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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發性骨髓瘤︰背景資料

• 多發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源於異常
漿細胞增生並沉澱於骨髓中，屬癌症之一

• 多發性骨髓瘤起源於漿細胞，骨髓中發生
癌變的漿細胞稱為骨髓瘤細胞，它在骨髓
中大量增殖，破壞正常的免疫系統，並抑
制正常的造血功能，更引發溶骨性病變



多發性骨髓瘤︰背景資料

• 2008年，本港有199宗新症，較十年前個案數字增
幅約25%

• 全美每年有20,000宗新症

• 有統計發現，此症是血液系統惡性腫瘤第二位高病
發率，過往以中老年患者較多，現時則發現有年輕
化跡象

• 過去5年，瑪麗醫院內共有逾100名65歲以下人士確
診，最年輕患者僅26歲

骨髓瘤臨床常見徵狀

• 持續骨痛‐主要為胸骨及背痛 (原因︰溶骨
性病變)

• 氣喘及疲勞 (原因︰貧血及腎衰竭)

• 發燒 (原因︰免疫力下降)



年長年老，同樣難確診？

• 對年長患者來說，腰酸背痛等病徵非常普遍，
即使程度變得嚴重，亦未必會聯想到可能患骨
髓瘤

• 對年輕患者來說，長時間工作或缺乏伸展而致
「周身骨痛」亦屬常見，未必會留意

• 曾有患者因持續骨骼疼痛，求診後卻被視為骨
質疏鬆個案，治療多時無效，最後才證實是患
骨髓瘤

零撞擊，突然骨折？

• 臨床上，不少骨髓瘤患者一直沒有在意自己的
病徵，直至發生骨折，送院救治時，才經由醫
生發現患病

• 在台灣，曾有年輕個案，是在打網球揮拍時，
手腕骨突然斷開兩截，送院檢查後方發現患骨
髓瘤

• 亦有病人是在無撞擊的情況下骨折，入院方被
確診患骨髓瘤



求診建議

• 如在無運動創傷或撞擊下，持續出現原因不明的骨
痛情況，伴有疲倦或發燒等病徵，宜儘早求診

• 前線醫生在骨髓檢查及一系列血液檢查中，會發現
骨髓瘤患者會出現一些異常結果，包括︰
- 原因不明之腎衰竭
- 血沉降指數上升
- 高鈣、貧血

• 如發現以上情況，宜及早安排患者接受進一步檢
查，以作確診

臨床及血液學表現

• 異常漿細胞增生，沉澱於骨髓中

• 引發溶骨性病變，導致骨折、骨痛、
高鈣血症等併發症



溶骨性病變

溶骨性病變：
骨折



溶骨性病變：

骨折
(肩膊移位)

Bone Marrow plasma cellsBone Marrow plasma cells
骨髓漿細胞骨髓漿細胞



單克隆免疫球蛋白顯著增高

血清蛋白電泳檢查

傳統治療與低存活率

• 傳統化療對治療骨髓瘤的成效較差，僅約
5%患者的病情達至完全緩解

• 即使配合骨髓移植，緩解率也只有兩成

• 傳統治療下，整體存活年期僅約2至3年



香港骨髓瘤學會的成立

• 有鑑於多發性骨髓瘤治療方案近年突飛猛
進，為研究更有效的治療，「香港骨髓瘤
學會」於2010年成立

• 學會首屆科研會議剛於本月10日在港舉行
，4位骨髓瘤專家從美國、法國及意大利等
來港參與，並發表了針對此症的最新治療
建議

治療新建議

• 第一步︰先進行誘導性治療，以2至3類藥
物，以「硼替左米」(Bortezomib)類標靶藥
物，作為基礎

• 當病情逐漸穩定後，安排年輕患者進行骨
髓移植手術(手術難度較高，65歲以上患者
不宜進行)

• 鞏固治療

• 維持治療



誘導治療 (Induction)

• 「硼替左米」(Bortezomib)類標靶藥物，屬蛋白解體抑
制劑，抑制特定蛋白解體作用，干擾腫瘤生長的結構，
最終可導致癌細胞死亡

• 由於標靶藥不會如傳統化療般傷害骨髓及腎臟功能，故
適合各年齡的患者，以及有腎衰竭狀況的病人使用

• 研究發現，以硼替左米類標靶藥搭配其他藥物的加強療
法，令這類個案的完全緩解率從化療的平均5%，大幅增
加至約20‐30%，再混合骨髓移植，緩解率更可超過50%

• 5年存活率由20‐30%上升至60‐70%

其他標靶治療選擇

• 免疫調節劑 (immunomodulatory drugs) 

– 包括沙利度胺(Thalidomide)和來那度胺
(Lenolidomide)，都可以混合硼替左米
(Bortezomib)運用



Response & Survival by frontline 
bortezomib in HK

PAD VTD

N 31 35

Response post-
induction

CR/nCR 13 (41.9%) 12 (34.3%)

≥VGPR 25 (80.6%) 27 (77.1%)

Response post-BMT

CR/nCR 22 (71.0%) 21 (60.0%)

≥VGPR 28 (90.3%) 29 (82.9%) 

5-year PAD VTD

OS 78.6% 70.0%

在港使用概況

• 硼替左米在歐美多國，被列入第一線治療
多發性骨髓瘤的藥物種類

• 該類藥物有效提高多發性骨髓瘤患者對化
療藥物的敏感性，適用於復發及有抗藥情
況的患者

• 經研究證實，硼替左米在改善預後較差患
者的病況之上，效果更明顯

• 預後是否較差可用「FISH」螢光染色體原位
雜交技術檢測來分辨: del(13); t(4;14)



Del(13) : Deletion of chromosome 13

Chromosome 13
13 号染色體

骨髓瘤漿細胞
只有 1 條

13 号染色體

正常細胞
應有 两 條

在港使用概況

• 硼替左米類藥物已被納入公立醫院「安全網」，
為貧窮或領綜緩人士使用

• 但只限於患者在接受第一線化療失效後，才可使
用

• 此標靶藥物如用於一線治療，仍需自費



建議

• 對病人︰如持續出現原因不明的骨痛，並
伴隨疲倦、發燒等症狀，宜及早求醫

• 對前線醫生︰假若病人有不明原因之骨
折、腎衰竭及高血沉降等現象，需要進一
步檢測

建議

• 現時歐美多國已把硼替左米列為第一線治
療多發性骨髓瘤的藥物，建議醫管局為本
港病人、特別是較年輕、適合骨髓移植的
患者又或患有腎衰竭的病人，將此類藥物
列入資助之列

• 同時建議醫管局把FISH基因測試列入療程之
內



病人個案分享

• 王小姐，今年40多歲

• 過去健康紀錄良好，家人亦無骨質疏鬆或相關疾
病紀錄

• 06年至07年間，開始持續性出現頸痛、胸痛及腰
痛情況，情況維持數個月，但以為是因久坐缺乏
運動導致的肌肉疲勞

病人個案分享

• 數個月後，胸骨位置開始腫脹

• 曾就此問題求診，先後被多於一位醫生診斷其為
胸骨發炎，處方相關藥物，但用藥後無助改善病
情(骨痛及胸骨腫脹)

• 曾患上大感冒，在咳嗽時感覺「胸骨好似碎
左」，有「爆裂」的強烈疼痛感覺，在咳嗽後痛
得不能抑起頭部



病人個案分享

• 接受X光檢查，醫生指無異樣，依舊診斷為胸骨發
炎

• 對多次被診斷為胸骨發炎、又久治不癒感到可
疑，要求接受進一步檢查，確定「肯定唔係腫瘤
先安心」

• 接受電腦掃描後發現情況異常，被轉至血液及腫
瘤科醫生，經再三測試後，確診患多發性骨髓瘤

病人個案分享

• 接受一系列治療，包括首階段的「加強治療」(硼
替左米配化療)

• 加強治療下，化療副作用並不明顯，脫髮程度可
接受，加上化療前先按護士建議服止嘔藥，「醫
左咁耐，只係作嘔過一次」，亦無感覺過標靶藥
物(硼替左米)的副作用

• 在接受加強治療一段時間後，醫生安排骨髓移植
手術，效果理想



病人個案分享

• 治療持續約一年，08年休養一年後，09年恢復工
作

• 10年4月時，發現病情有輕微復發，但程度未及需
要接受藥物療程，由醫生繼續監察，其間身體健
康大致正常，可維持日常活動

謝謝！



疑難雜症的中醫治療
香港大學李嘉誠醫學院

中醫藥學院助理教授

曹克儉博士

胰腺癌的中醫治療

 胰腺癌約占全身各種腫瘤的 1%-4%，占消
化道惡性腫瘤的 8%-10%。由於胰腺癌早期
癥狀隱匿，缺乏特異性表現，故早期診斷
十分困難，當出現典型癥狀時已屬晚期，
治療效果不理想，病死率很高，胰腺癌能
切除者不足 10%，一旦確診，不手術者，
70%患者的生存期不超過 6 個月，即使手
術，術後5年生存率也不足 5%。因此，胰
腺癌是一種惡性程度高、進展迅速，預後
極差的腫瘤。



胰腺癌的中醫治療

 中醫學以臨床表現把胰腺癌歸類為「積
聚」、「黃疸」、「伏梁」、「脾積」等
範疇，整體脾虛氣虛，局部氣滯血瘀、痰
濕毒聚。胰腺癌的治療，中醫以緩解控制
癥狀、減輕病痛、提高患者生存質量及延
長帶瘤生存期為目的。

胰腺癌的中醫治療

 對於手術患者，中醫提倡長期服用中藥以提高 5 年
期存活率。中藥健脾和胃、益氣養血治本，能改善
患者體質、增強抵抗力，以達到較好的術後效果。
胰腺癌患者若同時在化療過程中採用中醫治療，可
改善化療所帶來的副作用，如：骨髓抑制、胃腸道
反應等,並可延長生存期。

 中醫治療胰腺癌多以益氣健脾以扶正，祛痰化濕、
行氣活血、解毒及軟堅散結以袪邪。早期以袪邪為
主，中期攻補兼施，後期多扶正為原則。

 胰腺癌的中醫或中西醫結合治療充分運用中、西醫
各自的優勢，達到減少不良反應、増強療效的目
的。



某男，67歲，退休。

2007年10月因胃脘痛、腹瀉檢
查發現胰頭癌並轉移，有高血
壓、糖尿病病史。因本人及家
屬不欲化療，而單純中醫治療。
治療於2007年10月到2008年12
月8日病逝，生存14個月。

中醫治療一年期間，大便溏每
天2-4次，餘無不適。並注射胰
島素量減半。

胰腺癌中醫治療病案

某女，45歲，職員。

2010年10月因背痛、胃脘不適
檢查發現胰腺癌並肺、骨轉移。
隨後即進行化療，並中醫治療
調理，期間化療毒副作用小，
基本未有因不適而停用化療，
近期因化療失效而停用。中醫
治療調理中，患者仍健在，生
活質素較好。

胰腺癌中西醫結合治療個案



發熱待查的定義：

指發熱持續2～3周以
上，體溫超過38.5 
℃，經完整的病史詢
問、體格檢查以及常
規的實驗室檢查暫時
不能明確診斷者。

不明原因發燒

A 感染性發熱（50%）

B 腫瘤性疾病（10%-20%）

C 風濕結締組織病（20%-30%）

D 最終診斷不明者（10%）

發熱待查的分類



某男，62歲，退休中學教師。

2010年6月來診。反復發燒1年半餘，每周發燒3-5天，體
溫38℃-39℃，曾反復檢查未有異常。時值夏月，患者穿
毛衣及夾克外衣，甚怕冷，汗多，胃納差，大便溏，疲
倦。

處方及用藥：

第一診

補中益氣湯加味。

服藥第一周發燒3天；第二周僅發燒一天，然胃納差，大
便溏，疲倦明顯改善。

第二診

效不更方，補中益氣湯加味。

半月內僅有發熱感，然體溫不高，持續時間短，怕冷明
顯減輕。

再服中藥一個月，患者發燒愈，體質明顯改善。

半年後隨訪，未再發燒。

氣虛發熱驗案

某男，26歲，職員。

1998年9月，患者低熱不退半年餘。半年來每於
午後發燒（37.5℃-38℃），曾反復檢查未有異
常發現，中西醫治療不效。

來診時，午後發燒，身體疲倦困重，胃納差，
大便不爽，小便黃，舌苔膩。

處方及用藥：

三仁湯加減。

半月後復診，午後無發燒，疲倦減輕。

效不更方，三仁湯加減。

二周後復診，發燒愈；體力，胃口，大小便均
改善。

二月後隨訪，無發燒，精神體力好。

濕熱發燒驗案



生薑的功效：

發汗解表

溫中止嘔

溫肺止咳

解魚蟹毒

解藥毒

生薑的妙用

某女，40歲，商人。

咳嗽3個月餘，曾反復服中西藥
不效。

診病時（2011.10.29），咳嗽，
每於講話、遇冷空氣及夜晚睡
覺（咳醒）時加重；咽喉不
痛，吐白痰少許，餘無不適。

處方及用藥：

生薑3片、水1.5碗煎煮至沸15
分鐘，加紅糖少許，熱飲，早
晚當茶飲。

2天後咳嗽愈，隨訪至今未咳。

久咳驗案



某女，35歲，文員。

反復嘔吐半年餘，加重月餘
（2011.11.20）。每於飯後1小時左右
嘔吐，晚飯後必吐，吐物可見完谷不
化；胃納稍差，怕冷，餘無不適。檢
查多正常，胃鏡示：胃炎（淺表性）。
曾服用中西藥不效。

處方及用藥：

生薑3片、水1.5碗煎煮至沸15分鐘，加
紅糖少許，熱飲，早晚各飲一碗。

服藥後一周明顯減輕，中午未吐，晚
飯後嘔吐2-3次。第二周，僅晚飯後嘔
吐1-2次。服藥一月後未有嘔吐。

嘔吐驗案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