胞，促進細胞再⽣及血管增⽣，刺激抗發炎細

胞因子產⽣、加速傷⼝的癒合、⽽且具有調節免

疫的能力。從⼈體脂肪裡可以分離出許多間質幹

細胞，取得非常方便。自體細胞較也沒有排斥及

過敏等副作⽤。未來包括燒燙傷、長照族群、意

外傷患、甚至周邊動脈阻塞疾病族群，都可望受

惠。這些自體幹細胞移植可以運⽤在困難癒合的

傷⼝治療上，帶給這些苦於慢性潰瘍傷⼝修復的

病患及家屬⼀線曙光。

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和敷料的與時俱進，傷

⼝治療方式也更加多元與便利，醫師能夠運⽤的

治療方式也更多了，透過濕潤傷⼝療法與搭配適

當敷料、負壓傷⼝癒合機、高壓氧治療或是新式

的智慧敷料等醫療裝置，必定能順利加速傷⼝復

原造福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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