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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澱粉樣蛋白病變之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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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類澱粉樣蛋白病變 (primary amyloidosis) 是由於單株漿細胞增生失調性疾病所

引起的，不溶性的纖維免疫球蛋白輕鏈沉積在身體造成器官衰竭甚至是死亡，發生

率為約為每年每百萬人有8人。未經治療之病人其中位存活期為13個月，10年以上

之長期存活率小於5%。類澱粉樣病變的首選治療為 melphalan 加上 prednisolone 或 

dexamethasone，其中位存活期分別為29個月及5.1年。高劑量的靜脈注射 melphalan 合

併自體造血幹細胞移植可以用來治療類澱粉樣蛋白病變，並且有良好的完全反應率，

但不幸的由於治療過程的相關死亡率較高，因此只有約20%的病人符合篩選標準可接

受自體造血幹細胞移植。此篇文章在於探討澱粉樣蛋白病變的相關病理學、臨床表

徵、治療與文獻證據支持的療法。

關鍵字：澱粉樣蛋白病變、單株漿細胞增生失調性疾病、primary amyloidosis、plasma 

cell dyscrasia

壹、前言

類澱粉樣蛋白 (amyloid) 於19世紀中期

被描述為似臘狀 (lardaceous) 的物質，西元

1838年 Scheiden 將其形容為植物澱粉，因這

些組織沉澱物如同澱粉一樣可以與碘反應而

呈色，西元1854年 Rudolph Virchow 首先採

用 amyloid 這個名詞來形容澱粉樣蛋白，西

元1922年 Bennhold 使用剛果紅將澱粉樣蛋白

於偏極光顯微鏡下呈現出蘋果綠雙折射1,2。

Primary amyloidosis 罹病率約為每年

每百萬人有8人，平均診斷年齡為63歲，約

10%病人年齡低於50歲，未經治療病人的中

位存活期大約13個月，10年以上中位存活期

小於5%，當疾病侵犯到心臟系統導致心衰
竭的病人中位存活期僅只有4個月3,4。

貳、致病機轉

B淋巴球因受抗原刺激進而成熟為能分
泌抗體對抗外來物的漿細胞，漿細胞增生

失調性疾病即是此過程失去了調節不受控制

所造成。漿細胞分泌之免疫球蛋白包含兩

條重鏈以及兩條輕鏈，有五種重鏈亞型包

括 (M、G、A、D、E)，輕鏈則有κ或λ兩
種，primary amyloidosis 起因於免疫球蛋白
κ或λ輕鏈形成不溶性纖維沉積物堆積在心

臟、腎臟、肝臟、舌頭、神經和血管系統而

導致器官功能異常甚至死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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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臨床症狀

常見症狀分別有腎病症候群30%，肝

臟腫大24%，充血性心臟衰竭22%，腕隧道

症候群21%，神經病變17%，姿態性低血壓

12%6。其他相關症狀包括有：心跳不規則、

降低腸胃道臑動、降低腎上腺以及其他內分

泌功能、勃起障礙、眼睛周圍紫斑及瘀傷、

巨舌症以及凝血障礙7。

肆、治療

一、一線化學治療

(一) Melphalan 併用 Prednisolone 
(文獻證據等級 A；level Ib )

當病人無法實行或不願意接受造血幹細

胞移植時，melphalan 加上 prednisolone 為治

療的首選之一，用法為 melphalan 0.15 mg/

kg/day PO 1- 7 days 加上 prednisolone 0.8 mg/

kg/day PO 1- 7 days，每六週治療一次，整體

反應率為28%，中位存活期18-29個月，相關

的副作用有骨髓毒性、全血球細胞減少、急

性骨隨性白血病、禿髮、葡萄糖耐受降低、

胃潰瘍、傷口延遲癒合、肺部纖維化等8,9。

(二) Melphalan 併用 Dexamethasone

除了以 melphalan 併用 prednisolone 來

治療外，另一種首選治療為 melphalan 加上 

dexamethasone，用法為 melphalan 0.22 mg/

kg/day PO 1- 4 days 加上 dexamethasone 40 

mg/day PO 1- 4 days ，每28天一個療程，整

體反應率為67%，完全反應率33%，中位存

活期5.1年，治療相關的死亡率4% (treatment 

related mortality 簡稱 TRM)，若病人有心臟

病變特別是心臟衰竭時降低 dexamethasone 

劑量20 mg/day 1-4 day，以減少體液滯留加

重心臟衰竭的症狀，但同時也會降低治療

效果 (完全反應率降低為16%)。另外當病
人復發時，仍可重複投與 melphalan 加上 
dexamethasone 治療8,10。

(三) V i n c r i s t i n e、D o x o r u b i c i n、

Dexamethasone 組合性化療 (VAD 
療法; 文獻證據等級B; level III)

VAD 療法也可以做為一線治療，用
法為 vincristine 0.4 mg/day IVF 1-4 day 加 
doxorubicin 9 mg/m2 IVF 1-4 day 合併口服 
dexamethasone 40 mg/day on day 1-4, 9-12 and 
17-20，每28天一個療程，相關副作用有周
邊以及自主神經病變、白血球減少、血小板

減少、禿髮、知覺異常、麻木感以及水分滯

留等。治療反應率60-80% (完全反應者有10-
25%)。整體存活期：50個月，而治療相關的
死亡率：7%。

另考量 doxorubicin 與 vincristine 的心
臟與神經等副作用，所以大於70歲病人、心
臟衰竭、自主神經或週邊神經病變等病人不

適合使用 VAD 療法 (文獻證據等級C ; Level 
IV)8,11。

二、二線化學治療

(一) Thalidomide 併用 Dexamethasone 
(文獻證據等級 C; Level IV)

其用法為 dexamethasone 20 mg/day 
PO 1-4 day，每21天一個療程。為了減少 
thalidomide 的副作用，起始劑量由睡前50 
mg 開始，視病人耐受性每兩周緩慢增加
劑量，可至最高每天400 mg，整體反應率
48%，完全反應率19%，TRM 0%。治療相
關的副作用高達65%，其中以有症狀的心跳
減慢為最常見 (25%)，其他副作用如嗜睡、
便秘、周邊神經病變與靜脈血栓。也因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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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比率高，所以列為上述一線治療失敗或造

血幹細胞移植後復發的治療選擇9。

(二) Bortezomib 併用 Dexamethasone

Bortezomib 是一個強效蛋白解體可逆
性抑制劑 (proteasome inhibitor)，可以引發
部分腫瘤細胞株的細胞凋亡 (apoptosis)，被
用於治療多發性骨髓瘤，目前也可用於類澱

粉樣蛋白病變的二線治療，或是造血幹細胞

移植沒有獲得完全反應的病人再追加2至3
個療程的輔助治療 (adjuvant therapy)，促使
病人可以達到完全反應。用法是以3-5秒的
時間靜脈注射 bortezomib 1.3 mg/m2 於 day 
1，4，8，11加 dexamethasone 40 mg/day 1-4
天，每21天一個療程，整體反應率81%，完
全反應率47%，整體存活期18.7個月。副作
用為貧血、疲勞、水腫、姿態性低血壓、神

經毒性、白血球以及血小板降低，姿態性低

血壓。NYHA 第二級 (紐約心臟協會心衰竭
分級) 以上的心衰竭病人容易發生grade 3以
上的副作用 (42% :6% P=0.001)，因此嚴重
心臟病變的病人不適合使用 bortezomib with 
dexamethasone9,10,12,13。

三、 高劑量 Melphalan 合併自體造

血幹細胞移植 (HDM/ASCT)

由1998年開始使用 HDM/ASCT 來治療
類澱粉樣蛋白病變，雖然整體反應率以及完

全反應率有較好的表現，但 TRM 也相對高
出許多13-43%，因此只有約20%的病人符合

造血幹細胞移植的篩選標準如表一14,15。研

究發現，當符合篩選標準的病人接受 HDM/
ASCT 治療時，可降低 TRM 以及提高存活
率。此種治療需要求病人在無菌室中接受治

療，先給予皮下注射 G-CSF 5 mcg/kg Q12H 
共5天，接著進行血球分離術使收集到的 
CD34+ cell 達到2×106/kg 以上，若無法收
集到足量的 CD34+ cell 可重複上述步驟，
之後依病人年齡以及腎功能的狀態先接受

高劑量的 melphalan 100-200 mg/m2，隔天再

把 CD34+ cell 輸注回病人體內，依病人血小
板以及白血球低下的情況給予 G-CSF 以及
輸血15。沒有獲得完全反應的病人可以追加

2至3個療程的 thalidomide/dexamethasone 或 
bortezomib/dexamethasone 的輔助治療，促使
病人可以達到完全反應10。文獻報告相關的

整體反應率、整體存活期以及 TRM 詳列於
表二14。

表一  自體造血幹細胞移植的嚴格標準
14

ECOG 一般狀況評分為 0 或 1

心衰竭不高於紐約心臟協會 class I 或 II

類澱粉樣蛋白侵犯的器官不超過兩個

年齡 ≤ 65 歲

肌酐酸清除率 ≥ 50 mL/min

Bilirubin ≤ 1.5倍以及 alkaline phosphatase ≤ 2
倍正常上限

心臟超音波顯示心室間以及左心室後壁厚度 
≤ 15 mm

無類澱粉樣蛋白引起的自主神經病變

無類澱粉樣蛋白引起的腸胃道出血

表二  造血幹細胞移植整體反應率、整體存活期以及 TRM

Reference
Number of 

patients
Haematological 

response (%)
Overall survival TRM (%)

Comenzo et al (1998) 25 62 (CR) 68% at 24 months NS

Moreau et al (1998) 21 30 57.5% actuarial 4-year survival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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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Number of 

patients
Haematological 

response (%)
Overall survival TRM (%)

Mollee et al (2004) 20 56 60 months 35

Skinner et al (2004) 356 40 (CR) 55 months 13

Gertz et al (2005c) 171 68 >6 years for responders NS

(Cohen et al (2005) 45 79 76% at 18 months 4.4

Jaccard et al (2005) 25 64 48 months 24

Schonland et al (2005) 41 50 (CR) 89% at 2 years 7

Seldin et al (2006) (age >65 years) 65 32 (CR) 48 months 10.3

Perfetti et al (2006) 22 55 (36% CR) 68 months 14

Goodman et al (2006) 91 66 63 months 23

Sanchorawala et al (2007c) 62 67 CR (56% ITT) Not reached 8

CR, complete response; NS, not specified; ITT, on intention to treat analysis
TRM, treatment-related mortality

四、 HDM/ASCT 與  Melphalan/
Dexamethasone 的比較

至目前為止僅只有一篇試驗發表 HDM/

ASCT 與 melphalan/dexamethasone 的治療優

劣，研究中將100位病人以隨機分配成兩組

來比較，中位存活期為分別22.2與56.9個月 

(HR 0.57；95% CI 0.32-0.99；P 0.04)，其中 

HDM/ASCT 治療組的病人 TRM 高達24%，

因此 HDM/ASCT 並未優於傳統化學治療並

且伴隨較高的副作用以及 TRM 發生率。因

此除非病人符合 HDM/ASCT 的治療標準

且醫師有足夠的治療經驗與醫療設備，則

可建議病人接受 HDM/ASCT，反之，則以 

melphalan based regimen 化學治療為首選治

療9,10,15。

五、異體造血幹細胞移植

因此治療相關的死亡率高達40%，若病

人曾接受過全身放射線治療時，甚至 TRM

高達50%，因此臨床施行率並不常見14。

伍、症狀治療

當類澱粉樣蛋白沉澱於各種重要器官

時，會影響各器官的功能，進而導致器官的

衰竭。以下簡單介紹各項器官功能衰減或不

適時的建議處理方式。

一、導致腎病症候群與腎衰竭

若有水腫可給予  loop diuret ics，若 
loop diuretics 治療失敗則可以給予高劑量的 
thiazides 或保鉀利尿劑。末期腎臟病變需考
慮透析治療 (文獻證據等級C；Level IV)8。

二、導致鬱血性心臟衰竭

此類問題可使用利尿劑以及 ACEI (文獻
證據等級C; Level IV)，若使用 digoxin 時須
注意可能在正常治療濃度下就產生心臟毒性 
(文獻證據等級C; Level IV)8。當有心律不整

時，可使用 amiodarone，但需注意 β-blocker 
(具有心肌收縮負性效應) 以及鈣離子管道阻
斷劑 (恐惡化舒張性心功能衰竭) 為治療禁忌 
(文獻證據等級C; Level IV)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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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導致姿態性低血壓

可使用 fludrocortisone 100-200 μg/day 或 
midodrine 2.5 mg tid (文獻證據等級C)8。

四、引發出血症狀

可使用抑制纖維蛋白溶解  ( a n t i -
fibrinolytic agents) 的藥品，如 tranexamic 
acid (文獻證據等級 C; Level IV)8。

五、引發腸胃道症狀

腸胃道吸收不良或是腸胃道假性阻塞時

可能需要長期給予靜脈營養輸注液。嚴重的

腹瀉可以使用 octreotide 治療 (文獻證據等級
C; Level IV)8。

陸、結論

Primary amyloidosis 是最常見的一種類
澱粉樣蛋白病變。處置與診療計畫必須清楚

簡潔的與病人或其照護者溝通與選擇治療方

法，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可以大大提高治療效

果與預後，除非病人符合 HDM/ASCT 的治
療標準且醫師有足夠的治療經驗與醫療設

備，才可考慮使用 HDM/ASCT 來治療，否
則還是建議以 melphalan 為基本的化學治療
為主，以減少病人的不適與副作用並且可降

低治療相關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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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imary amyloidosis results from a plasma cell dyscrasia in which insoluble fibrillar 
light chain protein deposition leads to organ failure and death with incidence of 8 cases 
per million population per year. The median survival of untreated patients is 13 months 
from the time of diagnosis. The long-term survival (>10 years from diagnosis) of untreated 
patients with primary amyloidosis is less than 5%. An oral regimen of melphalan and steroid 
(prednisone or dexamethasone) has been recommended as the standard treatment for primary 
amyloidosis and the median survival is 29 months and 5.1 years respectively. Moreover, 
high-dose intravenous melphalan with autologous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HDM/ASCT) 
can treat primary amyloidosis and results in a high complete response rate, but this is limited 
eligibility due to the risk of procedural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ith probably only 20% of 
cases being genuinely low risk from the treatment of ASCT, as per stringent criteria.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escribe for the pathology,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management and 
evidence based to support the treatment of primary amyloido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