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傷口癒合機轉 

陳筱蓉  傷口.腸造口.口腔護理師 

RN，MSN 

美國Cleveland WOCN/ET證書 

106.10.03 

1 



傷口定義 

因受傷或手術導致任何組織的連續性遭
受破壞。 

廣泛性定義：身體組織結構或器官，遭
受到破壞，如刀傷，手術傷口。 

狹義性定義：即指皮膚組織受損，大都
需要醫療照護才會癒合的，如壓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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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傷口與慢性傷口 
依癒合時間分： 
急性傷口與慢性傷口 

慢性傷口意即任何傷口未依預期時
間癒合、或停留在某一個癒合過程
超過四至六週以上稱之 
 

 

               (McGuckin, Goldman, Bolton, & Salcido,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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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創傷癒合過程分三期  

發炎期 

血液凝固期 

發炎期 

增生期 

纖維組織增生和新血管的形成 

成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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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傷口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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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jury Hours Days Weeks 

凝血 
Haemostasis 

炎症 
Inflammation 

增生 
Proliferation 

重塑 
Remodeling 

參與細胞 

血小板Platelets 

血小板Platelets 
巨噬細胞Macrophages 
嗜中性球Neutrophils 

巨噬細胞Macrophages 
淋巴球Lymphocytes 
纖維母細胞Fibroblasts 
上皮細胞Epithelial cells 
內皮細胞Endothelial cells 

纖維母細胞Fibroblasts 

(Kane & Krasner, 1997) 



慢性傷口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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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jury Hours Days Weeks 

Cell types involved 
凝血 
Haemostasis 

炎症 
Inflammation 

增生 
Proliferation 

重塑 
Remodeling 

血小板Platelets 
巨噬細胞Macrophages 
嗜中性球Neutrophils 

血小板Platelets 

巨噬細胞Macrophages 
淋巴球Lymphocytes 
纖維母細胞Fibroblasts 
上皮細胞Epithelial cells 
內皮細胞Endothelial cells 

纖維母細胞Fibrobla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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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nic 

Wound 

Acute Wound 

凝血
Coagulation 

炎症
Inflammation 

增生
Proliferation 

移行Migration 

再塑
Remodeling 



傷口感染的症狀與徵象 

不正常的氣味(革蘭氏陰性菌及厭氧菌) 

糖尿病病人突發性高血糖 

乾淨的傷口兩週後仍無法癒合 

系統感染徵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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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菌影響於傷口癒合方面 

所有傷口都是污染的但是卻無細菌增生表現  

傷口細菌增生在宿主無抵抗力情況下，可能會

延遲癒合過程 

傷口表面出現細菌,毒性加強,細胞激素和蛋白

脢傷害,通常無紅腫熱痛 

細菌侵犯健康組織,增生和降低宿主免疫力,組

織內革蘭氏菌大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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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菌滋生 

刺激炎症 

生長因子混亂 

蛋白酵素 炎症媒介物 

生長因子
破壞 

組織破壞 
ECM 退化 

表皮無法再生 

退化 ECM堆積 

痂皮形成 

血管擴張 

滲液 

薄膜形成 

血管新生缺損 

纖維母細胞增生缺損 

異味 

肌纖維母細胞老化 

肉芽組織缺損 

潮濕 

Moore 2004 傷口延遲癒合 



傷口評估 
Wound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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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傷口評估 

傷口患者的整體狀況 

影響傷口癒合的系統性因素  

影響傷口癒合的局部性因素  

傷口對患者影響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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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傷口評估內容 

 傷口患者整體狀況： 

   營養、疼痛、 疾病、心理。 

 影響傷口癒合系統性因素： 

   水腫、大小便失禁、藥物、老化、凝
血。  

 影響傷口癒合局部性因素： 

   感染、血循、 基部溼度及滲液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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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評估 Patient Assessment 

 傷口發生時間（何時發生？） 

 傷口持續時間（多久了？） 

 相關影響傷口癒合的疾病與因素 

 藥物治療 

 最近的檢驗值與培養結果 

 營養狀況 

 活動及移動性 

 失禁狀況 

 目前主要採取照護的方法 

 身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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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的評估 

現存性或潛在性相關疾病與因素 

疾病史 

家庭史 

社交史 

服用藥物內容 

生化檢查 

營養狀況 

理學檢查 

可能的病因及其他的會診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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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s,& Kirsner,2003)  



傷口史評估方面 

詢問病患傷口發生時間？ 

持續時間多久？ 

傷口是否反覆發生？ 

傷口相關的確立診斷 

先前傷口處置方法為何？ 

16 
(Anderson,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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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影響傷口癒合 

系統性因素 



組織氧氣灌流評估 

組織的氧氣壓力須 32 mmHg，
以維持纖維細胞的增生、膠
原蛋白的合成及白血球的活
性。 

缺氧的病人，傷口較慢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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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灌流與氧合 

足夠的氧氣 

傷口修復要素 

維持纖維母細胞增生 

膠原蛋白合成 

表皮新生 

白血球移行與吞噬細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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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灌流與氧合 

低血氧： 
低血壓、低體循環、低血氧（敗血症、
心肺障礙）、動脈機能不全 

膠原蛋白合成缺損 

傷口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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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均衡的評估 

血清白蛋白(Serum albumin) 

血紅素(Hemoglobin) 

淋巴球總數(Total LymphocyteCount ; 

TLC)等檢驗值。 

蛋白質、維他命A.B.C.D、及鋅
是促成白血球和肉芽增生的主要
營養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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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狀況評估 

進食方式、餵食量情況 

下列指標可作為營養狀況的評估： 

血清白蛋白質小於3.5mg/dl 

整體淋巴球計數少於1800/mm3 

前白蛋白質小於15 mg/dl 

體重減輕大於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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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養 

維持皮膚完整性 

促進傷口癒合 

預防感染 

營養不足導致貧血 
血球不健全 
 組織灌流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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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水 

水為血液的主要組成物 

缺水降低身體的血液容積      

降低氧與營養傳送至傷口床 
                                                         

(Posthau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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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疾病的評估 

糖尿病患者若血糖控制的不好，
導致炎症反應受阻。 

腎臟病變者由於血中廢物的排
除困難，凝血功能減低，造成
傷口感染的機會增加，所以傷
口癒合較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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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 

初期炎症受損白血球作用失常感染
上升 

膠原蛋白合成減少傷口縮合不良 

表皮移行延遲延遲傷口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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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脈硬化 

周圍神經病變 

血糖上升    



腎功能衰竭 

廢物毒物排除 

血壓調節 

水分電解質平衡 

凝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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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 

營養攝取不良 

皮層改變對傷害敏感度增加 

膠原蛋白彈性降低 

皮膚乾燥脆弱  

傷口癒合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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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症狀 

炎症反應減緩 

新血管與膠原蛋白合成減少 

皮脂腺分泌功能減緩，皮膚乾燥 

表皮與真皮的附著力減低 

 

故老年人的皮膚須特別評估與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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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固醇藥物 

會抑制炎症期，使嗜中性白血球及
巨噬細胞無法由血管內進入傷口組
織，傷口容易感染。 

藥物會抑制纖維母細胞及表皮活動，
所以皮膚增生及傷口收縮被延誤。 
 

 使用類固醇者可補充維他命A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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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固醇藥物 

抗發炎反應 

  Decrease of movement in macropharge 
growth factor 

嗜中性白血球,巨噬細胞移動受阻 

感染徵象不明顯 

抑制表皮新生 

傷口癒合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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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藥物使用的評估 

優碘、醋酸、雙氧水會傷害到肉 

   芽組織並減低白血球的活性。 

局部抗生素藥膏只用於已感染的 

   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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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系統受損的評估 

癌症病患或愛滋患者，用藥的緣故， 

   造成細胞有絲分裂受阻，無法合成 

   蛋白質，使得白血球數目減少，阻 

   礙巨噬細胞的機能，無法引導正常 

   的炎症反應。 

通常此類病患白血球數目會過低， 

   容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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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抑制 

細胞有絲分裂受阻 

膠原蛋白合成阻礙 

炎症反應缺失 

巨噬細胞機能阻礙 

白血球數目減少 

感染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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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機能不全的評估 
血小板減少或抗凝血劑使用的病患， 

   須評估肝臟或血液功能。 

血小板引發癒合過程的開始。 

因長時間的凝血，會阻礙傷口癒合過程 

   中的第一步驟：止血功能。使得後續性 

   傷口癒合過程無法進行。 

例如：血友病、肝病患者、營養不良、 
  血小板減少、接受抗凝血劑治療常有此 

   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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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失禁狀況 

常見內在因素 

如老化 

外在因素  

大小便殘存皮膚 

皮膚酸鹼值改變 

皮膚潮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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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 

皮膚清潔液選用不當。 

清洗擦拭皮膚時，用力擦洗，
增加表皮摩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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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 

大腸桿菌為腹瀉性疾病之重要感染源 
（吳、王，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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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社會層面影響 
• 身體心象紊亂的衝擊  

• 情緒問題  

• 社交互動的衝擊  

• 疾病對家人的衝擊  

• 性生活型態衝擊  

39 
(Popoola,2003) 



局部傷口評估著重 

傷口基部 

傷口周邊皮膚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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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傷口有無 微生物感染？ 

傷口局部感染，會導致持續性炎症期，阻礙膠 

 原蛋白DNA合成，無法進行上皮層增生。 

菌落數目多過105/cc的傷口，局部傷口會呈現 

 紅、腫、熱、痛，或膿性、惡臭的分泌物， 

 基至會造成白血球上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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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染 

延遲炎症期 

腐肉壞死組織增加 

膠原蛋白合成減少,表皮新生不良 

傷口久未癒合 

有意義的傷口細菌培養>105 per gm  

   except B-Hemolytic Streptococ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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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傷口是否黑色結痂， 
壞死組織或外物的侵入？ 

黑色結痂，壞死組織或外物殺死細菌
的殘骸物，這些都是培養細菌的溫床，
會阻礙到傷口癒合過程，因此需要有
效的清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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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物和壞死組織 

不可存活的組織 

培養細菌的溫床 

痂皮影響傷口的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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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傷口基部是否乾燥？ 

傷口上適當濕度會促使皮層細胞增生速 

  度加快50％。 

適當的傷口滲液含有刺激血管及皮層增 

  生的生長因子，及蛋白溶解脢 促進自 

  體清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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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口乾燥 

傷口乾燥容易產生痂皮 

表皮細胞增生移行速度減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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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傷口床適當濕潤 

傷口滲液提供傷口癒合的因子 
Exudate contains: 

 Lysosomal enzymes, WBC’s, 
Lymphokines, growth factors…….. 

濕潤傷口環境會促進表皮細胞增生速度
快三到五倍 (Field & Kerstein, 1994)  

傷口感染率下降 
降低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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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傷口基部有無過多滲液？ 

過多的滲液需清除，以避免周邊
皮膚變軟，使得整體組織破壞，
傷口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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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傷口基部 
周邊皮膚腫脹情況？ 

過度的腫脹，致傷口及周圍組織受壓，
血流受到阻礙，氧氣營養物不易送到
傷口組織，傷口細胞組織的排泄廢物
亦不容易排除，影響傷口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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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傷口及周邊是否受到 
摩擦力、剪力及壓力？ 

摩擦力、剪力及壓力會造成皮膚
或深部血管，肌肉組織受損及壞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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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傷口基部血循情形 

通常血流不足的肉芽呈現淡
粉色、或粉白相間，肉芽散
落在傷口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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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口周圍皮膚評估 

• 顏色 

• 硬度 

• 柔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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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 

微血管滲漏 

水腫 



評估傷口的邊緣及 
周邊皮膚的情況 

評估傷口邊緣與基部連接處的情形、
顏色？厚度？凹洞？內捲？ 

評估傷口邊緣的四周皮膚狀況，包括
顏色？硬度？柔耐度？溫度？微血管
滲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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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傷口周圍組織 
的硬度及水腫 

傷口周圍5cm的皮膚須評估是否有不
正常的硬化或水腫，以手指輕壓傷
口周圍的組織，若被壓組織於手指
移開後，仍呈現凹狀，表示局部呈
現水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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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傷口的肉芽組織 

指銀、亮紅色表皮 

在傷口邊緣向中心游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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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溫度 

體溫每升高10C，個體新陳代謝速率與氧氣
耗損提高10﹪。 

若有發燒時，細胞代謝廢氧與氧氣需求提
高，皮膚發生壞死機率會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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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傷口的續發性癒合正常現象 
 Assessment of Wounds Healing by Secondary Intention 

傷口床上肉芽組織自粉紅色到似牛肉紅 

肉芽組織床呈現濕潤 

少量傷口滲液 

沒有壞死或腐肉組織 

沒有異味 

完整上皮組織 

沒有形成廔管、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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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傷口的續發性癒合不正常現象 
Assessment of Wounds Healing by Secondary Intention 

蒼白或脆弱肉芽組織 

過乾或過於潮濕肉芽組織床 

分泌物呈現可能是血清、血液或化膿。 

傷口呈現壞死或是腐肉情形 

呈現似水果或是腐敗的異味 

組織無法形成上皮化 

呈現廔管、隧道型、潛行性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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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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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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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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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口分類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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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敷料原則 

 傷口類型：表淺、全皮層損傷、腔室型 

 傷口性質：壞死、腐肉、肉芽組織、上皮化 

 傷口特質：乾燥、濕潤、大量滲液、有惡臭
味、非常疼痛 、不容易包紮、容易出血 

 細菌生長情形：組織不生長、感染、細菌潛
在的可能性（Stephen Thomas,Bridgend District and NHS Trust,Bridgend, 1997） 



選擇敷料需考慮因素 

使用相同種類敷料時，新舊產品需相互比較 

選擇安全、有效、便於使用並控制成本內 

更換敷料需考量病人整體個別性、傷口特質、敷
料效果評估，可建立標準照護原則指引 

依照傷口癒合階段，調整敷料使用，以促進最有
效傷口癒合 

配合實際累積照護經驗及敷料特性，調整敷料使
用 

 

R. Gary Sibbald, Kevin Woo, Elizabeth A. Ayello, （2006）Increased Bacterial Burden and Infection:The Story of NERDS 

and STONES. ADVANCES IN SKIN & WOUND CARE & OCTOBER:447-461 



敷料種類 

Gauze Dressing  紗布 

Films透明薄膜 

Hydrogel 親水性凝膠 

Hydrocolloid 親水性敷料 

Aliginates 海藻片 

Foams 泡綿 

Antimicrobial Dressing  抗菌性敷料 



紗布（Gauze Dressing） 

產品成分：棉質或合成纖維製作合成。 

作用機轉：利用紗布之毛細現象，吸收滲液。 

適用範圍：可使用於各種傷口，常為傷口最外層
敷料 

優點：易取得，乃為最經濟敷料；可搭配適當溶
液，如N/S保持傷口溼度；可吸收少量傷口分泌物；
可利用物理清創作用，協助除去壞死組織。 

缺點：需常更換敷料、費時，無法吸收多量滲液；
更換時容易造成新生肉芽損傷，增加病患疼痛感；
容易造成傷口乾燥、降低上皮移行與膠原蛋白的
合成。 



透明薄膜式敷料1 
（Transparent Polyurethane Film Dressing） 

產品成分：聚胺基甲酸乙脂（polyurethane）。 

常見產品如：OpSite、Tegaderm、Mefilm。 

作用機轉：是一透明半透性之敷料，氧及少許水
蒸氣可自由通透，但卻可有效防止細菌及異物通
過之防水敷料；因其不透氣，故具有保濕作用，
可維持傷口濕潤，促使皮層細胞增生及游移，使
壞死組織自體溶解。 

 



透明薄膜式敷料2 
（Transparent Polyurethane Film Dressing） 

適用範圍：適用於小面積淺層燒傷、撕裂傷及壓瘡第一期
及第二期（局部增厚少量滲液）的傷口，也可用於壓瘡性
水泡。臨床上亦常使用於固定靜脈注射位置。 

優點：透明，容易觀察傷口情況；具有效固定支持作用，
不需第二層敷料包紮；可促進自溶性清創作用；防水及阻
隔外界液體及細菌滲入傷口內。 

缺點：無法吸收傷口滲出液；瘻管或感染性傷口不能使用；
若使用油性藥物或油性皮膚者，黏固性較差，易脫落；撕
除時會造成新生上皮細胞組織受損；少數人皮膚會有過敏
反應。 



親水性凝膠（Hydrogel）1 

產品成分：甲基碳化鈉纖維素、果膠、三仙膠（xanthan 
gum）、Nacl、丙烯乙二醇（propylene glycol）、水。 

作用機轉：使傷口濕潤及促進多形核白血球及巨噬細胞活
化，以達到自體清創的效果。 

特性：高含水量，可增加傷口濕潤。 

適用：（1）乾結痂（黃、黑）的或是腐肉具少量分泌物傷
口（2） 適用於燒傷或是具疼痛性傷口 （3）窄小死腔或肉
眼可見肌肉的傷口。 

常見產品如：DuoDERM Hydroactive Gel、Purilon Gel、
Intrasite Gel。 

http://tw.wrs.yahoo.com/_ylt=A8tUxwwC5WxI2qcAUBRt1gt./SIG=1iomle05g/EXP=1215182466/**http%3A//tw.info.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view%3Fback=%26w=215%26h=181%26imgurl=www.coloplast.it%252FECompany%252FUSMed%252FProduct.nsf%252Fdedd8a2d86a74bdf41256a0f002e6c0e%252F2f48e9525b75ba43412566be00533f2e%252FWebBodyRT%252F0.341A%253FOpenElement%2526amp%253BFieldElemFormat%253Djpg%26rurl=http%253A%252F%252Fwww.coloplast.it%252FECompany%252FUSMed%252FProduct.nsf%252Fdedd8a2d86a74bdf41256a0f002e6c0e%252F2f48e9525b75ba43412566be00533f2e%253FOpenDocument%26size=6.2kB%26name=0.341A%26p=coloplast%2BPurilon%2BGel%26type=jpeg%26no=2%26tt=5%26oid=9486c3a650c61766%26ei=UTF-8


親水性凝膠（Hydrogel）2 

優點：清除容易，不會沾粘在傷口上；能濕潤傷
口，加強自體溶解之擴創成效；可填充死腔；減
輕疼痛；感染性傷口可使用。 

缺點：有多量滲出液的傷口不可使用，會浸潤傷
口周圍皮膚，需要第二層敷料包紮 
 



親水性敷料1 

（Hydrocolloid Dressing） 

產品成分：動物膠（gelatin）、果膠（pectin）、甲基碳化
鈉纖維素（carboxymethyl cellulose；CMC）。 

作用機轉：含軟化纖維原成分，可將纖維蛋白軟化清除。
含有親水性粒子，可與水作用產生膠膜，減少疼痛，不會
使新生組織受損傷。可活化多形核白血球 polymorphonuclear  
leukocyte；PMN）及巨噬細胞 （macrophage），使它們發揮 

  自體清創的功用 

常見產品如：DuoDERM CGF 、Comfeel Plus Ulcer Dressing 



親水性敷料2 
（Hydrocolloid Dressing） 

適用範圍：壓瘡平面式乾淨傷口；輕度滲出液傷口（可選
用薄片人工皮）；中度滲出液傷口（可選用厚片人工皮）；
靜脈潰瘍傷口（需配合彈性繃帶使用）；取皮區。 

禁忌：感染性、瘻管式、滲液量多傷口、周圍皮膚較脆弱 

優點：能軟化黃色腐肉，具清創功能；可吸收傷口滲出液；
良好的屏障；保溫、保濕、防水、舒適，移除時不會沾黏
傷口基部；減少換藥次數。 

缺點：不透明，不易觀察傷口情況； 易因熱或摩擦而軟化、
變形；傷口上若殘留敷料，會產生異味；邊緣下方易出現
滲漏、縮皺現象，分泌物滲漏可能導致皮膚浸潤。 



Hydrocolloid 親水性敷料 

變白表示敷料已
吸附飽和，需要
更換。 



親水性敷料--Comfeel Plus Ulcer Dressing＄ 

 



親水性敷料 

 DuoDERM CGF（薄）  

 



親水性敷料 
 DuoDERM CGF（厚） 



藻酸鹽敷料（ Calcium Alginate Dressing）1 

產品成分：甲基碳化鈉纖維素、藻
酸鈣（calcium alginate）。 

作用機轉：在傷口內富含鈉離子及
水分的組織液，與敷料內的鈣離子
進行接觸性的離子交換，會使藻酸
轉變成凝膠，此種凝膠可提供傷口
所需的濕潤環境，促使傷口細胞增
生、加速傷口癒合。 

常見產品如：Kaltostat Alginate 、
SeaSorb Soft。 

Kaltostat  



藻酸鹽敷料2  
（ Calcium Alginate Dressing） 

 特性： 

－從海藻製造有海的味道 

－需要第二層敷料 

 適用： 

－吸收量中度分泌物 

－凝血功能差傷口 



聚氨脂泡棉敷料1 

（Polyurethane Foam Dressing） 

 產品成分：聚氨脂甲酸乙脂
（polyurethane）、矽膠（silicone） 

 作用機轉：吸收泡棉層
（absorbent form pad），可吸收大
量滲出液、減少浸潤，使傷口
保持在濕潤的狀態，即使在壓
力下仍具吸收功能。 

 常見產品如：Biatain Dressing、
Mepilex。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homecaredelivered.com/images/product_images/66927637_web.jpg&imgrefurl=http://www.homecaredelivered.com/catalog/501/Smith%2520%26%2520Nephew/66927637/Allevyn_Hydrocellular_Foam_Dressing_non-adhesive_4_x_4.htm&h=174&w=250&sz=4&hl=zh-TW&start=28&um=1&tbnid=Gdhh20YSJCIZEM:&tbnh=77&tbnw=111&prev=/images%3Fq%3DPolyurethane%2BFoam%2BDressing%26start%3D18%26ndsp%3D18%26svnum%3D10%26um%3D1%26complete%3D1%26hl%3Dzh-TW%26sa%3DN


聚氨脂泡棉敷料2 
（Polyurethane Foam Dressing） 

適用範圍：第三、四及壓瘡之傷口；疼痛傷
口；對水膠體（hydrocolloid）過敏者；中、
大量滲出液的傷口及周邊皮膚脆弱的傷口。 

優點：可吸收多量滲出液；高度舒適、容易
撕除、不傷皮膚；減少滲漏及浸潤對傷口的
影響；可長時間使用。 

缺點：不透明，無法直接觀察傷口狀況；乾
燥性傷口無法使用此類敷料；成本較高。 



泡棉敷料-Foam 

可自黏 無法自黏 





親水性纖維敷料 
（Hydrofiber Dressing） 

產品成分：甲基碳化鈉纖維素。 

 常見產品：AQUACEL Hydrofiber 

作用機轉：甲基碳化鈉纖維素可鎖住滲出液形
成凝膠，除可維持傷口適宜的濕潤度，並可使
壞死組織軟化，以達自體溶解。 

適用範圍：清潔性傷口、深度性瘻管傷口、滲
出液量多的傷口、腔洞型傷口。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medi-life.com.tw/ImageResizeCache/a65395c1d6c8b1b0e3316e4c288f35aa.jpg&imgrefurl=http://www.medi-life.com.tw/Articles.asp%3FBlockName%3DArtCon%26VS%3D27%26AT_ID%3D304&h=200&w=300&sz=50&hl=zh-TW&start=48&tbnid=suk8115JEkfBMM:&tbnh=77&tbnw=116&prev=/images%3Fq%3DHydrofiber%2BDressing%26start%3D36%26gbv%3D2%26ndsp%3D18%26svnum%3D10%26hl%3Dzh-TW%26sa%3DN


親水性纖維敷料 
（Hydrofiber Dressing） 

優點：可用於填塞腔洞型傷口；能吸收多量滲出
液，可吸收本身25倍重量的滲出液；減少換藥次
數；撕除容易，避免疼痛。 

缺點：乾燥或有輕微滲出的傷口不適用；需第二
層敷料包紮固定；會使傷口床變乾燥。 



Hydrofiber Dressing 



ConvaTec Aquacel 

含銀，抗菌 不含銀 



抗菌性敷料（Antimicrobial Dressing）  

產品成分：聚氨酯泡棉、甲基碳化鈉纖維素、銀等 

作用機轉：帶正電銀離子會阻礙細菌細胞壁蛋白的
合成、阻止細胞核DNA的分裂及破壞細菌的呼吸能
量鏈的合成，最終使細菌的細胞壁破裂而死亡。 

抑菌範圍：包括革蘭氏陽性、陰性菌、抗甲氧西林
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抗萬古黴素腸球菌（VRE）

及白色念珠菌 。 

常見產品如： AQUACEL Ag 、 Biatain Ag、Anticoat 

 



抗菌敷料Aquacel-Ag ＄＄＄ 

 適用：感染性傷口，可以鎖住滲液與細菌，並提
供傷口適合的濕潤 
 治療目的：控制傷口菌叢生長 
 禁忌：乾燥型傷口、清潔性傷口 
 注意事項： 
需要第二層敷料 
建議第一次使用依傷口大小先剪好 
未用完敷料需密封存放至陰涼處， 
    減少銀氧化 



現代敷料選擇－滲出液考量 



美皮蕾－輕薄型 

敷料特色：Safetac專利技術製成之軟性矽
膠敷料，更換敷料時不會對傷口及傷口周
圍皮膚產生二度傷害 ，方便、容易的黏貼
於傷口上 

可依傷口不同形狀部位作剪裁 

適於與加壓繃帶使用 

更換時間依照傷口滲出液多寡決定，最多
使用7天 



Mepilex 美皮蕾－輕薄型 

適應症 

 無或少量滲液傷口 

 壓瘡 

 糖尿病病足 

 表淺創傷傷口，如：皮膚撕裂傷、延遲性傷口癒合 

 中度皮膚燒傷 

 皮膚放射性灼傷 

 水泡性表皮鬆懈症 

缺點：需使用紙膠加強固定，不適合凹凸不平皮膚處 

不適合：傷口滲液多、感染 



Mepilex 美皮蕾－輕薄型 

 



Comfeel Power 傷口粉＄ 

產品成份：甲基碳化鈉纖維素（CMC） 

適用：清潔性傷口 

目的：促進肉芽組織增生 

禁忌：感染性傷口 



 尾骶傷口-清潔性 

 黏貼親水性敷料易浸
潤潮濕脫落 

→ 傷口粉使用乾紗覆蓋 



Comfeel Paste 褥瘡膏＄＄ ＄ 

產品成份：甲基碳化鈉纖維素（CMC） 

適用：清潔性傷口 

目的：適合填塞凹陷型傷口， 促進肉芽組
織增生 

禁忌：感染性傷口 



 潛型性尾骶傷口-清潔 

 Paste 褥瘡膏塗抹，乾
紗填塞，外層紗布敷
蓋 

 



玻尿酸敷料簡介 

屬多醣類，為生物性聚合分子(biopolymer) 。 

1934年從牛眼睛玻璃體（hyaloid）萃取尿糖
醛酸（uroid acid）故命名為玻尿酸
(hyaluronic acid) ，又名透明質酸。 

特點： 

生物相容性高，可為身體自然分解吸收。 

可作為細胞生長的骨架 

可應用在強化軟組織，及手術後抗沾粘等
外科治療之生醫材料（楊，2000） 



Hyaluronic acid 作用 

 讓纖維蛋白作用，促進血塊形成 

 維持濕潤傷口環境 

 促進細胞增生及移行 

 提供細胞水合作用 

 在組織修復過程中，促進蛋白多醣增生 

 提升傷口修復品質（Chen and Abatangelo,1997 ） 





玻尿酸臨床運用 

OP：laparotomy.  

 傷口癒合差 

使用玻尿酸凝膠
+NS wet bid 使用 

 

99.3.11 

26×3㎝ 

99.3.16 

26×2.5㎝ 



傷口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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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7) 

傷口評估 

介入措施 是否清創 

是 避免感染 
減輕臭味 
促進癒合 

清創 
自我溶解 
機械性 
化學性 
外科手術 

是否感染 

是 

治療感染---抗生素使用 

保護---使用非密合性的敷料 

乾淨---使用傷口抽吸器或生理食鹽水 

處理臭味---使用抗生素敷料 

傷口的深度 

依滲液量（無、少量、中量、 
大量）的情況選用敷料 

深 依滲液量（無、少量、中量、 
大量）的情況選用敷料 

淺 

傷口 
進展朝目標 
進步 

每14天重新 
評估傷口及 
介入措施 

監測傷口癒 
合的狀況 



淺度傷口敷料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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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滲液：親水性凝膠（ Hydrogel ）、透明薄膜式
敷料（ film、composite ）。 

少量滲液：透明薄膜式敷料（ film、composite ）、
親水性敷料（ Hydrocollid ）、泡棉敷料
（ foam ）、傷口填充物（傷口膠）。 

中量滲液：親水性敷料、泡棉敷料、藻膠鹽敷料、
傷口填充物（傷口粉）。 

大量滲液：藻膠鹽敷料、泡棉敷料、親水性纖維
敷料（Aquacel hydrofiber）、傷口填充物（傷口
粉）。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7) 



無感染性深部傷口敷料選擇 

無滲液： 親水性凝膠、玻尿酸軟膏。 

少量滲液： 親水性敷料、泡棉敷料、傷口填充物
（傷口膠或傷口粉）、玻尿酸軟膏、膠原蛋白。 

中量滲液：藻膠鹽敷料、泡棉敷料、傷口填充物
（傷口粉）、膠原蛋白、玻尿酸軟膏、親水性纖
維敷料。 

大量滲液：藻膠鹽敷料、泡棉敷料、親水性纖維
敷料、密閉式負壓抽吸療法。  

105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7) 

感染性傷口請勿使用玻尿酸軟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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