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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進行骨髓移植? 
骨髓移植的主要目的是治療及改善病人的臨床狀況。很多血癌治
療初期可以控制病情，但有些卻復發率高，能徹底醫好病患，骨
髓移植是其中一種方法。 
 
如何達到目的? 
(一) 自體血幹細胞 / 骨髓移植:  
   過程: - 收集及儲存自己的血幹細胞 / 骨髓 

- 高劑量化療、電療  
  - 將已儲存的血幹細胞 / 骨髓重新輸回自己的身體。  

淋巴瘤較多採用，因為病者的血幹細胞 /骨髓多是
乾淨，可採用，如用他人的較複雜，有排斥危險。 

 
(二) 異體血幹細胞 / 骨髓移植:  

過程:  - 高劑量化療、電療 
-  收集捐贈者的血幹細胞 / 骨髓 
-  輸入病者身體。   

     
幹細胞的來源:  
(一) 捐贈者:  自己 ( 自體) 
     同卵雙生的雙生兒 ( syngeneic) 

 兄弟姊妹，骨髓的血型組合相同機會是四分之
一 

 父母子女，骨髓的血型組合相同機會是二分之
一 

   沒有血緣關係的自願捐贈者。中、港、台現有
逾十萬捐髓者資料，約每 5000 個資料中有 1
個配對到。 

(二) 組織:    骨髓、週邊血液、臍帶血 ( 費用高昂, 份量少, 
較宜用於兒童，香港紅十字會臍帶血庫儲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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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體與異體血幹細胞 /  骨髓移植的比較: 
(一) 自體移植:  

 好處: 不用找尋捐髓者、沒有移植體對宿主反應、沒有移植
的排斥。 

 壞處: 腫瘤可能會受到污染、會受以往的化療影響、沒有植
入體對血癌細胞的排斥反應。 

(二) 異體移植:  
 好處: 幹細胞不會受病菌影響、幹細胞不會受以往的化療影

響、可能有植入體對血癌細胞的排斥反應。 
 壞處: 需要找適合的捐髓者、移植體對宿主反應、可能有移

植的排斥。 
 
血幹細胞 / 骨髓移植可治療的疾病:  
大部份是血癌，但不是所有血癌都適合，還有兒童癌症、風濕病、 
先天免疫病缺乏症、地中海型貧血症等。 
 
(一) 移植的選擇:  
  年齡不宜太大，有風險，不會考慮。 
 一般自體移植<65 歲、兄弟姊妹移植<55 歲、無血緣移植<44

歲。 
  病者本身病情控制較好，則移植效果會較好。 
  化療已經控制很好。 
(二) 移植的時間:  
不同血癌、不同個案有不同的考慮，例如有些個案需要盡快做，
有些可考慮遲些做。 
 
骨髓移植的程序: 
(一)骨髓移植前的各類檢查及評估: 

 病人的選擇: 根據疾病的類型、期別及風險、程度以及年
齡、身體健康狀況來考慮。 

 捐贈者的選擇: 捐髓者的同意，其白血球抗原體是否適合和
身體健康狀況。 

 等候時間: 通常越早進行，成功率越高，亦因個案而異。 
 不同的病會選用不同的調理療法。 
 移植前進行詳細的身體檢查以及安插中央靜脈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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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髓移植進行過程: 
  移植前的準備: 

病人入住高度隔離病房，進行高劑量化療和電療，徹底消
滅剩餘的癌細胞，提供免疫力的抑制及避免排斥。現盡量減
少電療，以減少副作用。  

  收集捐髓者的骨髓: 
全身麻醉，骨髓兩邊即盆骨位置 2~3 處用針孔抽取，每針
抽吸 5~10cc 骨髓液，為時約 1 小時，捐髓者數週會復原。
亦有從手抽取血幹細胞，需約 2 天時間。 

  注入骨髓:  
經靜脈把健康血幹細胞 /骨髓輸入病人，過程就像普通輸血
般。 

  血細胞減少及復元期:  
移植之後，有出血及感染的高度危機，用支持療法防止及治
療併發。病人可能出現排斥，包括自身對新骨髓的排斥，及
新骨髓對自身的排斥，利用免疫療法，以有效藥物幫助抒緩
排斥。出現少許的排斥是有好處的，因為排斥身體的同時，
亦會排斥癌細胞。病人體內新骨髓約需 3~4 週生長，血液
指數會回復正常，但抵抗力需約 1 年時間才恢復。 

 
骨髓移植後的各項跟進: 支持療法: 
  各種血液成份的輸入: 例如: 紅血球、血小板、血漿、白血

球等。 
  補血生長因子。 
  抗生素: 以預防真菌、病毒等。 
  止痛劑: 例如: 嗎啡等。 
  營養指引、物理治療、心理支持等。 
 
骨髓移植前期的併發症: 
例如: 黏膜炎、膀胱炎、心臟、神經系統性疾病、肝靜脈閉塞症、
骨髓移植失敗、免疫不全、感染、出血、間質性肺炎、急性移植
體對抗宿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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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移植後期的併發症: 
例如: 生殖功能、內分泌功能、生長及發展、白內障、神經系統
性疾病、免疫不全、感染、慢性移植體對抗宿主、復發、續發性
惡性腫瘤等。 
 

移植體對抗宿主: 
移植體與宿主組織抗原型有差異，可觸發免痠反應: 
 急性排斥: 接受移植後的一百天內發生。 

 
階段 皮膚 肝 腸 
1 丘疹性發疹<25%皮膚表面 膽紅素

34~51mmol/l 
肚瀉 500~1000ml/
日 

2 丘疹性發疹<25~50%皮膚
表面 

膽紅素
51~102mmol/l 

肚瀉 1000~1500ml/
日 

3 全身性紅皮病 膽紅素
102~256mmol/l 

肚瀉>1500ml/日 

4 落痂發皰疹 膽紅素
>256mmol/l 

腸病彧吐糞症 

 
 慢性排斥: 接受移植後的一百天後發生。 

  - 皮膚         : 硬化、不均稱、鱗片狀、紅皮病、去色、
指甲萎縮、脫髮. 

- 外分泌腺     : 乾燥綜合症引致吸收不良、眼球損壞、眼
水乾. 

  - 胃與腸的通道 : 黏膜潰瘍、扁平苔蘚、胰臟失調、營養不
良、體重減輕. 

  - 肺   : 限制性或阻塞性支氣管疾病、再發性胸部感
染、自發性氣胸. 

  - 肝    : 內肝膽管閉塞、肝硬化肝衰竭. 
  - 肌肉及骨絡   : 關節不靈活影響動作、面鞘收縮、肢體缺

血. 
  - 免疫系統     : 淋巴萎縮及失去脾臟功能、由真菌、病毒

引起的持續性感染. 
  - 骨髓         : 因為自體免疫系統的破壞及骨髓減少生產

而引致持續性血小板的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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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及治療排斥的藥物: 
 預防: 環孢素、氨甲喋呤、類固醇、丙種球蛋白、去除 T 細胞

球蛋白、CD34 幹細胞、他克莫司, FK506 等。  
 治療: 類固醇、抗 T 細胞球蛋白、3T-細胞單克隆抗體、霉酚

酸酯、硫唑喋呤、他克莫司、沙利度安、紫外光 A 放射
治療等。 

 
微型移植 : 

 主要用移植體來對抗癌細胞。用低劑量化療與 / 或放射性治
療以降低宿主免疫力，使之與外來血幹細胞相容而不致排斥。
抗癌效果視乎移植物對腫瘤的摧毀程度。 

 好處: 低毒素及死亡率，適合年長者及同時有其他慢性病者、
住院時間較短、較小感染及併發症，並且較快康復。 

 
現場答問: 
 
問：‘ CLL’ 年青人，適合做移植嗎? 
答：‘ CLL’ 的病情發展相當慢，難根治，要長期靠藥物控制，患

者多是老年人，移植對他們來說風險較大，不值得做。但對
年青人則視乎情況，但治療方法在進步中，若轉為急性，才
考慮做。 

 
問：移植後，是否不可以生小孩? 
答：本來是可以的，但受高劑量化療電療和抗癌藥物的影響，生

育機會便較低。化療前 / 移植前，男士可儲起精子，待康復
後進行人工受精，女士的情況較複雜而難於處理。 

  
問：急性淋巴性血癌 (ALL) 什麼情況下需要電療?  
答：雖然現今盡量少用電療，但對於 ‘ALL’ 病人，局部電療是

有效的治療，所以會選擇性地採用。 
 
問：‘ALL’ 如用新藥，有無成功案例? 可申請甚麼津貼? 
答：‘ALL’ 較少新藥，有新藥尚在試驗階段，新藥是有效的，但

需自費，可以申請“ 血癌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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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假如目前不需做骨髓移植，可否預先從捐髓者抽取骨髓留待
以後有需要時使用? 

答：不會考慮預先抽取，因為這始終是小手術，且儲費高昂，確
有需要時才進行。 

 
問：慢性粒細胞白血病人 (CML) 55 歲，服用『加以域』 Glivec

已經 2 年，最近微量染色體 (Q-PCR) 是 0.001，有兄弟配對
到 6 對血型因子，應否做骨髓移植?  ‘ Glivec’ 有沒有其他
藥代替 ?   

答：慢性粒細胞白血病，年長者可以不考慮做移植。單是 ‘PCR’，
不用移植，除非染色體發生變化，服 ‘Glivec’ 若效果不好，
仍有 2 種更強新藥在試驗中，將要註冊。 

 
問：如何安排輪候移植骨髓先後次序呢? 
答：經轉介及簽同意書後輪候，一般按先後次序，但遇急病會彈

性處理。 
 
問：如何申請基金津貼?                     
答：血癌基金:  

主診醫生確定病人需要之藥物後轉介  見福利部社工   評
估 

 
問：骨髓瘤宜在什麼時候做骨髓移植? 生存率有多少? 口服化療

藥要進食多久? 成功率有多少? 骨髓瘤是否有新的口服化
療藥? 

答：骨髓瘤難根治，需長時間服藥；現有 2~3 種藥，新藥服 1/2 ~ 
1 年，或更長時間；年輕病人可能適合骨髓移植。 

 
問：已移植親人骨髓，什麼情況會不成功 (如病發, 或其他) ? 
答：引致不成功的因素有: 併發症、排斥、感染、復發等等。 
 
問：‘CML’ 現服 ‘Glivec’ 情況良好，但骨髓移植是否有年齡限

制? 我應否在某年齡前決定做與否? 
答：需衡量做骨髓移植之後，對身體有好處才值得做，移植始終

有危險，如果藥物可以控制到，可不考慮進行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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