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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你獲發給這本小冊子是因為你確診為腎衰竭，日後將需要洗腎或換腎。對大

部份人來說，這是一個艱難的時刻，而且還要處理很多情緒上和實際的問題。

你可能很擔心日後的生活，但世界上有數以萬計的人雖然患上腎衰竭，卻仍可

生活得活躍充實。洗腎和腎臟移植是非常成功的療法，可以讓你生活得很好。

在澳洲，現時約有8,600 人接受洗腎治療，約有 6,500 人接受了腎臟移植。在 

2005 年，澳洲有 2,210 名新患者開始接受治療。

你的醫生希望你對所有可行的療法都盡量瞭解。請細心閱讀本小冊子，然後

和家人商議。我們希望這本小冊子可以幫助你瞭解每一種療法的作用，再決定

哪些療法最適合你。有些患者可能會決定不接受治療，特別是如果其他病況

會減低洗腎或換腎的好處。

你可以利用這本小冊子幫助記憶你和腎病專科醫生以及腎病科人員的討論和

得到的指導。你可以先縱覽全書，然後重溫最感興趣的章節。日後的變化是不

會全部在同一時間出現的，可以逐步處理。作出決定之前，通常都會先多次談

論和閱讀關於所有可能性的資料。醫護人員會幫助你選擇對你和家人最好的

治療方案。

本小冊子已經翻譯成阿拉伯文、中文、希臘文、意大利文、越南文，方便非英語

的病人。醫院也設有傳譯員，協助病人與醫護人員或其他人員討論。 

腎病科的人員和腎科資源中心可提供其他關於腎病、洗腎、腎臟移植、個人及

生活方式的其他詳情、教育、輔導。瞭解你的病症和治療。你對你的治療的認

識和積極參與將可幫助你生活得健康、快樂、活躍。

Denise O’Shaughnessy
腎科資源中心
高級社會工作者
(Senior Social Worker
Renal Resource Centre)
Darling Point NSW
200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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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腎功能
腎臟是兩個至為重要的器官，每一個腎

都有大約一百萬個過濾器 (腎小球)，負

責把血液中的廢物及多餘的液體變成尿

液清除；尿液貯在膀胱，最後經過尿道

排出體外 (見圖 1)。腎臟同時也製造和

調節荷爾蒙，以幫助控制血壓、製造紅

血球，並幫助形成健康的骨骼。

慢性腎病
慢性腎病是腎細胞組織在一段長時期中

損毀的過程。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有腎

病，直至腎功能喪失 70% 以上才發覺。

如果兩個腎都嚴重受損，可行的療法就

只有洗腎和換腎。澳洲最常見的腎衰竭

原因是糖尿病、腎小球發炎 (腎臟的過

濾器發炎)，以及高血壓。

慢性腎病的症狀
腎功能 (通過檢驗血液和尿液量度) 下

跌至 30% 以下會出現以下全部或部份

病徵： 

>  體液瀦留引致氣促以及足踝和雙足

腫脹

> 疲倦

> 頭痛

> 記憶力和集中能力衰退

> 焦躁不安

> 睡眠紊亂

> 雙腿擺動不停

> 痕癢

> 食慾減退及噁心

> 體重下降

> 性慾減退及性功能改變

 腎 臟 衰 竭

圖 1. 泌尿系統

腎臟

輸尿管

腎臟 (剖開)

膀胱

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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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藥物和改變飲食再無法控制這些症狀，你的腎病專科醫生 (又稱 “腎病醫

生” 或 “腎病學家”) 會建議洗腎。洗腎是安全有效替代喪失了的腎功能的方
法。洗腎不會穩定或改善腎功能，但一旦開始洗腎，你會發覺健康有顯著的改善，

很多症狀都大大緩解或完全消失。 

對很多病人來說，換腎是另一個治療選擇。在某些情況，如果有活體捐贈者 (見第

四章腎臟移植)，就可能無需洗腎。但在換腎之前先開始洗腎是十分常見的。在找

到合適的捐贈者前，洗腎是需要的，而有些時候這會維持數年。有些人是在醫療上

不適合換腎的，他們可以長期洗腎。如需長期洗腎，選擇一種最適合你的生活方

式的洗腎方法是很重要的。

在某些情況下，洗腎和換腎的負擔和弊處會比好處多。特別是對部份老年人來
說，進行其他的療法亦可能達致良好的生活質素及類似的療效，這將會在《第
五章： 腎衰竭不洗腎的護理》詳細討論。如果你不能肯定是否適合開始洗腎，
請和你的醫生商議。

我怎樣決定哪一種洗腎方法最適合我?
如果你的腎病專科醫生建議洗腎，而你又希望瞭解清楚，可參閱第二章和第三

章。洗腎的方法有兩種：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

如果沒有醫療上的原因說明為甚麼一種洗腎的方法比另一種好，那麼你將會按你

的個人情況作出選擇，包括家庭的情況，住在哪裡，有沒有工作，你的生活方式，

會不會經常游泳，你自行洗腎的能力或前往醫療中心洗腎的能力。你的腎病專科

醫生和腎病科的人員可以協助你選擇最適合你的洗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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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身心接受洗腎
確診為腎衰竭後，質疑、震驁、憤怒、抑

鬱等等都是正常的。這些情緒最終會變

得比較平靜，特別是你知道患上腎衰竭

還是可以活躍生活之後。你應該盡量瞭

解治療的方法，並且接受朋友和家人的

支持。他們都是希望幫助你的，所以不

要疏遠他們或孤立自己。 

隨著時間過去，你會比較容易接受洗腎

是你生活的一部份。你應該期望開始洗

腎之後會覺得更健康，更積極。重返校

園，再度投入工作，參與消閒和社交活

動都會幫助你調整身心。有些生活上的

改變是不可避免但可以應付的。現時的

洗腎技術是完全有可能讓患者生活完滿

愉快的。 

記著，你的腎病專科醫生、腎病科的
人員和腎科資源中心都可以幫助你和
你的家人尋找應付洗腎生活的最佳方
法。

圖 3. 永久鎖骨下靜脈導管

圖 2.  動靜脈 廔管

腎 臟 衰 竭

透析器流出血液

流入透析器血液

靜脈

動脈

廔廔瘺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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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 液 透 析

血液透析是怎樣運作的?
若腎功能只剩餘低於 10% 就會開始進行血液透析治療。血液透析的作用是過濾
血液清除廢物，並且把血液中多餘的水份排除。血液在體外以透析機和人工腎臟 

(透析膜) 清洗，每次治療一般需時四至六小時，通常每週三次，但有些時候會更頻

密及時間更長。 

血液透析可在家中、醫院洗腎部或衛星洗腎部 (見下頁) 進行。很多人都得到鼓勵

和支持，在家中洗腎；如不可行，會安排到醫院或衛星中心治療。但在鄉郊和偏遠

地區因附近並無腎病科，居家洗腎 (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 或搬遷可能是唯一的選

擇。

進行血液透析需要有血液或循環系統的通路，這需要以手術造出血管通路。

血液透析的血管通路
你的外科醫生會向你建議最適合你的通路類型。洗腎的通路需要在靜脈放置兩

根針 (插管)： 一條管把血液輸送到人工腎臟，另一條把血液送回體內。因為這個

過程一週最少進行三次，一個可靠的進出口是必需的。  

通路是通過小手術把前臂或上臂的動脈和靜脈接合而成的，稱為 廔管(見圖 2)。如

果前臂的血管太小，會利用一段大腿的靜脈或人工物料 gortex 作移植管道，造成

血液透析的通路，一般在前臂，有些時候會在大腿。通路手術最好在需要洗腎前
幾個月預先安排，那麼開始洗腎時 廔管就已經造好，免除臨時通路帶來的不便。 

如果洗腎需馬上開始而 廔管或移植管道還沒有造成，會使用臨時的通路，就是在

頸部或上胸部的靜脈內放置一條軟管 (頸靜脈或鎖骨下靜脈導管，稱為 vascath 或 

permacath)(見圖 3)。很多人都希望避免使用臨時的通路，因為感染的危險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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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衛星中心或醫院： 
哪一種更適合我?

居家血液透析 

居家血液透析是否成功，很大程度取決於你直接獨立控制自己的治療的動力有

多大。常識、家人或朋友穩定的支持也有幫助。很多人會在伴侶的協助下洗腎，也

有些人可以獨自處理。越來越多人進行通宵居家 (6 – 8 小時) 和更頻密的血液透
析，特別是因為這樣可以在日間騰出更多的時間，而且健康更佳。

居家血液透析所需的器具和即棄用品以及訓練，都由政府免費提供；病人需自行

提供洗腎機的抽水管件、躺椅、磅稱。這些用品是可以申請財政資助的。

你的醫生會把你轉介到專門的居家血液透析訓練中心。學懂自行洗腎平均需要  

6 – 8 星期。如果你是受僱的，你將會需要請假受訓。你的腎病專科醫生、社工、護

理人員會幫助你決定居家治療是否可行。

衛星中心和醫院血液透析

如因醫療原因或社會因素而不適合進行居家血液透析，可在衛星中心或自助洗腎

中心洗腎，一般每週三次，每次五小時。但這些特別的洗腎中心不一定離家很近，

特別是在鄉郊和偏遠地區。在大部份情況下你需要負責安排前往洗腎中心的交
通，救護車接送一般不會提供。

在衛星中心你可以在護理人員的指導下自行洗腎。如遇上複雜的醫療問題，可到

提供全面護理的醫院進行血液透析，直至急性的病症消失；有些時候，到醫院洗腎

也是一個長期的治療方案。你的腎病專科醫生、社工、護理人員可告訴你哪個地點

的洗腎中心最適合你。

血 液 透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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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血液透析

> 衛星中心或醫院血液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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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血液透析時我可以做些甚麼?
如果你在日間洗腎，你大概會躺在躺椅上。你不可能四處走動，但卻可以閱讀、看

電視、聽音樂、說話、打瞌睡。洗腎時是不會覺得不舒服的。最難過的就要怎樣消

磨時間。居家洗腎的靈活性最大，很多人 – 特別是全職工作人士，現在都選擇舒適

地在家中通宵洗腎。 

> 藥物、液體、飲食、運動  單是洗腎是不足以保持健康的。藥物、限制水

份、控制飲食也是需要的。血液透析是間斷進行的，所以廢物和過多的液體會在兩

次洗腎期間積存。

洗腎較頻密，限制會較少。按時服用醫生處方的藥物，遵守水份和飲食的限制對維

持健康都是十分重要的。定期運動對增強體力、耐力，強壯心臟也是有利的。 

> 懷孕與避孕  懷孕年齡的洗腎婦女雖然可以懷胎，但強烈建議不要懷孕，因

為足月產下正常大小的嬰兒的機會很小。應延至成功換腎後才懷孕。  

> 就業  血液透析讓你維持活躍的生活。特別是如果你進行居家血液透析，你是

肯定可以繼續全職工作的，就算你的工作體力需求很大。一邊工作一邊安排前往衛

星中心洗腎會很困難，在家中進行治療會更靈活。

> 休假  假期是從洗腎的常規中稍作歇息的重要方法，但洗腎卻是不可能稍歇

的。不過改變一下環境，讓其他人替你進行治療 (如果你在家中洗腎) 對你和你的

家人會很有利。澳洲有些州設有由各個腎病患者協會擁有的渡假屋，收費相宜，方

便預算有限的人士。有些時候，渡假屋可裝置洗腎機，或安排到附近的洗腎中心洗

腎。澳洲大部份主要城鎮都設有洗腎中心。乘坐飛機是沒有問題的。在假期時洗腎
提早預訂是必需的。 

在海外也可以進行血液透析，但費用可以很高昂。在某些國家，合資格使用 

Medicare 的澳洲人可以免費在公立醫院洗腎 (如可安排)。這些國家包括紐西蘭、

英國、愛爾蘭共和國、荷蘭、挪威、瑞典。歐盟國家護照持有人可在所有歐盟國家

洗腎，在其他國家進行血液透析必須付費；有些時候，私人醫療保險會支付部份費

用。

血 液 透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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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膜透析是怎樣運作的?
和血液透析一樣，腹膜透析是在腎功能

剩餘小於 10% 時展開的治療。治療每
天進行，把血液中的廢物和多餘的水份

過濾掉。和血液透析不同，腹膜透析是

利用腹膜作為過濾器，在體內過濾血液

的。腹膜在腹部內壁，是蓋著腹內器官

的內膜。

一種稱為腹膜透析液的特別液體通過

特別的腹膜導管 (Tenckhoff catheter) 
(見圖 4) 流入腹腔，廢物和多餘的水份

從腹膜的微小血管流進透析液，通過腹

膜導管從腹腔流出。腹膜透析由你每

天在家中施行，是一串連的定時互換過

程。帶有廢物和多餘水份的透析液從腹

腔流出，再把新的透析液灌入腹腔。 

腹膜透析有兩種： 持續性非臥床腹膜透
析 (CAPD) 和全自動腹膜透析 (APD)

腹 膜 透 析

圖 4. 腹膜透析液和導管

> 持續性非臥床腹膜透析 (CAPD)

> 全自動腹膜透析 (A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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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性非臥床腹膜透析 (CAPD)
在日間以人工操作進行互換過程稱為 CAPD (Continuous Ambulatory Peritoneal 
Dialysis，持續性非臥床腹膜透析)。每次互換 2-3 公升透析液需時約 45 分鐘，但

在過程中你可以看書或看電視。互換過程在日間每 4-6 小時一次。腹腔的透析液

流進空袋而新的液體灌入腹腔之後，排水袋會拆離導管丟掉。你並不需要戴著袋

子。進行 CAPD，腹腔內經常都有 2-3 公升液體，而你的腹腔是可以輕易應付的。

在兩次互換過程之間你可以如常活動，只需要在日常作息中安排洗腎就可以。一般

安排在早餐、午餐、黃昏、晚上進行。

全自動腹膜透析 (APD)
洗腎也可以使用一部自動循環機通宵進行 8-10 小時。這部機器在你睡覺的時候

自動排出和灌入透析液。日間的時候腹腔通常會有液體。有些時候可能需要在日

間洗腎。 

循環機可以讓有工作或生活十分忙碌的人士更方便和容易洗腎，但這並不是每一

個人都適合的。  

腹膜透析通路
透析液通過一條叫做腹膜導管的特製軟管進出腹腔。這條導管通過手術置入腹

腔，從腹部伸出。這是永久的洗腎通路。小心護理這條導管和出口點或出口區是

很重要的。

必須小心避免腹腔感染。這樣的腹膜感染稱為腹膜炎。感染症狀一旦出現，必須

立即施用抗生素治療。 

> 全自動腹膜透析 (A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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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dney Trans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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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dney Transplantation

居家腹膜透析
腹膜透析是在家中進行的。護理人員會教你怎樣安全洗腎。在你有信心和安全掌

握洗腎技巧之前，你要每天前往訓練中心。如果你計劃進行通宵腹膜透析，你要

學習使用循環機。腹膜透析的訓練一般為期 1-2 週。

你是應該可以恢復工作和日常活動的，特別是如果你通宵洗腎。唯一的考慮就是這

些活動會不會給出口區帶來感染的危險，或者通過腹膜導管帶來腹膜炎。有些環

境是需要避免的，例如 “骯髒” 的工作環境或在擁擠的公共泳池或污染的海灘

等等污水中游泳。如有任何問題，可以和你的腎病專科醫生商議。   

> 藥物、液體、飲食、運動   單是腹膜透析是不足以保持健康的。按時服用

醫生處方的藥物，遵守水份和飲食的限制對維持健康都是十分重要的。定期運動

對增強體力、耐力，強壯心臟也是有利的。 

接受腹膜透析比接受血液透析在水份和飲食方面的限制可能會較少，因為腹膜透

析會持續不斷清除體內的廢物和多餘的水份。

> 懷孕與避孕   懷孕年齡的洗腎婦女雖然可以懷胎，但強烈建議不要懷孕，因

為足月產下正常大小的嬰兒的機會很小。應延至成功換腎後才懷孕。  

> 就業   腹膜透析讓你維持活躍的生活，你是肯定可以繼續全職工作的，就算

你的工作體力需求很大。腹膜透析在許多的工作環境中都可以進行，但如果工作

環境不容許洗腎，通宵腹膜透析可能會較容易處理。 

> 休假 假期是從洗腎的常規中稍作歇息的重要方法，但洗腎卻是不可能稍歇

的。不過改變一下環境對你和你的家人會很有利。澳洲有些州設有由各個腎病患

者協會擁有的渡假屋，收費相宜，方便預算有限的人士。 

你的旅遊計劃是不應受到腹膜透析限制的。你可以帶備你的洗腎用品，又或者在

大部份情況下，洗腎公司是可以把用品送到你的渡假目的地的。到海外渡假也可

以這樣安排。

腹 膜 透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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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 臟 移 植

腎臟移植是甚麼?
腎臟移植是把一個人的一個腎臟用手術移植到腎衰竭患者身上。一個移植的腎臟

已經可以提供足夠的腎功能，讓接受者保持健康。

和洗腎相比，腎臟移植給你更佳的生活質素和更長的壽命。你無需每星期都花許

多個小時洗腎，無需遵從特別的飲食和水份限制。總的來說，你會感覺更好、更自

由。  

移植腎臟之後，還是需要定期見腎病專科醫生的。你還必須要每天服用特別的

藥物，防止身體的免疫系統排斥移植的腎臟，此後終生都需要服藥和接受醫療督

導。

所有腎臟移植的目標都是要減低腎臟受到排斥的可能性。首先，捐贈者和接受者必

須血型相同。第二，捐贈者的細胞組織類型 (見下文) 必須盡量和接受者的細胞組

織類型吻合。 

你會接受評核，確定是否適合移植。如果建議你接受腎臟移植，你會在開始洗腎

後名列腎臟移植等候名單。如果有活體捐腎者捐腎給你，捐腎手術可能會在開始

洗腎之前進行，稱為“先發”移植。

移植手術的腎臟從何而來?
腎臟捐贈者有兩種：

死亡捐贈者
死亡捐贈者的腎臟會分配給等候名單上細胞組織類型與死者最吻合的人。死亡捐

贈者會由檢查確認有沒有癌症和病毒，確保接受者不會被傳染。

但死亡捐贈者的數目卻比等候換腎的人少。那就是說你可能需要等候數年才會得

到死亡捐贈者捐出的腎臟。還好洗腎可以在等候捐腎者期間維持你的健康。

移植的腎臟是否運作或可運作多久是沒有保證的，但獲得良好結果的機會還是高

的 (見下文腎臟移植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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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如果你不是有資格使用 Medicare 的澳洲永久居民，你不能在換腎等
候名單上獲得分配腎臟；但如果有活體捐贈者給你捐腎，移植手術可以在澳洲進
行，費用由你自行負責。

活體捐贈者
多年來，近親例如父母、兄弟姊妹、成年子女都是活體捐贈者 (活體親屬捐贈者) 的

主要來源。現在很多非親屬 - 例如和接受者感情或家庭關係深厚的人士 – 都成為

了腎臟捐贈者 (活體非親屬捐贈者)。這表示配偶、姻親、朋友也可以成為活體捐贈

者；而間中更有一些隱名捐腎者 (利他活體非親屬捐贈者)，但並不常見。 

現時在澳洲進行的腎臟移植中約有 40% 是從活體捐贈者取得腎的。移植的腎臟是

否運作或可運作多久是沒有保證的，但獲得良好結果的機會還是高的 (見下文腎臟

移植成功率)。

活體移植的好處是：

>  可避免長期等候死亡捐贈者捐腎。

>  安排移植手術方面可更容易遷就捐贈者和接受者。有些時候更可以在開始洗腎

前移植。 

>  家人或相同族裔的活體捐贈者細胞組織類型吻合的機會更大。

>  活體捐贈者的腎臟一般可立即工作，而死亡捐贈者的腎臟可能要等候一段時間

才開始工作。

腎臟移植的成功率
活體移植的腎臟在手術後一年仍然運作的成功率約為 97%，而死亡捐贈者約為 92% 
(2006 年ANZDATA 記錄冊)；術後五年活體移植的成功率約為 86%，死亡捐贈者約

為 80% (2006 年ANZDATA 記錄冊)。

如果移植的腎臟在第一年運作良好，在以後許多年保持運作的機會很大，但卻不保

証可永久運作。如果移植的腎臟失效，第二次移植還是有可能的。許多在 25-30 年

前換腎的人士，原來移植的腎臟到現在還是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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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體腎臟移植
活體移植是十分成功的。捐贈者的手術可以是在肋骨下開一個大切口的開膛手
術，也可以進行匙孔手術  - 在腹部開一個小很多的切口，利用攝影機引導摘除腎

臟。 

匙孔手術現在越來越普遍，這種手術把對捐贈者的損害大大減小，而且復元更

快。接受匙孔手術的捐贈者在術後 2-4 天可以出院，一般在一個月內可以恢復工

作，但在四週內必須避免提重物。 

傳統上開膛手術需留院約一週，約三個月內不得提重物。 

考慮成為活體親屬捐贈者或活體非親屬捐贈者的人士應和腎病專科醫生商議。

初步要做的只是簡單的血液測試，如果結果顯示捐贈者和你配合，而捐贈者又想

繼續進行其他測試的話，就會照肺、檢查腎功能、做心電圖、掃描、全身健康檢

查。捐贈者的健康是不會因為要取得腎臟而受到危害的。

向腎臟接受者收取任何款項都是非法的。所有捐贈者都會接受評估，確保他們不

是為了任何財政或個人利益而捐腎。他們會接受輔導，確保他們完全知道所有的

危險，以及捐腎對他們和接受者的關係的可能影響。任何關於醫學上及其他費用

或醫療保險的問題，都可以和腎病科的社工商議。

對活體親屬捐贈者或活體非親屬捐贈者的長期影響
只有一個腎並不會改變捐腎者的壽命。一般來說，有機會幫助愛護的人是很有價

值和很滿足的經驗。腎臟移植可以改善接受者和家人的生活質素，配偶和父母也

會直接受惠。

在一些例子中，有些捐贈者會對捐腎有負面或矛盾的感覺，這可能會引致家庭糾

紛或不和。腎臟移植也可能會失敗，腎臟也不可能退還給捐贈者。換腎失敗對所有

涉及的人都是很大的打擊，所以必須深思熟慮，並且和腎病專科醫生、社工或心理

學家深入討論捐腎的影響，他們對有關的問題都是很有經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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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臟移植的準備工作

> 是否適合移植腎臟 
必須進行醫療檢查確保你適合移植。檢查包括體格檢查、血液測試、心肺 X 光檢

查，有些時候還需要胃和膀胱 X 光檢查。移植前教育班可以幫助你準備手術以及

日後的護理。

患上嚴重疾病的人士，例如嚴重心臟及/或血管疾病，可能會遇到與移植有關的問

題。對這些人士來說，洗腎往往是較佳的療法。也有些人會對洗腎療法很滿意，因

而不選擇換腎。你的腎病專科醫生會和你討論在醫療上你是否適會換腎，也會討

論你的選擇。

如果腎衰竭的原因是一型糖尿病併發症，而患者又考慮換腎，可能會進行合併腎
臟胰臟移植。這個手術的詳情和要求可以向你的腎病專科醫生查詢。

> 血型、細胞組織類型與交差配合   
捐贈者和接受者的血型必須吻合才可換腎，而且白血球也要吻合，這稱為 “細胞
組織類型” 和 “交差配合”。

1. 血型

捐贈者和接受者的紅血球須配合一般的血型 (A, B, AB, O)，雙方的血型必須吻
合，就像輸血一樣。如果有意捐腎的活體捐贈者的血型和接受者的血型不吻合，

建議再與腎病專科醫生詳談。

  接受者 血型   捐贈者 血型 
  A B AB O
 A 配合 不配合 不配合 配合
 B 不配合 配合 不配合 配合
 AB 配合 配合 配合 配合
 O 不配合 不配合 不配合 配合

移植配合表：

腎 臟 移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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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細胞組織類型與交差配合

這是一種稱為 “淋巴細胞” 的白血球的配合。這些細胞和所有的身體細胞的表

面都有特別的記號，稱為抗原。有一組特別的抗原，稱為 HLA (人類淋巴細胞抗

原)，對器官移植很重要。捐贈者和接受者的抗原越吻合，移植成功的機會也越
大。這對活體移植和屍體移植都是一樣的。 

如果捐贈者和接受者的血液混合而不產生反應，就稱為陰性交差配合。進行移植

手術必須要有陰性交差配合。

移植等候名單
每一名等候屍體腎臟移植的人士的細胞組織都記錄在一個全國電腦名單內。每一

個月，等候的人士都會抽取血液，檢查有沒有形成抗斥某種 HLA 抗原的抗體 (例

如因輸血引起)，同時可在有可用腎臟時進行交差配合。如果有可用的腎臟，捐贈

者的細胞組織類型會和名單上每一名人士的細胞組織類型對照，腎臟會分配給和

捐贈者細胞組織類型最配合的等候者。如果有多名等候者都是類型配合，腎臟會

分配給等候時間最長的一位。

換腎前保持健康
等候移植手術時保持健康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的一般健康情況欠佳，你獲考慮移

植腎臟的可能性也較低。 你必須：

>  繼續洗腎以保持健康

>  不要吸煙以減低移植後患上心臟病及肺部受到感染的風險

>  控制體重以減低患上心臟病的風險 

>  控制血壓以減低患上心臟病的風險

>  做運動增強體能、體力、耐力，並減低患上心臟病的風險

>  見牙醫以免在移植後牙齒和牙肉出現感染

>  保護皮膚防止曬傷，以減低在移植後患上皮膚癌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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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手術
手術所需的時間約 3-5 小時。你的腎並

不會摘除，新的腎會放在左腹或右腹，

在肚臍下方 (見圖 5)。新的腎的靜脈和

動脈會連接骨盆的靜脈和動脈，從腎臟

出來的尿道會接到膀胱。 

手術後
施術部位通常會有點痛，但用強力藥物

可以成功控制。用來排尿的膀胱導管和

腹部傷口的引流管需用上約一星期，以

幫助痊癒。復元通常很快，大部份人在

手術後第二天就可以下床，幾天內就可

以走動。

有些時候，屍腎可能需要數天至數週 

(甚至更長時間) 才開始正常工作。若出

現這種情況，也不表示腎臟最終不會運

作正常。在腎臟復元期間，你可能需要

繼續洗腎，以保持身體的化學成份平

衡。    

留院多久視腎臟運作情況以及有沒有併

發症而定，平均的留院時間是 1-2 週。 

圖 5. 腎臟移植

腎 臟 移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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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後的護理
移植後有些預防措施是必須執行的，以保護移植的腎臟和你的健康。

你需要終生每天服用特別的抗排斥藥物。如果你停藥，腎臟被排斥的機會會很

高。

你的免疫系統會因為抗排斥藥而降低，所以你要加倍小心預防感染。你也需要加

倍小心保護皮膚，以防日曬，因為你會較容易患上皮膚癌，這是抗排斥藥的另一種

副作用。

有些抗排斥藥會提高食慾，使你容易超重。健康的飲食和定期運動也可以幫助你

減低患上心臟病的風險。

換上新腎臟的生活
移植腎臟可以說是免除洗腎重拾健康生活。移植腎臟之後 3-6 個月，你應該可以

恢復所有正常活動和全職工作。

出現一段調整期是正常的。初期你見腎病專科醫生的次數會較頻密，一般是移植
後連續幾個星期每天見醫生。鄉郊的居民因此可能需要在手術後住在移植中心附

近 2-4 週。這會破壞你的日常規律、家庭生活甚至工作。你也可能需要接受不知道

移植的腎臟何時會工作，以及要重新開始洗腎的事實。時間和一個運作的腎臟就

是最大的安慰。隨著你的腎功能穩定下來，見醫生的次數也會減少。

如果你打算懷孕，你必須盡早和你的腎病醫生討論是否應該懷孕和懷孕是否安
全。剛接受腎臟移植的女性適宜在腎臟運作良好 1-2 年之後才懷孕。有些較新的
抗排斥藥對懷孕期婦女不安全。因為併發症的風險增加，所以懷孕時小心監察是

需要的。懷孕前需接受測試和 X 光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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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腎可以延長壽命但不一定能提供良好的生活質素，特別是當患者的健康已經受

到衰老和其他病症的影響。

人們得悉要洗腎的時候，第一個反應一般是延遲甚至拒絕治療。他們往往覺得抑

鬱沮喪，不能面對將來。這是聽到壞消息的正常反應。要積極面對，需要瞭解治療

的選擇，同時處理壞消息帶來的所有問題和情緒。如果除了腎衰竭外身體健康，洗

腎或換腎還是可以讓生活過得很好的。 

不過，有些病情複雜而且長期健康欠佳的患者 - 特別是年老的患者 – 可能會認

為洗腎的好處不大；他們會認為洗腎只會延長長期患病、倚靠他人、諸多限制的生

活。  

洗腎的好處和負擔

如果選擇洗腎，應該有信心洗腎會延長和提高生活的樂趣，而且不應太苛求以致

產生不快。如果你認為洗腎對你沒有好處，你應該向你的腎病專科醫生提出，那就

是和你討論你的病情、洗腎對你是好是壞的最佳人選。 

拒絕洗腎

和腎病專科醫生及家人討論後，你可能會選擇不用洗腎的治療。控制貧血 (紅血

球水平偏低)、化學物質和荷爾蒙不平衡、補充營養的藥物，紓緩皮膚痕癢的藥

膏，治療睡眠紊亂、雙腿擺動的鎮靜劑都可以有效減輕症狀，盡量讓你生活舒適。   

中止洗腎

如果洗腎的負擔大於好處，中止洗腎可以考慮。假設你已經洗腎多時或患有其他

嚴重疾病，患病影響了你的生活樂趣，也限制了你的獨立能力；往返腎病中心洗腎

或甚至在家中自己洗腎都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疲累，而且十分費時。

腎 衰 竭 不洗腎的 護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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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之下，生活會變得很困難，就只有洗腎、不停往醫院和見醫生。這時

候，考慮中止洗腎是合理的。

紓緩護理

如果你選擇不展開或中止洗腎，一種稱為紓緩護理的專科治療可以輔助腎病專科

醫生的治療。如果腎衰竭進入末期或你中止洗腎，腎病專科醫生和紓緩護理專科

醫生可以控制症狀，給你最高程度的舒適和生活質素。

你的家人

洗腎和換腎是需要你特別承擔的治療，而且往往也需要家人的承擔和參與。選擇

不洗腎或中止洗腎對你和愛護你的人都是非常困難的決定。你的腎病專科醫生、

社工或精神導師可以幫助你和家人討論。對很多人來說，不選擇洗腎是很合適

的，而且最終會帶來平靜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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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確診為腎衰竭之後，任何家庭都會一

片慌亂。家人或朋友提出活體捐贈腎

臟也是常見的事。捐腎對每一個人來

說都是重大的決定，應該仔細考慮。未

有小心考慮所有選擇之前，不要草率

行動。

確保自己盡量瞭解所有洗腎和換腎的

方法，以及怎樣保持健康活躍。在大

部份情況下，立即換腎是不必要的。

洗腎是十分有效的療法，能讓你保持

健康很多年。

你和家人現在和在療程中的所有階段

都可以從心理學、情緒、社會的支持中

獲益。討論所有的選擇以及各種選擇

對生活有甚麼影響是很重要的。社工

是你的腎病小組的成員，他們都受過

培訓，可以幫助你解決有關的問題。你

的腎病專科醫生、腎病中心的護理人

員、腎科資源中心也可以幫助你和家

人瞭解怎樣能夠成功洗腎和換腎。 

在你之前已經有很多人成功走過這段

路。

祝你安好。



腎衰竭的治療方案：

如何作出正確的選擇

以英文、阿拉伯文、中文、希臘文、意大利文、
越南文印行

腎科資源中心

電話： 或

免費電話： 
傳真： 

腎科資源中心刊物經澳紐腎病學學會

及澳洲器官移植協會
認同

有用聯絡資料

腎科資源中心

資訊熱線

免費電話：
電話：

澳洲腎臟健康協會
免費電話：

澳洲器官移植協會

Level 4, 2c Herbert Street
St Leonards NSW 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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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4, 2c Herbert Street
St Leonards NSW 2065
Level 4, 2c Herbert Street
St Leonards NSW 20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