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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移植失敗 熟女驟老30歲 



骨髓暨血液幹細胞移植發展史 

• 1900年代     
※惡性貧血或骨髓疾患的病人接受口服骨髓細胞或肌肉或
骨髓內注射，但未獲成功 

• 。 
1940年代     
※1945年，由日本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骨髓被發現
是最易受輻射傷害的器官，開啟了骨髓移植的研究。 

•  
1950年代晚期   
※法國Mathé醫生成功以骨髓移植治療在南斯拉夫Vinca
市遭受輻射意外病人。 

•  
 



骨髓暨血液幹細胞移植發展史 

• ※美國Thomas醫生以同卵雙胞骨髓移植治療急性
血癌以及重度再生不良性貧血。 
※法國Dausset醫生發現人類白血球抗原(HLA)系
統。 
※美國McGovern醫生以高劑量輻射並自體骨髓移
植治療急性血癌。  

• 1960年代晚期   

• ※美國Good醫生完成首例異體親屬骨髓移植治療
先天免疫不全病童。   

• ※美國Thomas醫生完成首例異體親屬骨髓移植治
療末期血癌患者。 

 
 



E. DONNALL THOMAS, M.D. 
 (March 15, 1920 – October 20, 2012)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1990 

for his pioneering work on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Dr. E. Donnall Thomas, recognized as the father of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Died on Saturday, October 20, 2012, at the age 

of 92.  



• 1970年代初期   

• ※美國Thomas醫生完成首例異體親屬骨髓移植治療再生
不良性貧血患者。 

• ※美國紐約Memorial Sloan-Kettering 治癌中心 完成首
例非親屬異體骨髓移植。 

 

• 1970年代晚期   

• ※以異體骨髓移植治療急性血癌緩解期患者，治癒率超過
55％ ，成為急性血癌標準療法。 

 

• 1980年代初期   

• ※由於對高劑量治療的認識骨髓抗排斥藥及抗生素之進步，
及骨髓冰凍技術之成熟，使異體及自體骨髓移植逐漸被廣
泛運用在治療血液惡性疾病，固態腫瘤、其他骨髓疾病及
先天代謝不全疾病。 



• 1980年代中期   

• ※白血球生長刺激素 (G-CSF/GM-CSF) 進入臨床使用。 

• ※澳洲Juttner醫生完成以自體週邊血液幹細胞移植治療急性
血癌患者。 

• 1980年代晚期   

• ※美國Kessinger醫生進行親屬異體週邊血液幹細胞移植。 

• ※法國Gluckman醫生成功進行親屬臍帶血移植治療先天  
Fanconi 氏貧血患者。 

• 1990年         

• ※美國Thomas醫生因致力骨髓移植之研究而榮獲諾貝爾醫學
獎。 

• 1990年代初期   

• ※自體CD34純化之造血幹細胞移植 

• 1990年代中期迄今   

• ※非親屬臍帶血移植 

• ※非親屬異體週邊血液幹細胞移植 

• ※發展迷你移植 



台灣骨髓移植的歷史 
陳耀昌教授 
完成台灣第一例自體骨髓移植(1983.11) 
首例異體骨髓移植(1984.3) 
首例冰凍貯存自體骨髓移植(1985.8) 
首例周邊造血幹細胞自體骨髓移植(1993.2) 

 
慈濟醫院 
民國84年起，醫療團隊亦開始從慈濟骨髓捐贈資料
中心取得非親屬骨髓移植 

 
 
 
 

 
 
 
 
 
 
 
 
 
 



何謂『血液幹細胞』？ 





什麼是骨髓移植呢？ 

簡單地說就是將正常人的骨髓移植到病人不
正常或失去造血功能的骨髓裡，恢復病人的
造血機能 



骨髓佈滿壞細胞 

高劑量化療清空
骨髓壞細胞 

重建骨髓, 從無到有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造血幹細胞移植 

•骨髓移植 (BMT)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週邊血液幹細胞移植 (PBSCT)  

Peripheral Blood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血液暨骨髓移植 (BMT)  

Blood and Marrow Transplantation 

•臍帶血移植 (CBT) 

Cord Blood Transplantation 



Type of BMT 

•同卵雙胞胎 

•自體 

•異體 

–親屬 

•兄弟姐妹 

•父母/子女 – 半套體 

–非親屬:慈濟, 中華骨髓庫 

–臍帶血 



骨髓 vs 周邊幹細胞 

–捐贈者 

•全身麻醉 

•住院 

–接受者 

•血液相恢復較慢 

•排斥機率較低 

–周邊幹細胞 

–捐贈者 

•白血球針 

•一般不需住院 

–Recipient 

•血液相恢復較快 

•排斥機率較高 



骨髓抽吸 





周邊幹細胞收集 

是利用一些化學藥物或白血球生成激素來刺激骨髓中的造血幹細胞跑到周
邊血液來，再用血球分離機收集這些造血幹細胞，冷藏於超低溫的液態氮
中，再於適當的時機讓病人接受超大量的化學治療或全身性電療後，將冷
凍的周邊血液幹細胞解凍後輸回稱 



骨髓可以捐嗎？抽骨髓會不會有後遺
症？ 抽骨髓會半身不遂?? 

骨髓不等於脊髓 

 
骨髓會再生 



臍帶血 

配對機會高 
長得慢 
免疫重建慢 

 



何謂自體骨髓移植 

 
 
 
 
 
 

化療 白血球生成素 

血球長回收幹細胞 高劑量化療骨髓移植 



什麼樣的人做自體骨髓移植 

 
 
 
 
 
 

高劑量化療或電療敏感的固態性腫瘤，
例如惡性淋巴瘤、乳癌、神經母細胞
瘤、生殖細胞癌、肺癌 



什麼樣的人做異體骨髓移植 

 
 
 
 
 
 

(1)嚴重性再生不良性貧血症 

 
(2)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3)急性白血病（包括急性骨髓性與急性淋巴球
性白血病） 

 
(4)惡性淋巴瘤（包括何杰金氏淋巴瘤與非何杰
金氏淋巴瘤） 

 
(5)先天性疾病（如重型海洋性貧血症）或免疫
缺乏症 



Low resolution: serological typing /SSP/r-SSO 



人類白血球抗原 

 
 
 
 
 

A, B, C , DP, DQ, DR 
 
10/10 ?? 
8/8 ?? 
6/6  ?? 
7/8 ?? 
 
 
 
 
 
 



骨髓移植:過五關斬六將 



第一關 

• 住進骨髓移植隔離病房,接受移植前高劑
量化療,直到白血球長出為止 

 
• 通常於移植日倒數前七至九天開始接受化療,黏膜組織開始變薄,食

欲降低,如果接受的是標準強度化療者,甚至黏膜發炎受損,口腔疼痛,
胃痛,腹瀉,需視情況用上全靜脈營養點滴注射  

 

• 白血球逐日降低,約需於移植完14至21天才長出(移植日稱為第0
天),在此期間因白血球極低,容易發燒感染,除了預防性抗生素,必要
時須再加上廣效抗生素! 



高劑量化療 骨髓清除 

輸入幹細
胞 

幹細飽長出 

~Day -7 

Day 0 ~Day +14 

  

Day 0 ~1 week 

~2 weeks 



殲滅療法的選擇及用藥 (Conditioning Therapy) 

Myeloablative 清髓性 

Non-myeloablative 

Reduced-intensity (RIST) 
減低毒性 

非清髓性 







•第二關: 捐贈者的白血球長出,開始進入排
斥的風險,即捐贈者的淋巴球攻擊您的組織
器官 

•消化道 

•肝臟 

•皮膚 



皮膚排斥 

慢性排斥 



Dilemma post allogeneic HSCT 

減少免疫抑制 增加免疫抑制 

GVHD 

Relapse 

Infection 



第三關: 感染 
• 整體而言,接受移植後的第一個月,主要是怕白血球尚未生
長齊全,而導致如化療後的感染,但即使白血球已恢復,仍因
為尚需服用相當一段時間的抗排斥藥,所以整體的免疫功
能事實上要等到移植後滿一年才會恢復  

 

• 細菌, 病毒, 黴菌 

 

• 侵入性黴菌感染: 由於台灣是較潮濕的國家,特別適於黴菌
的滋長,亦即台語俗稱的”生菇”,對於移植病患,有可能在
先前的屢次化療後,身上即曾有過黴菌感染,即使沒有,  



第四關: 原來的血液疾病是否復發 

•據國內外的資料,藉由異體造血幹細胞移植
的方式來治療血液惡性疾病,仍有平均約三
成的復發機率,這相當程度取決於您的移植
時機,比如說,如果在第一緩解期移植,成功
率約為70-80% (但有不少第一緩解期的
病況,事實上只要完成所有必需的化療療程,
不需移植也不會復發的);第二緩解期移植,
成功率約為50%;超過第二緩解期或根本
無法緩解者,移植成功率將大幅下降至小於
20%,甚至趨近於零! 



•第五關: 預估所需的額外花費金額 (以移植
後至第一次出院為限) 

•重建免疫力 

 

•恢復日常生活約需一年 

 



2014年09月20日 

 

 

•醫師講座(2) 

•掌握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Living with CML 

 



造成CML的原因？ 

CML是兩個不同的染色體（9號與22號染色體)，在斷裂後相結合在一起，

所形成的另一個染色體。這個重新組合的染色體稱為【費城染色體】。 

【費城染色體】裡有一個異常基因，稱為bcr-abl基因。這個基因會製造

BCR-ABL蛋白，引發體內增生出大量異常的白血球。 



藥品名稱 
Sprycel柏萊 
(第2代TKI) 

Glivec基利克 
(第1代TKI) 

Tasigna泰息安 
(第2代TKI) 

成分及規格 
(含量/劑型)  

Dasatinib 
50毫克/膜衣錠 

Imatinib 
100毫克/膜衣錠 

Nilotinib 
150毫克/膠囊 
200毫克/膠囊 

一般療程用法 
     及 
每日用藥次數 

100毫克1 
1天1次 

400毫克2/600毫克 
1天1次 

400毫克3 
1天2次 

每一錠劑健保價 1,377 元 626 元 
150mg: 660元 
200 mg: 1,017 元 

每日療程費用  2,754元 2,504 元 / 3,756元 2,640/4,068元 

每月療程費用 82,620元 
75,120元/112,680
元 

79,200/122,040元 

TKI Price Comparisons 



藥品名稱 
Sprycel柏萊 
(第2代TKI) 

Glivec基利克 
(第1代TKI) 

Tasigna泰息安 
(第2代TKI) 

成分及規格 
(含量/劑型)  

Dasatinib 
50毫克/膜衣錠 

Imatinib 
100毫克/膜衣錠 

Nilotinib 
150毫克/膠囊 
200毫克/膠囊 

一般療程用法 
     及 
每日用藥次數 

100毫克1 
1天1次 

400毫克2/600毫克 
1天1次 

400毫克3/300毫克 
1天2次 

用藥時間 隨時 
用餐時間服用 
同時飲用250c.c.左右
的開水 

早、晚服用需間隔12小
時且必須空腹服用 

服藥前的飲食限制 無1 無2 
服藥前2小時 
及服藥後1小時內 
都不可以進食3 

Pill Burden    

治療CML之TKIs藥物成分、用藥須知、適應症對照表 





當藥物副作用與耐受性問題出現時 

每個人對藥物治療的反應不一 

副作用的情況可能會和別人不同 

當副作用困擾日常生活、造成衝擊

時這就是對藥物的耐受性不佳  

副作用發生，在還沒和醫師討論前 

請不要自行中止療程、更改藥量 

要持續依照醫囑服藥 

如果無法承受現在的治療，請醫師協助

處理副作用，並且判斷是否須改變治療

方式。 
資料來源： ELN（European LeukemiaNet）Guideline-update 2013.  



更多有關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資訊? 
 

請上網查詢 
 

www.mycmlcare.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