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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慈濟醫院
皮瓣移植手術

切除了腫瘤之後四分五裂的臉、

被車輾過的腳、被機器切斷的手指……

身體的各種缺損，靠著整形外科的皮瓣手術顯微重建，

不同部位的皮膚、肌肉、血管、神經也神奇地被接合活化，

病人重新擁有一張臉，嘴唇也可以再造，

手指好像不曾斷過……

大林慈濟醫院整形外科黃介琦主任近十五年來，

以皮瓣手術為南部的病人重建身體，

助病人盡可能重回正常生活，

尤其口腔癌患者的頭頸部游離皮瓣重建手術，

執行了超過一千三百例，

每次超過十個小時的手術時間，

一清早走進開刀房，出來時天都黑了，

但能盡量為病人重新找回身體外觀原有的樣子，

是心中唯一的想法，

因為他們不是要變美，

只是想要回原來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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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嘉義的一位六十五歲阿公，因嘴

巴疼痛與體重下降來到大林慈濟醫院

治療，檢查後發現口腔內的腫瘤已有

五公分大，耳鼻喉科醫師建議應立即

手術，但阿公決定尋求另類療法，拖

延了五個月，直到腫瘤從嘴巴擴散至

眼窩附近，阿公終於發現事態嚴重，

才同意接受化療與放射治療。但前後

拖了十個月，口腔腫瘤擴散情況嚴重，

幾乎半張臉都受到感染，長二十五公

分、寬十五公分臉到脖子的面積都必

須切除，那麼切除之後呢？一個人少

了半張臉怎麼活下去？怎麼面對他人

的目光？

對現代的醫學技術，這已經是可以

達成的――為病人重新打造一張臉，

用病人自己身上的皮肉組織；交給「整

形外科」專科醫師，術式名稱是「皮

瓣手術」。我們一般人不需知道各種

複雜皮瓣手術的細部考量，但要知道，

每一次為病人進行整形重建術式，有

如醫學中的藝術作品，耗時又費心神。

這位缺了半臉的阿公，在切除腫瘤

之後，包括眼窩、上下顎、顏面與皮

膚都有缺損，所以整形外科主任暨外

科部主任黃介琦醫師，決定同時用阿

公兩側大腿與小腿腓骨三個游離皮瓣，

進行顯微手術，重建口腔、鼻腔、眼

窩，手術時間共花了九百四十分鐘，

將近十六個小時。腓骨皮瓣手術部分

使用三層，有如「三明治」式方法重

建下顎骨，而兩側大腿皮瓣，則重建

上顎臉部口腔與頸部的缺損。

文、攝影／江珮如

病人口腔腫瘤嚴重，需切除近半張臉，由黃介琦

醫師以游離皮瓣顯微手術重建臉部。圖／黃介琦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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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 瓣 (Flap)： 是 指 具 有

血液供應的皮膚和相連

著的皮下脂肪組織，也

含有神經、血管等。

皮瓣移植手術，簡單地

說，是將皮瓣覆蓋在清

創後的傷口，以保持血

液供應，才能讓組織繼

續存活，逐漸恢復功能。

例如鼻、唇、陰莖、手

指等等器官的再造，就

是要靠皮瓣來移植。

顯微鏡下的奧妙

如米粒中的刀工縫術

透過顯微鏡輔助，許多過去用肉眼

觀察不到的身體組織變得一覽無遺，

六十年代以後，顯微鏡更與醫療結合，

從此顯微手術開始突飛猛進，讓肉眼

看不見的微細血管能夠順利接合，而

且血流通暢。

到了七十年代，顯微手術更被運用

於自由皮瓣轉移的手術，簡單地說，

就是能移植自己身上其他部位的皮瓣

來補，因為雖然是不同部位的血管，

但可以接通輸送養分，皮瓣就順利地

在身體另一個地方落腳存活。

對病人來說，可能只知道整形外科

醫師要「割我臀部、大腿的肉和皮來

補我臉部、脖子的傷口」，但是對一

位整形外科醫師來說，這裡面的決策

是要多年的功力，他在盤算身體各部

位的相容性、最低的傷害性等等，在

許多種的皮瓣手術中，找出最適合這

一個病人的術式。其中，游離皮瓣手

術，算是難度非常高的術式。

黃介琦主任說明，所謂重建手術不

是只有挖東牆補西牆，還必須減少供

皮部位的併發症，除了要盡量縮小傷

口，補完以後還要增加美觀，並加強

重建部位的功能性。隨著科技進步，

目前重建顯微手術能運用的層面已十

分廣泛，包括斷臂、斷指等外傷、腫

瘤切除後的傷口、先天畸形及糖尿病

造成的慢性傷口等缺損，都能透過顯

微鏡搭配精密器械，利用比髮絲還細

的縫線，進行組織移植及血管、神經

的重建縫合。

表皮層

皮膚
皮脂腺

脂肪、膠原蛋白、纖維母細胞
汗腺

感覺神經
末梢

毛髮

真皮層

神經

微血管

皮下組織

微動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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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頸部重建

最大程度保留外觀

「治療頭頸部癌症時，為了徹底切

除癌組織，手術後往往留下極大的傷

口，如果勉強縫合，病人的張口動作

將來勢必受限，使得病人日後說話、

吃東西都有困難，所以大範圍的口腔

癌切除手術，就需考慮做重建的手

術。」黃介琦主任接著說，「如果是

小的口腔腫瘤經手術切除後，便可直

接局部縫合或使用皮膚移植覆蓋傷口，

術後後遺症較少，但較大的腫瘤或是

處於特殊位置的腫瘤經切除後會留有

大片組織缺損，就需要大塊的自體組

織來重建傷口。」

有位五十多歲男子，從小在頸部右

後方就有一顆約半公分的痣，五十年

來一直相安無事，沒想到有天這顆不

起眼的痣竟然開始腫大、流血，原本

不以為意，頂多流血時偶爾會用手擠

出血水，沒想到傷口越擠越大，幾個

月後變到快五公分，趕緊跑來大林慈

院進行檢查。

黃介琦認為病情不尋常，因此為病

患取下一塊傷口組織做病理切片檢驗，

最後證實為惡性皮膚腫瘤中的「基底

細胞癌」，必須進行頸部惡性基底細

胞瘤切除手術。因為是惡性皮膚癌，

為了避免將來復發，黃介琦擴大腫瘤

切除範圍，在不增加額外傷口的原則

下，以頸部的局部皮瓣進行傷口修補

病人頸後的痣，因基

底細胞癌擴散而變成

令人觸目驚心，所幸

經過治療切除，病人

重新恢復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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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縫合，使得頸部可以保持原有的外

觀。

黃介琦指出，多數皮膚癌發生在頭

頸部，整形外科醫師的目標就是盡最

大可能，將患者的外觀恢復原狀，一

些皮膚癌重建手術可以在腫瘤切除後

立即進行，但病灶較大的皮膚癌和處

於面部關鍵部位的皮膚癌，則需要進

行範圍更廣泛的重建手術，包括要用

到皮膚移植和複雜面部皮瓣等技術。

自體組織移植的重點，其實在於妥

善規劃。醫師在術前必須仔細分析傷

口的缺損範圍、血液灌流充足程度、

神經分布缺損程度、感染細菌種類及

抗藥性等，再根據臨床經驗來判斷，

找尋身體上適合移植的皮瓣部位，如

利用前大腿的皮瓣來重建口腔癌的顏

面缺損，使用合適的重建方式來執行

手術。

以口腔癌切除合併皮瓣重建手術來

說，就必須動員耳鼻喉科醫師、口腔

外科以及執行顯微手術的整形外科醫

師，一起通力合作才能完成。為了讓

接合後的血管順利癒合，病人術後需

儘量保持平躺二至三天，而且頭頸部

禁止移動，加上身上還有複雜的管路，

如鼻胃管、氣切、傷口引流管、尿管

及靜脈導管等，因此對病人來說是最

難熬的日子，家屬及護理人員也都必

須小心照顧，才能讓手術治療達到最

好的效果。

黃介琦醫師仔細檢視口腔癌病患的傷口情況，

並制定醫療計畫。

「游離皮瓣」移植手術，是利用身體其他部位的皮瓣，來覆蓋傷

口暴露的骨骼肌腱，因需要利用顯微鏡來接合微細血管，所以手

術時間較一般手術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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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指顯微重建		拼湊愛與希望

而大林慈院目前的重建手術可分為

三大類，除了頭頸部術後的重建，另

外兩類則是「顯微手術血管與神經重

建」及「肢體重建」，前者應用於斷

指或手外傷患者，後者則多是糖尿病、

褥瘡、外傷等病患。

一位在工廠上班的林先生，在工作

時不小心被機器輾斷右手拇指，送到

醫院時一度失血過多而生命垂危。當

時黃介琦前往會診，發現病人傷勢十

分嚴重，手指的血管、皮膚與神經均

被機器破壞，手術困難度很高，但仍

有重建的機會，於是藉由顯微重建手

術幫林先生接回手指，手術進行七個

多小時完成。術後林先生的手指慢慢

恢復功能，讓林先生相當高興，直呼

真是太神奇了，也十分感恩醫師的用

心治療。

黃介琦表示，手指重接手術是近代

顯微手術的一大進展，只要斷落的指

頭不要遭受太大毀損，妥善低溫保存

及運送，在廿四小時內進行顯微移植，

就能接回受損部位，讓手指被機器切

斷的職災受害者、車禍導致骨折的傷

患，都有重新復原的機會。醫師會將

斷指作適當的沖洗及消毒，經清創處

理及釐清重要組織後，再於顯微鏡下，

將骨頭、肌腱、血管、神經及皮膚，

依序接合起來。

一般來說，外傷性手指截斷大致可

分「部分截斷」及「完全截斷」，「部

分截斷」是指斷肢與患處仍有部分組

織相連，「完全截斷」則是斷肢與患

處分離，這兩種都能透過顯微手術達

到不錯的治療成果，不過一開始接回

時，由於神經與肌肉組織多少都有受

損，因此仍定期進行復健，才能逐漸

恢復正常功能。

林先生因工作被機器輾斷手指，經由顯微重建

手術治療，斷指逐漸恢復功能。圖為黃介琦醫

師小心翼翼地將死皮剝除，露出癒合的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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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顯微手術雖然挽救了許多原本

面臨截肢的病人，但使用上仍有其極

限。例如被利刃截斷的手指，醫師可

經由顯微手術使沒有血液循環的組織，

重新建立起血液循環而讓組織存活，

但是如果組織已受到傷害，如壓碎的

手指，即使勉強接合血管，組織仍有

可能死亡。

手術的成功率其實決定於多項因素，

包括受傷的嚴重度、截斷的位置、受

傷的時間及斷指保存的方式，還包括

病患本身有無伴隨血管或免疫的疾病，

有無抽菸或是食用像咖啡等刺激性食

物的習慣。但一般來說，如果為整齊

截斷的斷指，依然有近九成的機會可

以接合成功，所以當不幸發生意外時，

黃介琦醫師利用 X 光片，向病患說明斷指接合的情況。

透過持續的復健治療，才能讓受損的手指功能，

逐漸恢復原本的靈活度。



人醫心傳2015.724

乾坤大挪移
COVER STORY

切記要將組織保存完善，為自己留下

復原的希望。

糖尿病傷患肢體重建	重拾尊嚴

在臺灣四十五歲以上人口罹患糖尿

病的盛行率為百分之十二，平均每九

個人就有一人得病。糖尿病是造成非

創傷性截肢的主要原因之一，當身體

老化加上糖尿病就會加速血管硬化，

嚴重影響膝蓋以下到腳踝以上的周邊

血管及末梢神經，但由於血管疾病不

似外傷明顯，造成許多糖尿病患者沒

有警覺性，以為小傷口放著就會好，

最後卻惡化到必須截肢。

在黃介琦的門診中，幾乎每十位病

人就有二位是糖尿病患者，有人是小

腿潰爛，有人是腳背細菌感染變成骨

髓炎，不但散發陣陣惡臭，還得忍受

清創的痛苦。糖尿病造成的血糖不穩、

血液循環不良、周邊動脈阻塞等問題，

過去往往使得雙腳面臨被截肢的命運，

然而透過游離皮瓣手術，經由整形外

科醫師進行重建，不但能保住原本要

被截肢的部位，也讓傷口較為美觀，

降低對病患及其家屬身心上的衝擊，

使患者早日重拾自信，恢復生活品質。

曾有一位九十歲的阿公發現腳趾頭

有傷口，怎麼塗藥都不會好，雖然就

醫後截掉一節大拇指，卻仍經常痛到

無法睡覺，只好來大林慈院看診。由

高壓氧治療是請病人進入高壓艙內吸百分之百氧氣以提高血中含氧濃度，改善組織缺氧及促進傷口癒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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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傷口感染嚴重，黃介琦隨即替阿公

安排進行清創手術，清除壞死的肌肉

及組織，黃介琦發現阿公四肢不但冰

冷，也摸不到腳的脈搏，加上有糖尿

病、高血壓病史，研判應該是動脈阻

塞，決定使用血管成型術解決動脈阻

塞，再以自由皮瓣手術重建腳部。

黃介琦表示，阻塞的血管必須打通，

傷口才能有效的癒合。所以必須先由

血管外科醫師為阿公做血管成形術，

將已經阻塞的血管重新打通恢復血流

正常供應，然後再進一步從大腿取下

一塊帶有血管的皮瓣，移植到已完成

清創的左腳掌，讓阿公在術後還能保

有行走的功能，也一舉解決了困擾阿

公已久的病痛。

還有一位七十多歲的阿嬤，因為長

期洗腎加上糖尿病問題，造成下肢動

脈嚴重阻塞，右腳大拇指壞疽。黃介

琦與血管外科醫師合作，將阿嬤阻塞

的血管打通，雖然術後因糖尿病造成

傷口遲遲無法癒合，依然得截掉大姆

指避免傷口惡化，但至少保住了整隻

腳，讓阿嬤心裡十分感恩，直說「已

經很滿足了！」

「在臺灣因為糖尿病需要截肢的病

人，一年超過四千人。」黃介琦指出，

聽到截肢這樣殘酷的事實，讓許多患

者心生恐懼，也造成病人諱疾忌醫，

往往太慢接受治療而造成傷口糜爛潰

瘍，除了更難以痊癒外，甚至還會因

組織不斷的壞死而產生敗血症，最後

引發器官衰竭危及生命。

「要治療化膿的傷口，一定要徹底

清除爛肉，但醫病雙方最大的夢魘是，

今天好不容易清理好，明天新露出的

黃介琦醫師仔細觀察病患的截肢傷口，確認是

否有感染情況。攝影／黃小娟

黃介琦醫師檢視病患因血管阻塞而不易癒合的

小腿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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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又開始爛起來，反覆清瘡之後，

腳也沒剩多少了，甚至最後還是淪落

到截肢的命運。」這是黃主任十多年

來的經驗談，「但患者通常年紀較大，

往往經截肢之後就沒機會再站起來，

因為他們學會用義肢走路的機率較低，

所以有許多醫師還是在這方面努力，

希望能替病人保留最好的生活品質。」

「從以往的大量截肢到現今，醫師

無不都是希望能盡量保住腳，使病人

能用雙腳走路。」黃介琦主任表示，

醫師治療時選擇截肢，其實目的還是

為了幫病患保命，因為糖尿病足、感

染合併下肢缺血等足部傷口有一個特

性，就是爛得快、長得慢。假如選擇

使用皮瓣手術治療，從最簡單的傷口

縫合、補皮、局部皮瓣，到複雜的需

要顯微手術的自由皮瓣，無一不是考

驗外科醫師的專業，尤其是傷口常常

沒幾天就從足底爛透至足背了，除了

運氣以外，更是要和時間賽跑。

「以現代醫療技術的發達，透過血

管成形術輔助治療，有開放性傷口的

糖尿病人還是有很大機會可以保住患

足。」黃主任說，人的血管就如同公

路網絡一般，可以想像如果高速公路

及省道都塞車的話，臺灣的交通會變

什麼樣，當下肢的血管堵塞，就會造

成部份組織壞死，若遲遲未獲得治療，

壞死的組織就會開始擴散。

黃主任強調，由於糖尿病患下肢血

液循環較差，一旦感染了，不是蜂窩

性組織炎就是敗血症、骨髓炎，嚴重

時則面臨截肢。統計數據顯示，糖尿

病與下肢動脈硬化阻塞造成的截肢率，

比一般患者高出五至十倍，且糖尿病

高居全臺十大死因第五位，罹病十分

普遍，但在初期卻沒有明顯症狀，病

人很容易忽略，所以老人家在日常生

活時，一定要注意下肢循環問題，對

感覺遲鈍的雙腳要注意衛生、穿合腳

的鞋、別用太熱的水泡腳、指甲不修

剪過短，面對雞眼或任何小傷口都要

謹慎處理，一旦發生感染，千萬不可

掉以輕心。

回首大林慈濟醫院整形外科從二

○○○年開院至二○一四年底，共執行

頭頸部游離皮瓣手術一千三百二十一

例；同時使用三個皮瓣重建共八位

男性口腔癌患者，年齡範圍從四十至

七十三歲，平均五十四歲，手術時間

約六百四十至一千零十五分鐘，平均

十四小時三十分鐘；同時使用二個皮

瓣重建共一百一十位患者，年齡範圍

從三十九到八十八歲，平均五十八歲，

手術時間平均十小時；使用單一皮瓣

重建，完成一千二百零三例。

對黃介琦醫師與團隊而言，一輩子

的生涯都與皮肉移植為伍，但不忍心

看到有人缺了臉、缺了手、腳的生活

著，即使花上十個小時，忍著自己雙

腿靜脈曲張的職業傷病，穿上彈性褲

襪也要繼續，只要再次為病人造一張

臉，接回斷指、斷腳，生活就可能變

得離正常更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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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形外科團隊利用顯微鏡將動、靜脈一一接合，

重建組織的血液循環。

重建手術之後的傷口照護非常重要，可以人工

敷料的表面顏色分別換藥時間，後為真空輔助

傷口癒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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