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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履 歷 紀 錄 表 

版本 日   期 制修訂內容摘要 制修訂者 修訂章節 

1.0 2012/12/28 第 1.0 版制訂 
林辰、 

鄭存閔 
全  部 

1.1 2013/5/24 第 1.1 版制訂 鄭存閔 全  部 

1.2 2014/6/17 第 1.2 版制訂 鄭存閔 全  部 

1.3 2015/5/20 更改注意事項內容、標示 黃琇屏 全  部 

1.4 2015/9/10 
增加皮膚縫合釘許可證號: 衛署醫器製壹字第

004517 號。 修改使用說明插圖。 
范裕華 第 5 頁 

1.5 2020/12/29 修改使用手冊內容、並印刷於彩盒上 林詩婷 3、4 

1.6 2021/8/3 

1. 因應法規要求：新增禁忌症，修改警告和注意

事項及寬釘規格。 

2. 更新彩盒排版 

林詩婷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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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提供「拋棄式皮膚縫合器」之使用方法、禁忌症、注意事項、產品規格、製造商地址與聯絡方

式等說明。 

 

2. 範圍 

適用於本公司「拋棄式皮膚縫合器」。 

 

3. 印刷規格 

本使用手冊內容須印製於專用彩盒上，使用 Pantone 300C 單色印刷，印刷內容詳見圖面

166B003510(適用型號：DP0S1-SR)/ 166B003520(適用型號 DP0S1-SW 詳見)。彩盒印刷、排版

示意如下： 

圖片僅供示意 

4. 使用手冊內容 

4.1. 中文版 

“台灣先進”拋棄式皮膚縫合器(滅菌)  

使用前請務必詳閱原廠之使用說明書並遵照指示使用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 005682 號 

■產品敘述 

拋棄式皮膚縫合器包含 35 發寬型/窄型的縫合釘，釘子的材料為不銹鋼 316LVM。器材包含一個計數器以

指示縫合釘的剩餘數量。此器材的手柄設計讓使用者能順暢地按壓以完成皮膚縫合。 

 

■適應症 

皮膚縫合器適用於各種外科手術之皮膚傷口縫合。 

 

■禁忌症 

在使用過程中，從皮膚表面到下面的骨骼，血管或內臟的距離必須不小於 6.5 毫米。使用窄型縫合釘時

所需距離可稍小，但至少需為 4.5 毫米。使用前如果無法對合與夾取皮膚來獲得上述距離，則禁止使用

此皮膚縫合器。 

 

■使用說明 

1. 將需縫合之皮膚組織外翻並且對合。 

2. 將縫合器輕觸外翻的皮膚組織或傷口上。 

3. 完全按壓板機使縫合釘完成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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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全鬆開縫合器板機，縫合釘將自動脫離。 

 

 

■警告和注意事項 

1. 本產品為一次性使用，請勿重複使用或二次滅菌。使用後需拋棄。 

2. 本產品為無菌密封包裝，若使用前包裝已遭毀損則請勿使用。 

3. 請勿在硬組織或堅硬表面材質上使用本產品。 

4. 使用者必須熟悉皮膚縫合器之縫合操作。 

5. 本產品需儲存於陰涼處，避免潮溼及陽光直射。 

6. 此器材須避免長時間暴露於高溫下。 

7. 此器材需醫生處方才能使用。 

 

■型號及規格 

型號 規格 縫合釘尺寸 縫合釘直徑 

DP0S1-SW 35 寬型 
 

0.55 mm 

DP0S1-SR 35 窄型 
 

0.55 mm 

 

醫療器材商/製造業者名稱：台灣先進手術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醫療器材商/製造業者地址：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科學園區生醫路 2 段 12 號 3 樓 

Tel: +886 3 6588129  Fax: +886 3 6588355 

http://www.twsc.com.tw  

                                                   

 

4.2. 英文版 

 

“Taiwan Surgical” Disposable Skin Stapler 

BEFORE USING PRODUCT, PLEASE READ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THOROUGHLY. 

  

■PRODUCT DESCRIPTION 

Disposable Skin Stapler contains 35 Wide/Regular staples which are made of stainless steel 316LVM. 

The device has a counter to indicate the remaining staple numbers. The handle is designed for smoothly pressing 

to close the skin edges. 

 

■INTENDED USE 

Disposable Skin Stapler can be used for the closure of skin in wide variety of surgical 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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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INDICATIONS 

During application there must be a distance of not less than 6.5 mm from the surface of the skin to the underlying 

bone, vessel, or viscera. When using the regular skin staple, the distance required can be slightly less, but at least  

4.5 mm. If these distances cannot be obtained by lifting the skin prior to application, use of the skin stapler is 

contraindicated. 

 

■OPERATION NOTE 

1. Evert and approximate skin edges. 

2. Position the stapler over the everted skin edges 

3. Press the trigger completely to close the staple. 

4. Fully release the trigger, and the staple will disengage automatically. 

 

 

■WARNINGS AND PRECAUTIONS  

1. This product is single use only. Do not reuse, reprocess or resterilize. Discard after use. 

2. This product is provided sterile. Do not use if package has been opened or damaged. 

3. Do not use on the rigid surface. 

4. User should be familiar with skin stapler surgical techniques.  

5. The product should be stored in cool and dry area and kept away from sunlight.  

6. Store at room temperature. Avoid prolonged exposure to elevated temperature. 

7. This device is obtainable only on a physician's prescription. 

 

■SPECIFICATIONS 

Model Description Staple Size Staple Diameter 

DP0S1-SW 35 Wide 
 

0.55 mm 

DP0S1-SR 35 Regular 
 

0.55 mm 

 

3F., No. 12, Sec. 2, Sheng Yi Rd., Zhubei City, Hsinchu County 30261, Taiwan 

Tel: +886 3 6588129  Fax: +886 3 6588355 

http://www.twsc.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