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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腫脹顯微表淺脂雕術 (Tumescent Microcannula
Superficial Liposculpture) 及臨床應用
台中市優健萌葳診所
文、圖∕郝治華 李咏馨﹡

新北市鍾馨診所﹡

前言
歷史記載中，抽脂 (liposuction) 於 1976 年誕生，
因為剛開始人類對皮下脂肪解剖構造的了解不足，
所以當時抽脂手術處理的結果無法達到最佳的美容
效果，可能產生許多令人詬病的問題，如術後凹凸不
平、皮膚鬆弛而需要二次的拉皮手術 (1)（圖 1）。
有鑑於過去抽脂有不足的地方，為了能夠進階曲
線的雕塑的美容效果，1989 年義大利的 Gasparotti 醫
師提出了脂肪深層、淺層的解剖構造觀念及表淺脂雕
(superficial liposculpture) 的技巧，這是針對傳統抽脂的
瓶頸做突破，能夠對淺層脂肪做處理的技巧。這個技
巧妥善處理淺層脂肪層，打薄脂肪的皮瓣，可以達到
刺激皮膚收縮回彈、平滑緊實和重新貼附等美容效果，
不僅能去除大量脂肪的堆積的問題，同時也可達到雕
塑曲線，進而減少了拉皮手術的需求，如腹部拉皮、
大腿內側拉皮、手臂內側拉皮的必要性，更能做到多
層面醫療上的應用，如男性女乳症、狐臭等（表 1）。
但是，表淺脂雕的出錯容忍範圍很小，不應貿然
嘗試，建議對於深層脂肪處理很有經驗之後，在具豐
富經驗的醫師指導下操作為佳。
因此，我們將抽脂手術中能夠同時做深層以及淺
層脂肪的技巧，稱之為脂肪雕塑術 (liposculpture)。

脂肪構造解剖學
談到淺層脂肪，必須對皮下脂肪的解剖有所了
解，皮下脂肪總共分成三個部分 (2)（圖 2）。最淺層
的部分叫做頂端層 (apical layer)，也就是真皮與皮下
脂肪的交界 (dermal-fat interface)，跟真皮 (dermis) 的
深處相連結，這層次並不能做治療，如果傷害到反而
有併發症的產生。而淺層脂肪 (mantle layer) 與深層脂
肪 (deep layer) 中間由表淺筋膜 (superficial fascia) 所分
開。體重越重，表淺筋膜越堅韌。
第一部分：頂端層 (apical layer)
頂端層脂肪：這一個層次是非常非常薄的，而
且與真皮深處相連結，之中並沒有甚麼組織可以把這
兩層分開，他們連結的非常緊密，這些脂肪圍繞著汗
腺，並且穿插在淋巴循環以及血液循環之間。
第二部分：淺層脂肪 (mantle layer)
淺層脂肪：脂肪團塊是被結締組織 (cutis retinacula)

圖 1 A：治療大腿外側的局部脂肪堆積。B：當
深層脂肪抽除之後，會留下一層厚重的表淺
脂肪層，當失去深層脂肪的支持，在重力的
影響之下，可能會造成下垂或是在皮膚表面
造成凹凸不平的現象。當出現這個問題的時
候，使用塑身衣並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1)。
表1

抽脂 (liposuction) 與脂雕 (liposculpture)
抽脂 (liposuction)

脂雕 (liposculpture)

1976 年開始

1989 年開始

深層脂肪處理 (debulking)

深層脂肪處理 (debulking)
淺層脂肪處理 = 表淺脂雕
(superficial liposculpture)

脂肪量的治療
脂肪量的治療加上美容的效果
瓶頸：美觀不足、表面可能 突破：皮膚能收縮回彈、平滑
凹凸不平，皮膚鬆弛。
緊實和重新貼附。
需要二次拉皮手術。

不需拉皮手術。

以垂直的方式所分開，如果垂直切開可以明顯可見像
毯子一樣柱狀的排排站，最深處有連著表淺筋膜，裡
面蘊含豐富的淋巴以及血液循環。
分布：淺層脂肪很重要且遍及全身，可以看成
是全身的安全氣囊，當我們接受撞擊的時候，可以把
力道做分散，只有一些少數地方並沒有淺層脂肪也
沒有深層脂肪的分布，如眼皮 (eyelids)、鼻樑 (nasal
bridge)、指甲下方 (subungual digits)、陰莖 (pe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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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皮下脂肪組織由膠原蛋白網狀真皮組織以網狀緊密的
方式包圍起來 (2)。

圖 3 在深層脂肪層裡面具有橫的與斜的纖維層面 (2)。

全身上下的淺層脂肪厚度都不一樣，但是同一部
位的厚度都趨向於同樣。而有深層脂肪分佈的區域，
比如說腹部、馬鞍、臀部、或是大腿，淺層脂肪也會
比較厚。
第三部分：深層脂肪 (deep layer) ( 圖 3)
深層脂肪層含有豐富的結締組織，而結締組織之
間含有豐富血液循環。深層脂肪細胞比較容易因為飲
食的因素而增大，換言之，飲食比較無法影響到淺層
脂肪。除了肥胖的新生兒與兒童有深層脂肪，但是大
部分青少年幾乎沒有深層脂肪，之後才會逐漸累積。
至於各深層脂肪的分布的多寡，跟基因有關，這也就
是為甚麼體型與遺傳相關性很高。
深層脂肪貢獻了大部分的脂肪層的厚度，兩側對
稱， 可 以 在 腹 部 (abdomen)， 後 腰 側 (paralumbar) 與
臀部大腿 (gluteal-thigh) 區域看到。
分布如圖 4(3)，Markman 氏與 Barton 氏研究了軀幹
以及下肢的皮下脂肪組織，發現表淺層脂肪團塊由結
締組織以比較小、比較緊密的方式排列在一起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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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軀幹與腿部淺層脂肪與深層脂肪的分布 (3)。

深層脂肪團塊則由結締組織以比較疏鬆、比較不規則
的方式排列在一起。這種淺層與深層差別在臀部以及
大腿會漸趨越不明顯，在股骨粗隆到膝蓋慢慢兩個層
次聚合，膝蓋以下小腿區域，基本上都只有淺層脂肪。
如圖5，以手臂為例，可以把手臂區分為4個
部位，1.前側(anterior)；2.外側(external)；3.後側
(posterior)；4.內側(internal)，在124三個區塊，皮下
脂肪僅由淺層脂肪所組成，這些部位也比較不容易因
為體重增加而增加局部脂肪的堆積。
而深層脂肪袋的分布是在後側。要做好手臂的雕
塑，就必須要知道各位置深淺層脂肪分布的不同，治
療深層脂肪的方式與淺層脂肪的方式是不同的。

如何做好表淺脂雕
由於淺層脂肪貼近皮膚，直接供應皮膚的血管，
所以有一些器械上的限制，第一是器械管徑粗細方
面，管徑越粗較無法治療到越淺層的脂肪，第二是
器械運行方式的限制，如果使用會震動或是旋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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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左圖）傳統抽脂處理深層脂肪，殘存的淺層脂肪的皮瓣
因為重量以及重力而有下垂的現象。（右圖）表淺脂雕在
淺層脂肪造成許多隧道似的構造，讓皮膚能夠收縮 (7)。
圖 5 上肢淺層脂肪與深層脂肪的分布 (4)。

探頭，如動力輔助的抽脂(power-assisted liposuction,
PAL)或是渦漩抽脂(nutation Infrasonic liposuction,
NIL)，比較不容易精準拿捏淺層脂肪的深度而造成凹
凸不平，第三是近代風行的雷射熔脂或是超音波融脂
(laser and ultrasound assisted liposuction)，因為有較明
顯的熱效應，離皮膚太近容易有灼傷的問題。
為了避免以上的問題，處理淺層脂肪時，建議使
用管徑較小以及無動力輔助、無熱效應的抽脂器械，
由於其穿透力佳，還可以處理位於真皮下淺層脂肪以
及結締組織相關的臨床問題，比如狐臭、男性女乳
症、靜脈曲張等，可近乎完整保留脂肪層中聯繫筋膜
與皮膚的韌帶，使術後皮膚能良好回縮。
1987 年，J. Klein 提 出 了 皮 下 腫 脹 技 術， 能 夠 將
皮下脂肪層充分麻醉，並達到完善的止痛及止血效
果，無須再給予全身麻醉或是相關鎮靜的藥物，也不
須擔心出血的問題。但是管徑小的抽脂管就如同針一
樣，在腫脹麻醉技術沒有到位的時候，容易有出血的
問題，所以欲使用管徑小的抽脂管，前提是必須要做
到非常好的腫脹麻醉技術，但若過分或不當使用此技
巧，容易造成皮下淺層血管以及淋巴損傷，致術後血
腫、皮膚不平整，甚至發生皮膚壞死 (5,6)，這屬於高難
度的技巧，需要正統的學習，不應貿然嘗試，以免意
外發生。

淺層脂雕的臨床技巧（圖 6、圖 7）
處理淺層脂肪的時候，技巧在於要接近表皮層，

圖 7 淺層脂肪要使用細的抽脂管均勻抽除以達到均勻收縮。即
使有良好的皮膚彈性，也需要做表淺脂雕的治療以達到皮
膚收縮的效果 (1)。

又不要太接近，並不是把皮瓣抽薄，就能達到皮膚收
縮回彈的效果。由於頂端層 (apical layer) 是不能碰的，
也不應該是治療的層次，所以過淺或是抽得太過，都
容易造成併發症。
而淺層脂肪的厚度全身各異，但是管徑小的抽脂
管比管徑大的抽脂管更適合處理淺層脂肪，也更能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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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凹凸不平的問題，一旦使用管徑小的抽脂管，必須
要做到好的腫脹麻醉技巧，以達到止血的效果。
全身的脂肪解剖構造都必須要清楚了解，如果以
深層脂肪的抽脂方式處理淺層脂肪的部位，雕塑的效
果會不盡完美。

腫脹顯微表淺脂雕的臨床應用
1. 縮乳以及男性女乳症
傳統手術因為乳腺組織較硬，所以除了抽脂方式
處理乳房的脂肪組織，另外必須在乳暈下行小切口切
除乳腺組織，雖然切口比最早期的直接切開縫合小，
但是還是不能避免術後造成的切口疤痕。運用腫脹顯
微表淺脂雕，可以將脂肪以及纖維含量豐富的乳腺一
併刮除，抽脂管入針的傷口極小，恢復快，不須拉皮
手術，可以達到良好的美容效果。
2. 肥胖症
在 21 世紀，肥胖症已經成為一個嚴重危害人類
健康的因素，肥胖定義為 BMI(body mass index) 指數
大於 30kg/m2（國外），學者普遍認為，肥胖與眾多疾
病，如心血管疾病、第二型糖尿病、睡眠呼吸中止症、
關節炎、部分癌症有密切關聯。運用腫脹顯微表淺脂
雕術，可以將脂肪大量移除，此方法恢復快，並且不
需要經歷全身麻醉或是靜脈麻醉的風險，不須拉皮手
術皮膚即可回彈，附帶好處包括對於胰島素敏感度等
抽血指數都會有所改善 (8)。對於具有高麻醉風險，並
且已經有膝關節疾患、大腿內側摩擦已經影響走路等
困擾的肥胖病人，能夠迅速解決局部脂肪堆積造成的
生活困擾，是良好的的肥胖輔助性治療方法。
3. 橘皮
橘皮好發於女性的大腿以及臀部，是一種非病理
性皮膚的不平整。其原因尚不明顯，有學者認為與自
身的荷爾蒙、循環，和組織結構相關。橘皮主要由於
皮下脂肪組織的韌帶垂直繫於真皮層和筋膜層之間，
當受擠壓或是體位改變時，這些韌帶因牽動皮膚而導
致皮膚不平整，產生皺褶。運用腫脹顯微表淺脂雕
術，鬆解了脂肪韌帶和真皮層的沾粘，減輕了患部壓
力，從而改善了淋巴回流及血液循環，達到治療的目
的，使用術後癒合過程中產生的瘢痕收縮，使組織重
新貼附於皮膚，達到皮膚緊實的效果，但須強調此法
為症狀治療，從病因上還需要針對其根本造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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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治療 (9)。
4. 妊娠紋
對妊娠紋的治療，是美容醫學的一大難題，其發
生的原因和機制並不明確，臨床表面為真皮層內部撕
裂後癒合不完全，構造類似萎縮性疤痕，懷孕女性容
易患有此症狀。運用腫脹顯微表淺脂雕術，可重新啟
動患部傷口疤痕癒合的機制，刺激患部細胞以及組織
再生，進而到達治療的目的 (10)，筆者臨床觀察發現，
病人平均每次手術後，病人疤痕程度可以縮小 50% 以
上，而且紝娠紋的顏色也可以有所改善。
5. 狐臭以及多汗症
汗腺以及頂漿腺為皮膚附屬器官，位於真皮層，
開口於皮膚表面，部分病人因局部如腋下汗腺或是頂
漿腺分泌過度旺盛，產生體味而造成不適，導致社交
生活，心理受到影響而就醫，運用腫脹顯微表淺脂雕
術，透過間接的方式，在真皮和皮下組織破壞局部的
汗腺、頂漿腺的血液供應，利用手術產生的疤痕來減
少局部血液供應，減輕病人的臨床症狀，比起傳統的
手術方法，疼痛度低、恢復期快、瘀青少、幾乎沒有
傷口，效果比起傳統手術不相上下 (11,12)。
6. 複雜性血管瘤
血管瘤是嬰兒期最常見的腫瘤，好發於頭頸部，
臨床中，多數的良性血管瘤為複雜性血管瘤，雖不危
及生命，但可能會導致其功能上的障礙或不美觀，臨
床上治療複雜性血管瘤時，可以將其視為良性腫瘤，
運用腫脹顯微表淺脂雕術可以將其移除 (13)。
7. 第一期靜脈曲張處理
在女生的腿部極其常見，如果用雷射或是外科處
理經常會有恢復期以及其併發症的困擾，運用腫脹顯
微表淺脂雕術可以將如蜘蛛絲般的表淺細微靜脈曲張
移除，此方法恢復快、瘀青少、術後立即有效，是除
了雷射手術之外的一個良好治療選擇。
8. 脂肪瘤
脂肪瘤為最常見的多發性良性腫瘤之一，由間葉
細胞組成，病灶好發於真皮下，於軀幹、肩、頸和四
肢近端及關節等部位多見。脂肪瘤外層有莢膜包覆，
復發率極高，以往常採用手術直接切除的方法，但會
留下疤痕以及皮膚的凹凸不平。運用腫脹顯微表淺脂
雕術，可以在不影響美觀的前提下盡可能破壞脂肪瘤
及其夾膜，使損傷降至最低，兼顧手術及美容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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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淋巴水腫
臨床中，運用腫脹顯微表淺脂雕術的方法可以協
助治療阻塞性淋巴水腫，可移除位於皮下組織中水腫
的淋巴與脂肪組織，緩解病人的症狀。該方法可以避
免在傳統的手術治療中損傷肢體淺層皮膚神經與血管
的可能性，同時也顧及了術後的美觀效果 (14,15)。
10. 矽膠假體取出
液態矽膠假體在組織中，極易造成沾黏，形成大
小不等的纖維化包囊和肉芽腫組織，使用傳統的手術
方法取出假體後，難以保留正常組織和顧及術後的美
容效果，若採用腫脹顯微表淺脂雕術，可以在最大程
度考慮美觀的前提下，將體內矽膠假體及纖維，肉芽
等組織刮除 (16)。

結 語
妥善利用表淺脂雕技術可以增加抽脂的美容效
果，並減少拉皮手術的必要性，如腹部拉皮、大腿內
側拉皮、手臂內側拉皮，由於淺層脂肪層通常厚度較
薄，在器械上有一定程度的限制，若過分或不當使用
此技巧，容易有併發症，這屬於高難度的技巧，需要
正統的學習，不應貿然嘗試。運用腫脹顯微表淺脂雕
術亦可有許多的臨床運用，如男性女乳症治療、靜脈
曲張治療、矽膠移除等，不但而且恢復期快、風險
低，減低傳統手術的疤痕，是病人的福音。
（編者註：本文為作者個人之意見，不代表全聯會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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