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疾病名稱：Liver transplantation  

ICD-10-CM：Z94.4 

壹、 前言 

 ㄧ、適用範圍 

    第一例人體肝臟移植完成於１９６３年。經過２０年後,美國 NIH(National 

institution of health)於１９８３年共識會議將肝臟移植定為末期肝臟疾病的治療

準則.
１
依照器官來源可分為活體肝臟移植(註一)及屍體肝臟移植。台北榮總於１９

８５年完成第一例兒童肝臟移植.２００４年完成第一例活體肝臟移植.
２
 

註一:活體捐贈手術捐贈者與受贈者須為五等親內或配偶.3  

 二、目的與適應症 

    肝臟移植目的在於改善病患生活品質及延長壽命。目前健保署核准的肝臟移

植適應症包括 

(一) 肝實質病變 

1. B型肝炎肝硬化 

2. C型肝炎肝硬化 

3. 酒精性肝炎 

4. 自體免疫性肝炎 

5. 新生兒肝炎 

6. 先天性肝纖維化 

(二) 膽汁鬱積性肝病 

1. 膽道閉鎖症等（Alagille 氏症候群，Byler氏病等） 

2. PFIC （Progressive Familial Intrahepatic Cholestasis） 

3. 原發性膽汁性肝硬化 

4. 硬化性膽管炎 



5. 其他，請於病歷上詳述 

(1) cystic fibrosis 

(2) Nonsyndromic paucity of intrahepatic bile duct 

(三) 遺傳代謝疾病導致肝硬化 

1. Wilson 氏症 

2. 肝醣儲積症 

3. Tyrosinemia 

(四) 遺傳代謝疾病導致肝臟以外之症狀 

1. 尿素代謝循環缺陷（Urea Cycle Defect） 

2. Amyloidosis 

3. 其他，請於病歷上詳述 

(五) 肝臟之原發腫瘤 

1. 肝細胞癌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2. 肝母細胞癌（Hepatoblastoma） 

3. Hemangioendothelioma 

4. 膽管癌 

5. 其他，請於病歷上詳述 

(六) 猛暴性肝衰竭 

(七) 再移植 

(八) 其他符合 AASLD表列之適應症 

1. Budd-Chiari Syndrome 

2. Metastatic Neuroendocrine Tumor 

3. Polycystic Disease 

4. 其他，請於病歷上詳述  

(九) 目前台灣地區成人肝臟移植最常見為 B型肝炎肝硬化,兒童最常見 

為先天性膽道閉鎖(Biliary Atresia). 



禁忌症: 

1. 合併嚴重心血管疾病 

2. 肝外惡性腫瘤 

3. 嚴重,無法控制的敗血症 

4. 合併嚴重心理疾病,或無良好的家庭心理支持 

5. 酒精濫用,酒精戒斷未滿六個月 

6. 無法回復的腦部疾病 

7. 後天性免疫不全症候群(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在符

合移植準則時亦可移植 

貳、 重要臨床準則 

 ㄧ、評估 

(一) 理學檢查: 

        身體狀況評估(黃疸,腹水,營養狀況) 

(二) 實驗室檢查:  

        CBC/DC, SMAC, PT/aPTT. Urine and Stool Routine. Viral Serology (HAV,      

    HBV, HCV, CMV, HSV, EBV, HTLV-I,II, VDRL, HIV). Ascites Cell Count.  

    HBV and HCV Viral Load if serology positive. 

(三) 影像檢查: 

        Cardiac Echo, CXR, CT of Liver Transplant, Abdominal Doppler  

    Sonography 

 二、疾病分期 

(一) Child-Pugh score依照病患的 albumin, total bilirubin, INR level分為A~C. 

(二) MELD(Model of End stage Liver Disease)score為目前用來評估成人病患

肝臟移植緊急程度的依據.5 

MELD Score＝0.957 × Loge(creatinine mg/dL) + 0.378 ×  



Loge(bilirubin mg/dL) + 1.120 × Loge (INR) + 0.643。 

(三) 18歲以下的受贈者則根據 PELD score.5 

PELD Score＝0.436(Age (＜2Yr.))–0.687 × Loge(albumin g/dL)  

﹢0.480 × Loge(total bilirubin mg/dL) ﹢1.857 × Loge (INR)  

﹢0.667 (Growth failure (＜–2 Std. Deviations present))。 

 三、發生率與盛行率 

    目前台灣地區每年約有 500~600名病患等待接受肝臟移植.每年約有 70例屍

體肝臟捐贈.6 

 四、臨床症狀 

    黃疸,腹水,上消化道出血,肝昏迷,肝腎症候群.兒童的代謝性肝臟疾病可能會

有發育遲緩,腦部病變.  

 五、住院條件 

大部分病患為肝硬化合併症住院. 

 六、出院條件 

    術後脫離呼吸器,肝臟功能恢復,無全身性感染症且可恢復基本日常生活活動

能力. 

 七、主要治療及處置 

(一) Deceased 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whole liver or split liver. 

(二) Live 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1. Adult to adult: right lobe liver (with or without middle hepatic vein) 

2. Adult to pediatric: lateral segment. 

3. Guideline: Graft Recipient Weight Ratio: (graft weight/recipient body 

weight)≧0.8%7 

 八、併發症 

(一) 原發性無功能(Primary non-function) 

(二) 出血 



(三) 血管栓塞(肝靜脈,肝門靜脈或肝動脈) 

(四) 急性排斥 

(五) 感染 

(六) 膽道狹窄或滲漏 

(七) 腹內器官穿孔 

(八) 腎功能不良 

(九) 心肺空能不良 

 九、癒後 

    因受贈者移植前的疾病原因以及嚴重度不同而有差異 .根據美國 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 (UNOS)統計三年存活率約 70~80%.8 

 十、輔助治療 

(一) 免疫抑制劑 : 以  Tacrolimus (PrograftR,FK-506) + Prednisolon + 

Mycofenolate Mofetil (CellceptR) 為主 

(二) B 型肝炎 :以 Hepatitis B Immunoglobulin (HBIG)及 nucleoside or 

nucleotide analogue來預防 hepatitis B 復發.9 

(三) C 型肝炎 :目前還無有效方式預防復發 ,若有 HCV 復發則可考慮

peg-interferon + Ribavirin 治療 10 

(四) 肝細胞癌:若有復發可考慮 RFA, TACE輔助治療. 

 十一、住院天數 

≧14天 

 十二、出院計畫與衛教 

(一) 讓病患及主要照顧家屬能認識抗排斥藥物,以及藥物可能合併症.日常飲

食須注意事項(可能與藥物交互作用,影響藥物濃度). 

(二) 少數有膽道併發症而有體外引流管者能居家照護引流管傷口. 

(三) 飲食衛教. 

 十三、出院追蹤 



    出院後定期在門診追蹤,包括肝功能,藥物濃度.定期追蹤腹部超音波或電腦

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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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Kidney Transplantation 

ICD-10-CM：Z94.0 

壹、 前言 

 ㄧ、適用範圍 

    腎臟移植受贈者與活體捐贈者 

 二、目的 

腎臟移植診療作業指引 

 三、指引使用者 

內外科醫師，醫學生，護理人員，協調師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腎臟移植適應症 

(一) 尿毒症患者，同時已接受規則透析治療並且取得永久重大傷病資格。 

(二) 除了原發性腎疾外，無其他嚴重性疾病如癌症及活動性感染。 

 二、腎臟移植評估檢查之項目 

(一) 血液項目： 

        血型、肝腎功能，A、B、C型肝炎病毒抗體，B或 C型肝炎病毒數檢

查(自費)、梅毒及各種病毒抗體、愛滋病篩檢、腫瘤指標、血球計數、

凝血功能、甲狀腺功能、肺結核檢驗(自費)，組織配對及自體免疫抗體

檢驗。 

(二) 影像檢查：胸部 X光、全腹部超音波。 

(三) 女性:乳房超音波、乳房攝影。 

(四) 其他：心電圖、尿液分析、尿液細胞學檢查。 



 三、腎臟移植等待流程圖及其權益 

(一) 待贈者權益與義務 

1. 登錄至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之腦死腎臟移植等待名單

內。 

2. 只能在一家醫院登錄等待換腎，無法重複登錄。但有轉至其他腎臟

移植醫院等待的權利；等候期間依衛生署規定，必需定期六個月內

回診，以確保登錄之有效性。 

3. 與待贈者血型相同或相符合之腦死捐贈者產生時，會產生分配名單

及排序，腎臟移植團隊醫療人員會依照分配名單順序逐一通知待贈

者，由於腦死屍腎捐贈手術有其時效性，腎臟待贈者及其家屬必須

在 15分鐘內答覆醫療團隊是否願意接受此次移植手術。待贈者同意

接受手術後，必須在與移植小組所約定時間內，至醫院報到並進行

血液交叉比對，交叉比對完成確定為受贈者後，須於通知後 1個小

時內完成住院手續，否則視同放棄此次移植手術；即使完成住院手

續後亦有可能因為屍腎功能及品質不佳而取消手術。 

 

	

	

	

	

	

	

	

	

	

	

	

	

	

	

	

 

 

 

會談及門診評估 

完成所有檢查 

 移植小組整理及登錄資料 

 移植門診聽取檢驗報告結果 

評估是否適合等待腎移植 

定期六個月內於移植門診作術前追蹤 

正式登錄於移植等候名單內 評估不適宜做移植手術 

向病人及家屬解釋原因 

排除於移植名單內，繼續原科治療	



 四、高敏感性病患（Highly-Sensitized Patient） 

    高敏感性是指對於外來器官比較容易產生排斥反應。臨床上包括兩大類： 

(一) 待贈者組織抗體濃度高者： 

            組織抗體泛指兩類，一類對『人類白血球抗原 (Human Leukocyte  

Antigen, HLA)』產生抗體，另一類非人類白血球抗原產生之抗體。人 

類白血球抗原(HLA)在多數檢驗室均可測定，可視為器官的身分證。每 

個人都各從親生父母遺傳至半套人體白血球抗原。而在成長過程中，會 

因輸血、透析或懷孕，在外界環境的刺激下，免疫系統會產生比例不一 

之抗人類白血球抗原之抗體(Anti- HLA Antibody, HLA-Ab)。目前登錄中 

心規定在等待移植的過程中，每隔半年需檢測待贈者 HLA-Ab的血清 

內含量(Preformed antibody, or Pannel Reactive Antibody, PRA)。若病患 

HLA-Ab含量較高（一般定義為 PRA大於 20%）則可視為高敏性病患， 

建議需自費接受『抗人類白血球抗原抗體分析中之單一抗原檢測 

(HLA-Ab analysis by single antigen assay)』，藉由此方法去了解病患是否 

對於特定人類白血球抗原(HLA)有抗體。未來在接受腎臟移植時，就可 

避免移植帶有此人類白血球抗原(HLA)之腎臟，大大減少急性排斥之機 

會。而此類高敏性病患在腎臟移植手術前，仍需依照個別情形選擇下列 

的治療方法。 

1. 血漿置換術(Double Filtration or Plasmapheresis)合併免疫球蛋白

IVIG(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注射(需自費)。 

2. 抗排斥藥物的治療：包括口服抗排斥藥，普樂可復(Prograf)和山喜

多(Mycophenolate mofetil，Cellecpt)，靜脈注射抗淋巴球抗體 

(Rituximab 或 Thymoglobulin)及抑制 T型淋巴球活化之單株抗體 

(Simulect) 注射(需自費)。 

(二) ABO血型不相容的腎臟移植（活體腎臟移植時）： 

若捐贈者與受贈者血型不相容，除檢測血清內抗 A或 B凝集素抗 



體，在腎臟移植手術前，須依照上述指引給予治療，並將待贈者體內之 A 

或 B血型抗體量減低至可接受的範圍內(一般為 Anti-A或 B 之免疫球蛋白 

IgG濃度小於 1:64)後才可進行腎臟移植手術。部分術前給予之抗排斥藥物

及相關治療需自費，但治療內容及療程會因病患個別情況而不同。治療後病

患免疫力會降低，同時增加感染的機會，或因為大量藥物的治療帶來身體的

不適。即使經過上述種種準備，高敏性病患在腎臟移植後，仍有可能會產生

急性排斥而需進一步治療。治療後仍有可能失敗，無法壓制住排斥反應，此

時就須預防感染，並慢慢減低抗排斥藥物劑量，準備重回透析治療。 

 五、手術方式與範圍： 

手術的範圍主要在下腹部，手術醫師將在您右下腹或左下腹部，以新月

型切口進入骨盆窩後，將移植腎臟植入並進行腎動脈、腎靜脈及輸尿管膀胱

吻合，所移植的腎臟可能來自腦死器官捐贈者，或是有血緣關係的親屬及配

偶的活體捐贈者。至於原有的腎臟或移植失敗的腎臟是否要切除，則因情況

而異。 

	 



受贈者手術示意圖 

 六、手術風險和機率 

    以下所列為常見之手術風險。 

(一) 手術後需長期服藥（含各種抗排斥藥及其他身體疾病所需的藥物），各

種藥物皆具其特定副作用（詳見以下 9），有些病患自身原有的疾病（如

病毒性肝炎）惡化的機會也可能會增加。 

(二) 輸血 – 由於腎衰竭病患常合併貧血，因此手術時為了維持心肺功能及

血壓穩定有時必須輸血，輸血的副作用在輸血同意書內均已告知。 

(三) 急性排斥（機率約 10～20%）—大部分的急性排斥可用更強的抗排斥藥

將其治療，只有極少數(<5%)會因急性排斥而永遠喪失移植腎功能。 

(四) 有時會發生移植腎延遲發揮功能的情形（機率因腎臟來源不同而異，活

體捐贈較少，約小於 10%、腦死器官捐贈者捐贈之腎臟則可能高至三

成），有時甚至會發生移植腎永遠無法發揮功能的情形。 

(五) 術後幾乎都有不同程度的血尿發生，一般會自行改善。 

(六) 手術後併發症的比率約 5-10%(列舉如下），有嚴重的併發症時，有時必

須再次手術。 

1. 傷口感染或癒合不良—由於服用抗排斥藥，傷口易發生一些合併症。 

2. 傷口出血。 

3. 尿液滲漏。 

4. 切口疝氣。 

5. 腎動脈或腎靜脈栓塞—須再次手術，或接受血管侵犯性處置。 

6. 感染—如尿路感染、呼吸道、膽道、及其他病毒感染或全身性嚴重

的感染。 

7. 新發的惡性腫瘤或淋巴腫瘤，或是以前治療後之癌症復發。  

8. 移植腎無功能。 

9. 心臟或腦血管疾病。 



10. 新發的糖尿病。 

(七) 死亡率（<1%） 

(八) 移植腎會再發原有受贈者的腎臟疾病。. 

(九) 各種常用抗排斥藥（免疫抑制劑）可能之特定副作用如下： 

1. 新體睦(環孢靈)：(Cyclosporine，Neoral)或普樂可復( Tacrolimus ，

Prograf)常見的副作用如下：震顫、高血壓、腎功能減退、便秘或

腹瀉、頭痛、腹痛、睡眠障礙、低磷酸血症和低鎂血症、齒齦增厚、

毛髮增長或禿頭、高鉀血症和糖尿病等。  

2. 皮質類固醇（Prednisolon）常見的副作用如下：食慾增加和體重增

加、改變外型（月亮臉、水牛肩）、體液滯留、高血壓、降低糖的

耐受度、降低骨質密度而增加骨折之風險、消化不良、白內障、青

光眼、皮膚變薄、容易淤青等。  

3. 山喜多(Mycophenolate mofetil ，Cellcept)或睦體康(Mycophenolic 

Acid，Myfortic) 常見的副作用如下：各種程度不一的白血球減少、 

血小板減少、噁心和嘔吐。有些病患可能會發生腹瀉、發燒、喉嚨

痛、疲勞和肌肉疼痛等。其他副作用包含有肺炎（無確定感染病

原）、肝毒性和胰臟炎等。 

4. 斥消靈(Sirolimus ，Rapamune)、卓定康(Everolimus，Certican) 常

見的副作用如下：各種程度不一的白血球減少、血小板減少、口腔

潰瘍、腹瀉、下肢關節水腫或疼痛、皮疹、肝毒性等。 

 七、腎臟移植術後之照顧 

(一) 腎臟移植術後，必須終生服用抗排斥藥物，以防止排斥反應。服用這些

藥物可能會產生一些併發症，包括容易罹患癌症，容易感染，腎臟及神

經可能損傷，以及新陳代謝疾病等如：高血糖、高尿酸及高血脂症等。

因此必須定期接受藥物濃度之監測，以及相關血液的檢查。 

(二) 可能因為移植手術及抗排斥藥物的服用，而導致精神或心理上的困擾，



這些問題可能須借助心理諮商、協談或藥物治療。 

(三) 因需長期服用抗排斥藥物，除了需盡量避免至民眾較多之公共場所活動

外，在藥物（包括中、西藥）使用上需避免藥物的交互作用，尤其須避

免葡萄柚、柚子及各種會干擾抗排斥藥物血中濃度的食物或藥品。 

 八、活體腎臟捐贈簡介 

(一) 活體器官捐贈者必須是年齡 20歲以上的健康成人，並且是受贈者五親

等內之血親或配偶。依法律規定，配偶應與器官捐贈者生有子女或結婚

二年以上。或者結婚已滿一年後，待贈者才經醫師診斷具備移植適應症。    

(二) 捐贈者必須無壓力及金錢交易行為，是在完全自願下捐贈腎臟。 

(三) 捐贈者必須經過完整之精神心智、社會與醫學評估後決定適合捐贈。 

(四) 以上步驟完成後，須再經「醫學倫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才可以執行

活體捐腎手術。 

(五) 兩側腎臟功能皆須正常。 

(六) 無糖尿病、高血壓、肺結核等慢性疾病，無惡性腫瘤病史或具法律禁   

          止之傳染性疾病（如：AIDS）。 

 九、活體腎臟捐贈者血型的要求 

    捐贈者與待贈者之血型相同或相容為第一優先考量。如 O 型血型捐腎者可

捐給任何血型之待贈者；O型血型之待贈者僅可接受 O 型血型捐贈者之捐贈； 

AB 型血型之待贈者可以接受任何血型捐贈者之捐贈。在一些特殊情況下，也允

許作血型不相容的移植。詳見四、高敏感性病患（Highly-Sensitized Patient）之

（二）ABO血型不相容的腎臟移植。 

 十、活體腎臟捐贈者評估流程 

    一般須耗時 4-8週，在移植門診分階段完成評估後，如檢查結果無醫療、社 

會心理或精神上之禁忌症，則須再經本院倫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才可安排手術。   

(一) 第一階段 

1. 抽血:肝腎功能、血球計數、血型、A、B、C型肝炎病毒抗 



體、梅毒、愛滋病篩檢、凝血功能及組織配對檢查。 

2. 影像檢查：胸部 X光、全腹部超音波。 

3. 其他：心電圖、尿液分析、尿液細胞學檢查。     

(二) 第二階段   

1. 抽血:各類病毒抗體、腫瘤指標、甲狀腺功能、肺結核。 

2. 影像檢查：腎臟電腦斷層檢查與腎臟功能（腎臟有效血漿灌 

流，ERPF）核子醫學檢查。 

(三) 第三階段 

1. 泌尿科會診。 

2. 精神科會診評估。 

3. 社會工作師評估。. 

4. 血液交叉比對試驗。 

(四) 醫學倫理委員會的審查 

依照我國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規定，須將捐贈者及待贈者之所有評估資料 

送至本院的醫學倫理委員會，在審查通過後，才可以進行活體腎臟移植手術。 

 十一、活體捐贈者手術風險及合併症 

(一) 經完整評估的健康成年人在捐出一側腎臟後，對其長期腎功能並無不良

影響。長期追蹤研究顯示，捐贈者本身壽命的長短，或有慢性腎病變(尿

毒症）之發生機率與正常人沒有差異。 

(二) 活體腎臟摘取手術可分為腹腔鏡與傳統（後腹腔開腹式）手術兩種，各

約費時 4至 6小時，術後須住院 5至 7天，傷口將依手術方式的不同而

異。捐贈手術的死亡率將小於千分之一。 

1. 傳統開放式手術是經由腹腔或後腹腔來施行，首先分離腎動脈、腎

靜脈及中段輸尿管，同時腎臟與周邊組織順利分離開，予以結紮並

切斷；然後再將整個腎臟摘除並保存於器官保存液中。當腎臟順利

摘取並仔細止血後，醫師再將傷口縫合。 



2. 腹腔鏡手術是以較小的傷口達到與傳統開放式手術一樣的治療效

果。術後可減少傷口疼痛與縮短術後復原的時間，也可縮短術後住

院的天數。腹腔鏡手術是先以二氧化碳灌注於腹腔或後腹腔內，在

腹部或腰部切 3個小傷口，藉由這些小傷口，醫師可將手術器械及

腹腔鏡深入體腔中施行手術，腹腔鏡手術可經由下腹部傷口將捐贈

者腎臟拿出體外，並以器官保存液灌注保存。 

 

活體捐贈者手術示意圖（節錄自東京女子醫科大學病院 泌尿器科） 

3. 手術併發症的發生率約 8-16%，包括傷口感染（2.4﹪）、氣胸（1.5 

﹪）、大出血需再次手術止血（＜1﹪）、肺栓塞（1﹪）、輸尿管狹

窄、漏 尿（2-10%）等。術後十年的長期變化，留存腎的腎絲球

過濾率與術前比較並無明顯改變，但約有 30%的病患會有輕微蛋白

尿或高血壓的現象。腹腔鏡術後少數患者會肩膀疼痛，是因殘留二

氧化碳刺激所致，大約 24小時會消失。二氧化碳血栓症，引起心

肺衰竭，根據統計約萬分之一的發生率。 

4. 手術可能出現之短暫或永久症狀 

(1) 傷口疼痛：手術傷口引起疼痛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而後逐漸 

緩解。 



(2) 疤痕:手術傷口癒合過程中會形成疤痕組織，因個人體質不同， 

疤痕組織粗細會不一。粗大的疤痕組織可能會有搔癢感、刺痛 

感或其他不舒服的感覺。 

(3) 腹壁感覺異常:腹壁感覺神經可能在開腹過程中受損，雖然神經 

會修復，但腹壁對溫度、碰觸及疼痛感覺會稍感遲鈍、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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