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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臍帶血內的造血幹細胞移植是近年來醫學界寄予厚望的新科技，有希望取代

傳統的骨髓移植，給病患更多的治癒機會。許多國家為了病患權益，除了民營臍

帶銀行外，都會以公益方式，建立開放配對平臺，以協助民眾醫療需求。本研究

試圖瞭解臺灣臍帶血捐贈在公益與民營模式並存下的運作情形，分析臍帶血公益

捐贈的內在結構，進而瞭解此一龐大醫療事業是否真的有利於民眾的醫療需求。 

我們追蹤了 3 家公益臍帶血捐贈機構及 8 家民營臍帶血銀行，長期觀察網路

上的資訊及運作模式。臺灣 3 家公益捐贈機構因為下列理由在 2004 至 2009 年間

陸續停止捐贈，理由包括: 花費成本太高、需要者少、使用率低。最大一家公益

機構儲存一萬多筆臍帶血，並稱數量已足夠配對。臺灣另外 8 家民營臍帶血銀

行，民眾必需自付 5 至 10 萬(約 1,700-3,300 美元)的保存費用。在自付的前提下，

民營機構願意讓民眾捐贈與保存，其背後原因在於捐越多、配對成功機率越高。

雖然捐贈方認為是公益與捐贈，但是需求方實際上則是付得起的客戶為優先。不

同組織供給與需求之間不平衡的發展趨勢，加深了貧富間在新科技治療疾病的不

平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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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medical profession placed great hopes in the new techniques 

of umbilical cord blood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promising to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bone marrow transplant and give patients more opportunities for 

remedy. Besides the private umbilical cord banks public match platforms are set up in 

many countries to assist the medical demands of the population.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system of umbilical cord blood donations in Taiwa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modes of its operation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s of these charity 

collections. We looked at 3 non-profit cord blood donation agencies and 8 private 

umbilical cord blood banks by collecting online-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ir mode of 

operations. From 2004 until 2009 3 non-profit donor agencies in Taiwan included in 

our study gradually stopped receiving donations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high 

expenditure, less demand and a low matching success rate. The largest institution 

stored more than 10,000 cord blood donations, and declared that this quantity met 

their initial target. For the recipient a bag of 25cc concentrated umbilical cord blood 

costs about 10,000 US dollars. The eight other private cord blood banks charge 1,700 

to 3,300 US dollars from the donators to cover the storage costs. Private cord blood 

banks are eager to encourage people to “donate” and store their cord blood. They 

argue that more donations increase the matching success rate. Conclusion: Although 

preserving cord blood is considered as a matter for public benefit, the priority of the 

demand side tends to favor the affordable customer. A development towards an 

imbalance between non-profit and private donor institutions has deepened the 

inequalities between rich and poor when it comes to apply this new technique for 

curing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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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99 年美國「科學」雜誌(Science)發表的年度世界十大科學成果中，「幹細

胞研究的發現」被評為十大成果之首。幹細胞(Stem cell)是指人體中具有自我更

新的能力，可不斷自我繁衍且具潛力分化發展成多種身體組織的成熟細胞，造血

幹細胞(hematopoietic stem cell)是指與造血功能有關的幹細胞 (李文婷 2003；黃

彥臻 2010)。 

造血幹細胞移植有三種來源 :骨髓幹細胞(bone marrow)、周邊血幹細胞

(peripheral blood stem cell)、臍帶血(Cord Blood)幹細胞，成人造血幹細胞捐贈包

含骨髓抽取或周邊血幹細胞採集等兩種方式，技術發展的順序以骨髓移植最早，

周邊血其次，臍帶血最晚。臍帶血是在胎兒出生時，自臍靜脈中收取臍帶血，平

均可抽取 40-100CC，加入抗凝劑降溫後儲存於液態氮儲存槽中，待日後尋求適

合的受血者。臍帶血移植起源於 1988 年首例成功施行於 Fanconi’s 貧血兒童，臺

灣於 2003 年完成第一例，與完成首例周邊血移植手術的時間相近。由於臍帶血

所含的幹細胞數目較少，早期僅限於兒童或體重較輕成人使用，近年來透過培養

技術的發展，已可用於成人，有些體重較重的病人也會考慮使用兩袋以上的臍帶

血進行移植 (陳博明 2007；洪君儀 2009；胡信豪等 2007；Barker, et al. 2011)。 

就造血幹細胞移植的來源分類，可分為自體及異體移植。自體移植是指疾病

本身需要藉由很強的化療藥殺死惡性腫瘤，而造血幹細胞也會同時受到破壞，所

以需要先抽取儲存自己的造血幹細胞，進行化療之後再將自體的幹細胞移植回體

內。異體移植是採用其他人的造血幹細胞，有些疾病的患者因自己的血液無法發

揮正常的造血功能，只能用異體幹細胞移植來治療，自體與異體造血幹細胞移植

可以治療的疾病不同，自體移植適合採用的疾病包括：急性淋巴球性白血病、淋

巴瘤、多發性骨髓瘤，異體移植適用的疾病如造血功能衰竭、先天性代謝功能異

常、免疫功能不全、自體免疫疾病等(劉玉雅等 2000)。有些疾病，例如白血病，

可以同時考慮自體與異體移植，主要的考量因素是療效、復發率及移植引起的排

斥問題。 

全球每年施行的造血幹細胞移植手術，包含自體、異體(親屬、非親屬)一年

至少有 6 萬例，臺灣每年約有 1000 名病患需要做骨髓移植，然而實際進行移植

手術者，平均僅有 200 例，未執行手術的原因包括病人身體太虛弱、找不到合適

的移植來源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 2011)。 

以骨髓或周邊血方式進行異體造血幹細胞移植，對捐贈者而言有風險存在，

有大約 3-4 成的患者無法找到合適的捐髓者，有些患者即使進行移植也容易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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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的排斥反應。臍帶血移植作為一項新的醫療科技，具有對捐贈者無侵入性傷

害、配對要求較低、急性排斥較少發生等優點，可以增加配對成功的機率，少數

急需進行造血幹細胞移植手術卻找不到捐贈來源的病患，需仰賴臍帶血作為移植

來源，未來生育率低、獨生子女多，會增加尋找近親骨髓來源的難度，對某些疾

病而言，臍帶血也是治療上的最佳選擇，因此，有必要建立供需雙方各取所需的

公益捐贈平臺 (李委煌 2003；Rocha 2004;何日生 2003；楊青蓉 2005；王玉祥 

2006；陳博明 2007；柯博升等 2007；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基金會 2007)。 

病人使用自己臍帶血的機率，遠低於異體臍帶血移植率，根據美國紐約捐血

中心的估計，新生兒將來用到自己臍帶血的機率是萬分之一，而美國國家衛生研

究院估計得更低，只有 20 萬分之 1 (Kline 2001；林正焜 2011；黃麗煌 2011)。

至 2011 年為止，全球約有 20,000 多名臍帶血移植案例 (臍帶血指南 2011)，但

截至 2009 年底，全球的自體移植者僅有約 130 例 (Wikipedia 2013)。臺北榮總血

液腫瘤科主任曾成槐表示，要用到自己的臍帶血為自己治病，機會比中樂透還

低，捐給別人使用的機會，反而大得多 (王昶閔 2008)。臺灣大約有 8-10%的家

長自費儲存，從 2000 年設立第一家臍帶血銀行至 2005 年為止，直到 2009 年才

有第一例神經母細胞瘤使用自存臍帶血救自己一命的案例出現，當時這個案例是

全球第 3 例，等待造血幹細胞移植的病人比較需要異體而非自體臍帶血。 

2009 年，張小妹妹確診斷為第四期的惡性度神經母細胞瘤，並以在民營臍帶血銀行儲存的

自體臍帶血移植治癒神經母細胞瘤，成為臺灣首例，同時也是全世界的第 3 例 (歐洲、美國各發

表一例) (生寶臍帶血銀行 2011)。 

在運作上，臍帶血銀行有公捐與民營兩種模式，臍帶血的公益捐贈(以下簡

稱公捐)管道是指捐贈者無償捐贈、保存，供應醫療使用，捐贈的臍帶血所有權

屬於臍血中心，親人需要時，無法指定運用，公益臍帶血銀行可以讓病人有機會

使用新的醫療技術 (胡信豪等 2007)。日本採公捐模式，臺灣和美國一樣，是公

捐與民營市場並存。美國、日本與歐洲各國均有公益臍帶血的捐贈管道。 

臺灣的主要 3 家公益臍帶血捐贈機構(臺灣血液基金會、慈濟、和信)分別在

2004、2008 與 2009 年宣布停止收受臍帶血捐贈 (陳清芳 2010)。至於各公捐臍

帶血庫未來是否持續擴充規模？因為收集、檢驗和儲存臍帶血的成本高，3 家公

益血庫都表示，「沒有經費、很難擴大」 (田瑞華等 2006；臺灣血液基金會 

2012)。另外，有些民營臍帶血銀行提供民眾自費儲存，但為了使用配對的需要，

願意收受民眾公益捐贈。  

臍帶血移植未來有可能成為造血幹細胞移植的主流治療方法，公益臍帶血銀

行應儲存足量的公捐血以供配對，但這項有益於大眾的公益互助事業，在臺灣卻

只剩下民營臍帶血銀行願意收受公益捐助。本文追蹤了 3 家公益臍帶血捐贈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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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8 家民營臍帶血銀行，長期觀察網路上的資訊及運作模式，討論公捐機構為何

不積極推廣臍帶血捐贈？臍帶血捐贈的篩選標準是否符合公平原則？公捐機構

的哪些做法讓有意捐贈的民眾決定放棄公捐或改成自費儲存？目前臺灣由民營

臍帶血銀行收受公捐臍帶血為何不符合公益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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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灣的臍帶血銀行概況 

臺灣最早成立的臍帶血銀行是由中華血液基金會(後改名為臺灣血液基金會)

成立，這個機構的主要任務是捐血中心，1998 年在原有的業務外增加臍帶血儲

存任務。1993 立法院通過了｢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修正案，廢除了骨髓捐贈只能

限於三等親內的限制。而後衛生署召開｢骨髓捐贈資料庫｣專案會議，委由慈濟承

擔臺灣骨髓資料庫之建立與運作，因應科技之改良與進步，在 2002 年設立了臍

帶血庫，是臺灣最大的公捐臍帶血庫。慈濟至 2012 年 1 月 31 日止，共計登錄了

33 萬名意願捐髓者的組織型資料供配對，臍帶血庫共匯集 23,088 位新生兒的臍

帶血、篩選後儲存了 11,006 袋，臍帶血共計移植 11 國 61 例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

心 2011)。第三家收受公捐臍帶血的血庫設立於和信治癌中心醫院，稱為宋美齡

基金公捐臍帶血銀行，由婦聯會提供營運的資金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網站 

2012)。 

臺灣的民營臍帶血銀行自 2000 年起陸續設立，2008 年共有 8 家私人臍帶血

銀行與 3 家公益臍帶血庫，臺灣的民營臍帶血銀行密度高居世界第一，市場規模

一年約 7-8 億，每年約有 8-10%的新生兒父母會自費儲存臍帶血，美國的儲存率

只有 2.6%，歐洲則是 0.6% (張勵德 2003；龐中培 2004；黃漢華 2005；王昶閔

2008；Rei 2010)。 

臺灣的臍帶血自費市場擁有高儲存率，但相較於其他國家，臺灣的臍帶血使

用率仍相對偏低(黃麗煌 2011)，2012 年美國的幹細胞移植治療中有 20%使用臍

帶血，日本有 50%使用臍帶血移植 (Wikipedia 2013)。長庚醫院醫師於 2011 年

發表的論文中提及自 2002 年至 2009 年共 12 名病人以異體臍帶血移植治療成人

嚴重再生不良性貧血，這些病人使用的臍帶血植入物來源都是日本的臍帶血銀

行，而不是來自臺灣的公捐或民營臍帶血銀行 (高小雯 2011)。 

為了提高配對成功率，整合資料庫是很重要的工作，1988 年成立的「世界

骨髓捐贈者組織」（Bone Marrow Donor Worldwide；簡稱 BMDW），至 2012

年已整合全球 48 國、66 個骨髓捐贈資料庫，以及 30 國、46 個臍帶血捐贈資料

庫等，總計約 2,012 萬筆志願捐贈者資料，其中包括 54 萬份臍帶血的資料，臺

灣慈濟的臍帶血捐贈資料也已加入這個組織提供全球配對  (Bone Marrow 

Donors Worldwide, 2012; Gluckman 2009)。加入 BMDW 不見得會提高臺灣病患

的配對成功率，因為 BMDW 血庫中佔大多數的白種人與其他非亞裔臍帶血無法

提供給臺灣的病患配對，而臺灣是亞裔人口中，BMDW 資料庫中比例最高的國

家(訊聯生物科技網站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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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捐臍帶血銀行的運作 

(一)  公益臍帶血庫陸續停收公捐臍帶血 

臺灣主要的三家公益臍帶血捐贈機構(臺灣血液基金會、慈濟、和信)自 2004

至 2009 年宣布停止收受臍帶血捐贈。臺灣血液基金會於 1998 年成立臺灣第一座

公捐臍血庫，於 2004 年 6 月停止收集，至 2012 年為止仍保存 2,142 例臍帶血，

期間提供查詢件數達 452 件，但僅成功協助 2 名血癌小病童進行臍帶血移植。臺

灣血液基金會表示每一個單位的臍帶血，以保存 20 年計算，需要 30 萬元，因為

儲存成本太高，血庫規模太小以致於配對成功率不高，政府基於上述理由未繼續

編列預算，只繼續維持既有的存量 (李樹人 2010，臺灣血液基金會 2012)。慈

濟臍帶血庫成立之初，即規劃儲存臍帶血目標為一萬兩千袋，日前其所有儲存槽

已存滿，於 2008 年 11 月起停止收受臍帶血。和信醫院也從 2009 年 12 月起，不

再處理存放新的臍帶血，總儲存量約 4,000 袋 (李樹人 2010)。 

關於慈濟儲存的 11,000 袋是否能滿足配對需求的問題，根據美國血液中心

的說法，臍帶血庫約需 15 萬袋才可以滿足 8 到 9 成移植民眾的配對需求 (鍾行

憲 2005)。醫界對於多少儲存量才足夠，並沒有一致的說法，且因缺少臺日美之基

因差異程度的比較資料，慈濟的儲存量是否足以供應配對無法有具體的結論，但

儲存數量越多越容易配對成功，這些因素都應納入是否持續收血的決策考量。 

在成本計算方面，慈濟說明一袋臍帶血抽取與儲存的成本是 100 萬元(慈濟

骨髓幹細胞中心 2011)，臺灣血液基金會表示成本為 30 萬(李樹人 2010)，公益

血庫提出的成本相較於民營公司約 5-10萬元的收費高出許多倍(收費較低的業者

一袋的儲存費用僅收 35,000 元)，這是因為公益臍帶血庫只對配對成功的臍帶血

計算成本，民營臍帶血銀行則是每袋均可收費。 

除了這三家公益臍帶血庫外，另有一家以基金會形式存在的信望愛臍帶血基

金會也接受捐贈，但僅限於收受蘭嶼及埔里的原住民存放。信望愛臍帶血基金會

同時接受自費儲存，一般民眾可捐款 7 萬 5 千元取得儲存權利，基金會表示：基

於原住民屬經濟弱勢且較難取得相同基因的配對來源等因素，免費提供約 100

名原住民儲存臍帶血，有需要時可無償使用，但僅提供自存自用，不開放配對使

用 (信望愛基金會網站 2012；田瑞華等 2006)。 

(二) 公益臍帶血庫的篩選標準 

收受公捐臍帶血的篩選標準除了須符合生理檢驗標準外，基因多樣性是考慮

因素之一，例如信望愛基金會只提供原住民捐贈。此外，公捐血庫也設立了一些

社會性的篩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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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醫院是首要的限制，臺灣血液基金會與和信都有限制合作醫院。臺灣血

液基金會和臺大配合，和信只和新光和臺大醫院合作，不是在這幾家合作的大型

醫院生產的產婦沒有機會捐，但這項限制使得公捐血來源限於在大醫院生產的、

臺北都會區的，相較下也是社經地位較高的產婦。 

慈濟並沒有限制合作的醫院，民眾在非慈濟醫院生產要捐贈臍帶血，孕婦(須

符合法定婚姻)生產的醫院及接生醫師同意並願意協助收集臍帶血即可。另外，

慈濟的宗教價值觀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慈濟規定未婚不收，排除了主流文化以外

的非婚生子女捐贈臍帶血的機會。 

(三) 捐髓與捐臍帶血的差別待遇 

骨髓與周邊血對捐贈者而言，需要付出較多的配合時間，需要接受的侵入性

醫療較多，以規模最大的公捐單位慈濟來看，在勸捐非親屬成人造血幹細胞捐贈

部分動用許多人力物力，以提高一般民眾的捐贈意願。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成立

10 年內，至少在全省舉辦過逾 1000 場「骨髓捐贈驗血」活動，動員大批志工負

責勸捐；骨髓配對成功後，由慈濟委員及慈誠隊員組成的「關懷小組」，對捐贈

者展開全程的陪伴，包括協助捐贈者至慈濟醫院就醫，對捐贈者提供術前術後無

微不至的照顧，慈濟也會傳達雙方對方背景，不定期舉辦相見歡活動，公開告知

是否捐髓成功，慈濟也會協助雙方交換禮物與卡片。 

「我被師姊們照顧得很感動……」「之前抽血複檢或健康檢查時，師姊們都會扶著我的手

問：『你會冷嗎？』，到了花蓮，又換其他師姊來關懷，還有人燉補品送到醫院給我吃，親自餵

我……」(慈濟月刊 2009/01/25)。 

相較之下，臍帶血捐贈對慈濟而言，似乎是捐贈方很熱心，收受方很冷淡的

一項業務。慈濟不太積極推展臍帶血捐贈活動，通常是有捐贈意願的人主動蒐集

資料、主動聯絡、自己去做檢查。捐贈方被告知，這項捐贈活動無酬、須配合填

表檢驗，捐贈方捐出後就不能過問這袋血的下落，即使自己將來生病需要使用，

也要跟大家一起排隊付費。相較於捐髓的相見歡活動，慈濟在網站上表示：基於

資料的隱密性，本中心所收集的臍帶血是否供出，及其母血的檢驗報告，均不接

受捐贈者或其家屬詢問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 2011)。 

大多數公捐臍帶血都需要醫院的配合，非慈濟醫院的婦產科醫師配合慈濟公

捐臍帶血的意願並不高，他們通常不會主動向產婦提起有公捐臍帶血這件事，如

果產婦要捐，醫師須配合填表簽章，協助採集臍帶血，也有些婦產科醫師直接對

產婦表明持反對態度。 

我是 2004 年 3 月捐給慈濟，當時覺得要填一堆表格很麻煩，接生的醫院也有點不願配合(因

為沒利潤) (BabyHome 網路留言 2007/1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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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積極的和慈濟聯絡，也跟我說好在我下ㄧ次產檢會有師姐跟我一起去醫院拿資料，但

是在我產檢前一天，我都沒有等到電話，我就自己打電話過去問。又等了一星期，已經快滿 36

週了，我打給師姐，她的意思好像是說因為儲存槽快滿了，現在只留給外籍新娘儲存，所以並不

宣導要儲存，只叫我把資料傳真給承辦人員…這樣快一個月的接洽過程讓我蠻失望的，因為我會

覺得若是不想讓我們儲存做善事，就直接告知我們，讓我們傻傻的等，還去準備一些資料 

(BabyHome 網路留言 2007/12/21)。 

對方要我主動提供我的病歷影本很多資料寄給他們，連我的資料都不主動問，結果，跟我

主治醫師要時被他罵，說要捐給人家，還得這麼麻煩....幹麻還要捐，想想也對，可能近來東西多

了，他們也不屑了，所以也沒那積極了…決定不捐了啦 ( BabyHome 網路留言 2007/12/22) ! 

又不是在慈濟生，別家醫院幹嘛要配合你 (BabyHome 網路留言 2007/12/22) ! 

也有產婦抱怨本來是要捐臍帶血，結果被當成宗教組織的吸收對象，慈濟的

師姐一直要求捐贈者捐獻金錢。 

從我跟他聯絡開始，他就一直叫我捐錢，每連絡一次說一次，見面一次也說一次，三不五

時就打來煩我，而且一天可以打好幾通，我都已經拒絕得很明白了，還是不死心，我的手機也打

家裡電話也打，雖然是做善心的，不過未免也太煩人了，最後我就不捐了 (BabyHome 網路留言

2007/12/22)。 

公捐與民營的臍帶血銀行提供收血的的便利性有差異，民營臍帶血銀行對自

費儲存的客戶不會限定醫院與收血時間，但公捐臍帶血部分不但限醫院，有時候

也會限制收取時間，慈濟則無醫院或時間的限制。 

和信醫院因為人手不足，所以如果你的生產時間是在半夜或者休假日，他們就不見得能配

合的樣子 (BabyHome 網路留言 2006/07/22)。 

民營臍帶血銀行同時會支付醫院或醫師收集臍帶血的處理費。 

醫院人員表示，產婦若想捐公庫或已跟私庫簽約，醫院或醫師就可收到數千元的處理費。

一名醫師私下表示，光是處理費就 4000 元，再加上名人代言的高昂代言費，還有廣告不斷播映，

羊毛出在羊身上，臍帶血銀行「滿好賺的」 (韋麗文 2007)。 

…臍帶血公司會給醫師約莫 5000 元的採血金唷! 這筆錢是臍帶血公司支付的… 

(BabyHome 網路留言 2010/08/21)。 

公捐與民營臍帶血銀行間關係緊張(王服清 2008)，民營業者的競爭與搶奪

市場對公捐臍帶血機構的營運構成阻力。 

慈濟醫學中心骨髓幹細胞中心主任楊國梁表示：私人臍帶血業界競爭激烈，慈濟也受池魚

之殃，早有業者放出「假消息」，告知民眾「慈濟已不收了」，跟事實不符。和信治癌中心醫院的

林麗雲組長也抱怨，有業者在文宣中攻擊和信的儲存技術老舊，誘導民眾私存臍帶血，完全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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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查證，罔顧和信已有新的儲存技術。她曾去電抗議，業者卻沒有顯出修正的誠意 (黃惠鈴

2008)。 

造血幹細胞移植需要配對完全吻合的骨髓，而臍帶血的配對只要 6 分之 4

吻合即可，因此，骨髓資料庫需要較大的數量。兩者不同的是，骨髓只有在有需

要移植時，請事先登錄骨髓庫的捐贈者上醫院取出骨髓即可，但是，臍帶血卻為

了那萬中選一的機率，需要預先大規模儲存，才有效益可言 (陳清芳 2006)。是

以，臍帶血的保存成本比骨髓和周邊血的資料庫成本高。 

公捐血庫的儲存費用非常高，經費來源由政府或捐獻為主，臍帶血捐贈者無

需負擔任何儲存費用。公捐庫另外的經費來自配對成功後，向使用者收費攤提部

分成本，這部份的費用卻因為「公捐」之名常為民眾所詬病 (李樹人 2010)。成

本過高是公捐血庫無法繼續經營的原因之一。另外，花蓮慈濟醫院因骨髓與周邊

血移植個案集中，在相關醫療領域已發表許多相關論文，骨髓移植病房主任陳榮

隆表示，包含他在內的慈濟骨髓醫療團隊，每年都要進入開刀房抽取骨髓兩百多

次(李委煌 2003)。相較之下，臍帶血移植不能要求捐贈方或受贈方在醫院內進

行醫療程序，對醫院而言，相關的周邊效益並不高。 

(四) 捐贈方的動機-自利與利他並存 

造血幹細胞的捐贈需接受侵入性的醫療處置，捐髓與捐周邊血通常是被勸說

留下血液樣本，即使配對成功也會有些捐贈者反悔不捐。捐贈成功者會感受到自

己被重視、受到高規格的禮遇，捐贈方也會得知受贈方的後續消息，有些捐贈者

會在見面會中當面被受贈者表達感謝之意。 

臍帶血捐贈則沒有侵入性醫療的問題，臍帶血如果不捐出也僅是醫療廢棄

物，對捐贈方來說沒有多餘的成本，但捐贈方須配合的檢查與填寫表格，捐贈臍

帶血不僅不會獲得任何實質或精神上的補償，有時候還須由捐贈方自費付出幾百

元進行相關的血液檢驗。民眾卻對於捐贈臍帶血表現出罕見的熱衷，許多產婦在

網路上打聽哪裡有公捐的管道，並且對於需配合抽血檢查、填答妊娠霜成分與傳

染病史等相關問題、要求婦產科醫師配合抽取血液等程序，都表現出很高的主動

性與配合度。為什麼捐贈方這麼主動？並不是因為在捐臍帶血這件事上，如同

Titmuss(1971)對捐血行為的分析，助人精神特別彰顯，而是捐贈方有自利動機，

民營臍帶血銀行長期在廣告訴求中強調的買生物保險的說法，已普遍被社會所接

受(Rei 2010)。 

有幾種論點可以解釋民營臍帶血銀行如何成功說服消費者付費儲存。第一種

論點是業者採用技術進步論(Technological progressivism)的論述方式主導大眾對

科技未來可能性的認知，臍帶血銀行不是用商品本身來吸收資金，而是用民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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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科技的想像與希望來販賣他們的商品，生物保險的說法是奠基於技術進步論

所形成的行銷訴求 (Rei 2010)。第二種論點是臍帶血銀行把罕見疾病當常見疾

病，以買保險的說法說服消費者付費預防發生機率極低疾病時無法可醫，並且在

宣傳時刻意忽略異體比自體移植更常見的事實，與藥廠販賣疾病的行銷手法近似 

(Blech 2004,2006; Angell 2004)。第三種論點是從炫耀性消費解釋臍帶血市場的蓬

勃發展，臍帶血業者找當代的公眾人物，例如：趙建銘、王建民、小 S、陶晶瑩

等名人代言，協助建立保留臍帶血是上流階級認可消費行為的觀念，消費者儲存

臍帶血並不是真的有需求，而是為了彰顯經濟能力和社會地位所進行的炫耀性消

費 (白裕彬、林思偕 2006)。 

公捐血庫的訴求和民營臍帶血銀行不同，以利他訴求為主要論述方式，有些

捐贈者被利他助人行為的訴求吸引，存在著做功德的心態(幫小孩做功德，或是

小孩的功德可以迴向給父母) (呂基燕 2009)。民營臍帶血公司塑造的生物保險說

法廣泛流傳，也影響了公捐市場，部分原先考慮自費儲存的民眾，在評估風險和

價格之後認為無需購買，他們轉而接受公捐的行為。雖然公益訴求仍然打動了部

分捐贈者，但也有些捐贈者存著萬一新生兒或家族需要使用，還可以有管道可以

買回的希望，自利動機是造成臍帶血公捐行為比捐精更廣泛出現的原因。針對民

眾關心｢萬一需要用」的狀況，有些公捐臍帶血庫很明確地提供解決方案，例如

和信公捐臍帶血曾經規定本人需要用到捐出的臍帶血，如果尚未被他人使用，可

以不須支付 28 萬元的臍帶血費用，無償使用當時捐出的臍帶血。 

(五) 公捐與自費市場的消費者動機差異 

在消費者端，雖然大部分自費儲存戶都要求將儲存的臍帶血只提供自己的家

人使用，也有些自存戶並不排斥將自存的臍帶血開放給有需要的病患配對使用。 

也許某一天，我們家的臍帶血被別人配對成功，也救人一命，算是好事一樁，這樣也都值

得了~~(主婦潔西部落格網誌 2011/08/18) 

自費儲存和公捐的民眾，並不是儲存動機全然不同的兩群消費群，許多自存

的民眾甚至不知道他們可以捐贈臍帶血給公捐機構。即使如此，民眾選擇不同的

儲存方式，也隱含對風險的認知不同，能負擔起的價格不同，臍帶血私有化的概

念並不是一開始就存在自費儲存戶的想法當中，而是臍帶血銀行為了鞏固市場、

說服自存而灌輸給消費者的概念，而這種論述方式同時影響了自存與公捐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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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營臍帶血銀行的公捐部門：你的愛心，業者的生意經 

我們觀察的民營 8 家臍帶血銀行中，永生、生寶、再生緣、祈福皆有公捐管

道，在公捐臍帶血機構停止收受捐贈後，民營臍帶血銀行仍持續收受公捐臍帶

血，例如，生寶公司曾與板橋國泰醫院、萬芳醫院、林口長庚、署立雙和醫院、

臺安醫院合作設立公捐庫，至 2010 年 10 月為止共累積了 5000 份公捐血；永生

與板橋國泰、萬芳及林口長庚醫院合作接受公捐臍帶血。近年來，民營臍帶血銀

行的公捐血庫也有停收的趨勢，例如永生在 2008 年停止收公捐血，再生緣與尖

端雖有公捐血，但數量少，很快就不開放捐贈，祈福(後合併至拜寧奈米生醫公

司)在 2008 年只開放臺中縣市民眾公捐 (各臍帶血銀行網站，李樹人 2010)。 

民營臍帶血銀行設立公捐的動機是為了促成自費市場的蓬勃發展，理由包

括： 

(一) 存戶以公捐臍帶血庫的規模作為評估標準 

民營臍帶血銀行設立公捐庫並不是企業回饋社會的公益行為，換言之，他們

的自費儲存戶付出 5-10 萬元的費用，支出自己及公捐臍帶血的保存費用，公捐

臍帶血對民營臍帶血銀行而言是競爭消費者的條件之一，部份消費者已知即使出

現相關疾病，也不一定能使用自己或家人的臍帶血，公捐血數量越多，代表配對

成功的機率高，自存戶免費取得所需血液的機會高，自然比較有簽約的意願，臍

帶血資料庫筆數越少越沒有競爭力。 

我想這些私營單位也很樂意收血喔，畢竟公捐血庫大就代表配對成功機率高 (BabyHome

網路留言 2009/03/30)。 

我也知道寶寶若有先天性遺傳疾病是不能用自己的臍帶血，但這種狀況就是要用業者的公

捐臍帶血庫，說句白話，就是要買張使用業者公捐臍帶血的入門票，這樣就只能選公捐血庫最大

的公司了 (Mobil01 網路留言 2012/07/07)。 

我存是為了買公庫使用權，就當作是買保險 (Mobil01 網路留言 2012/07/03)。 

因為自體移植機率極低，所以公捐庫血量相對就變的更重要。各家業者主附契約上或多或

少都有使用公捐臍帶血庫的條款，若要私存臍帶血，必須要選擇能提供最大量公捐臍帶血的私存

臍帶血儲存銀行 (Maggie’s Talk 部落格網誌 2010)。 

一家臍帶血銀行曾經被消費者批評雖有公捐血庫，只是筆數不多，消費者表

示：親人也可以使用配對搜尋，但如果是搜尋到同一家的公益血庫就不用錢，如

果是搜尋到其他家的血庫，就要花錢購買，所以，公捐血庫的大小，會影響自存

戶的購買意願。 

(二) 業者態度：盡量說服捐贈者改成付費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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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臍帶血銀行對於公捐血庫並不主動進行勸募，由於擔心對自費市場造成

排擠效益，臍帶血銀行不會對消費者說明需要使用時可以買回。選擇公捐的捐贈

者抱怨透過民營臍帶血銀行捐贈時，臍帶血銀行的業務人員一直向他們灌輸公捐

的缺點，業務人員企圖說服他們改公捐為自費儲存。 

在林口長庚工作的朋友叫我別問 XX，因為她去問公捐，結果一直被說服要自己存，推銷

的味道太強烈沒有好感！(奇摩知識網路留言 2006/07/26) 

公捐顯然不是民營臍帶血銀行想要推廣的業務，只要有可能，業者都希望讓

消費者自費儲存，只有完全不考慮自費儲存的消費者，才有機會成為民營臍帶血

銀行公捐的捐贈者。 

(三) 公捐臍帶血庫由付費客戶優先使用 

不同於一般公益活動弱勢優先的原則，捐贈給民營臍帶血銀行的公捐庫，對

捐贈方來說雖有自利動機，同時也是一種公益利他、做功德的捐贈行為，但捐出

的臍帶血實際上是讓付得起臍帶血儲存費用的客戶優先使用。 

生寶公司的消費者可免費優先使用公捐臍帶血，公捐者自己要使用，一樣要

排隊付費，生寶共有 5000 多袋，永生包括美國的資料庫，2006 年即有超過 15,000

袋公捐血，臺灣的非自存戶患者如配對成功，每袋血需付費 20,500 美元，國外

患者每袋要付 2-3 萬美金。關於收費是否過高的問題，永生臍帶血銀行臺灣區總

經理呂志鋒解釋，配對到合適臍帶血的機率是 15 到 20 分之一，換言之，臍血庫

必須收藏 15 到 20 袋，才能幫助一名病人，而每袋都得檢驗、處理、冰存，建立

一個臍血庫至少得十多億元成本，所以國外公訂價是一袋臍血 20,000 到 25,000

美金，臺灣並未較高。目前血液疾病多半先考慮骨髓移植、周邊血液幹細胞移植

等方法，非不得已才尋求非親屬臍帶血移植，所以其需求並不大，臍帶血庫實在

很難藉此謀利，這就像孤兒藥一樣，市場小，成本自然高，因此降價的空間也有

限 (薛桂文 2006；魏忻忻 2006)。 

在市場分割的狀態下，如果一般民眾選擇的民營臍帶血銀行和後來配對成功

的血庫不是同一家，消費者兩邊都要付費。生寶臍帶血公司指出，目前已經提供

400 多名患者配對使用，國內僅有 8 人，絕大部分都在國外 (生寶臍帶血銀行網

站)。 

(四) 部分業者以存戶之間的存捐互利方案取代公捐血庫 

為了克服民眾對自體與異體移植的知識日漸豐富後對自費儲存的抗拒，部分

業者提出了存捐互利的口號，這項方案並不是對外開放配對的公捐血，而是存戶

之間分存共用的方案，也就是存一半、捐一半。存戶需要使用時，如果自己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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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進行移植，臍帶血銀行會以其他存戶捐出那一半的臍帶血進行配對，需要者

取得配對成功的存戶同意後付費使用，這個方案的費用比自費儲存低，約佔自存

自用臍帶血的 57%，血液只開放存戶配對 (訊聯臍帶血銀行網站 2012)。而一般

民營臍帶血銀行自費所儲存的臍帶血，如果沒有簽存捐互利合約，並不提供血液

的檢驗資料及父母雙方的個人病史供外界配對查詢。 

新的半互助模式成功克服了消費者逐漸認知自體移植機率遠低於異體移植

率的問題，但存捐互利和公捐血的運作模式不同，成功配對使用的機率也不同。

存捐互利配對成功後，如果對方不同意，就算願意付費也無法使用。業者並沒有

說明，臍帶血在蒐集時可能會有容積不足的問題，臍帶血能夠蒐集的量比從骨髓

取得時少了許多，對成人患者來說，常不敷使用(王服清 2008)。臍帶血移植的

幹細胞濃度與數量在成人患者的手術中，是影響移植成功率的關鍵(高橋恆夫 

2005)，如果把蒐集到的臍帶血一分為二，一半的儲存量可能無法達到治療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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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府對設立公捐臍帶血銀行的立場 

生物科技一直是政府重點輔導的產業，政府甚至曾希望生物科技業能取代晶

圓製造成為臺灣的龍頭企業。但是，政府對於臍帶血銀行的設立採取交由科技專

家劃定界線與交由市場決定的態度。臍帶血銀行屬於新興生物科技業中的再生醫

療產業，業者除了經營儲存臍帶血業務外，也開發基因檢測、幹細胞相關研究等

業務，再生醫療行業是否能維持高成長率，有賴於臍帶血銀行的資金挹注。政府

不將臍帶血銀行視為醫療服務業，業者向經濟部登記，從事醫療科技相關業務。

就管理法源上也未確立，衛生署雖針對設備與作業流程進行審查，合格者才能在

移植運用時獲得健保給付，但是衛生署並沒有評鑑幹細胞活性。整體而言，政府

對於民營的臍帶血銀行採取了較為寬鬆的管理模式(黃漢華 2005，財信出版 

2008，Rei 2010)。  

衛生署醫事處長薛瑞元曾表示：許多民眾將保存臍帶血當成一種「希望」，

因此衛生署雖沒有鼓勵，也不會阻止(田瑞華等 2006)。業者普遍提出儲存 20 年

的訴求(黃漢華 2005)，但另一任衛生署醫事處長高文惠指出：細胞是否能保存超

過 20 年後仍有活性，在醫學上來說是個未知數(王昶閔 2008)。衛生署醫事處並

不支持由政府設立公捐臍帶血庫，理由包括：政府經費有限、現階段醫學技術用

到臍帶血機率不大、不易訂定收集標準及儲存數量等，同時，要推動也有困難。

衛生署也主張，市場上已有多家民間公捐臍帶血庫，民間既然能做，政府就不會

成立官方臍帶血庫，若委託單一民間機構設立國家級的公捐臍帶血庫，又可能引

起壟斷批評 (田瑞華等 2006)。 

由於民營臍帶血庫間未能整合配對，政府雖提供了保存費用交付信託與定型

化契約範本等作法(李玲玲 2012)，仍未能消除消費者對業者倒閉後，臍帶血是

否能繼續儲存的疑慮。業者也預言日後必定發生倒閉潮，他們認為，在削價競爭

下，業者一次收進二十年的現金保管費，難保不會發生捲款倒閉事件，業者間不

信任對方的儲存技術，也不敢接收儲存業務 (黃漢華 2005，王昶閔 2008)。 

為了分散風險，一位消費者放棄了兄弟姊妹續存戶的優惠，把三胎的臍帶血

分別存在三家不同的民營臍帶血銀行。 

既然是為了分散風險，總是從市占率大小來看囉~~~所以我們三胎存了三家，沒有兄弟姊妹

續存的優惠，但就當買保險吧…你哪裡會知道哪一家先倒?你哪裡知道將來的醫學文明發達，家

族會不會有人有用到的一天? (主婦潔西部落格網誌 2011/08/18) 

在臍帶血案例中，政府率先在經濟成長的考量下，選擇把臍帶血銀行劃歸為

專家領域 (Rei 2010)。臺灣的臍帶血業者作為利益團體，鼓吹的生物保險概念，

提高了民眾公捐的需求，但這些需求被業者再度操弄為捐給民營業者的公捐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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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或是接受限存戶之間互助使用的存捐互利方案，這些需求並沒有強大到促成

政府成立公捐血庫，政策形成過程中，各利益團體的角逐下，以生物科技業者最

佔優勢，一般大眾被塑造出的儲存需求有業者可以滿足，真正有移植臍帶血需求

的罕病病人成為弱勢團體，他們被迫付出高額代價，配對權益被犧牲，成為整個

政策形成過程中的受害者。而使用者的移植配對需求與存活的機會，成為民營發

展路線下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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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臺灣民眾在公捐管道縮減下，現有較積極的公捐是在民營臍帶血銀行，為擴

大其配對規模而開放的空間，基本上，這些臍帶血銀行仍然以自存為其主要目

標。民營臍帶血銀行在行銷訴求上以技術進步論與生物保險為主要訴求(Rei, 

2010)，由於臺灣民眾缺少政府或非營利機構的公捐管道及宣傳機制，消費者自

費儲存的比例高於其他國家。德國民眾的自存比例雖然也在升高，但德國有 5

家公捐臍帶血銀行，鼓勵民眾公捐，也教育民眾當有需要時，經由公捐庫大量的

配對基礎，更可提升需要時的成功配對率 (Löll 2012)。 

美國小兒科醫學會在 2007 年提供給醫師的臍帶血儲存指引有四個要點，包

括 1.臍帶血移植可以治療一些特定的嚴重疾病，至於其他再生醫學的用途，都還

在實驗階段，不鼓勵拿這種說法鼓吹儲存。2.不該為了以後本人或家屬可能發生

的疾病而鼓勵儲存。3.鼓勵公益臍帶血移植。4.不應以生物保單的說法鼓勵儲存

臍帶血 (林正焜 2011,頁 151)。 

全美需要異體幹細胞移植的兒童當中，超過一半使用臍帶血，日本則不僅兒

童，連成人移植使用臍帶血的比例也過半 (林正焜 2011，頁 129)。臺灣的公捐

臍帶血管道有限，而且在使用上也不符公益捐贈管道應提供的社會大眾平等受惠

性質。從民營臍帶血公司的分割市場、捐贈者與使用者的成本，以及政府公共政

策的角色，我們看到的是新醫療科技形成的階級性。 

1. 民營臍帶血公司分割市場 

由於異體移植的比率遠高於自體移植，各地臍帶血庫的交流合作很重要，如

能擴大公捐臍帶血幹細胞移植資料庫的規模，將有助於民眾選擇需要使用時再付

費，不需以買保險的心態自費儲存，也可以降低整個社會的儲存與付費使用成

本。但臺灣卻走向民營、付費購買的路線，有經濟能力的消費者購買使用臍帶血

的權利。不同業者間並非互助無償使用，業者雖提供公捐血可供配對，已付費的

消費者如果在其他公司配對成功，仍需支付另一筆臍帶血的費用。業者之間相互

競爭的關係與互不信任對方保存技術，不利於建立互助共通的配對平臺。 

部份業者未參加國際認證，他們對消費者說明的理由是：臍帶血的表面抗原

是嬰兒的身體密碼，不宜透露病人隱私。換句話說，民營臍帶血公司將臍帶血塑

造成私人財產，未存放臍帶血的一般民眾，即使有醫療需求，也不能從屬於私有

財產的存戶臍帶血中找尋配對的機會。 

臍帶血的科技發展上並不像大眾印象中的成熟，也不能全面取代骨髓與周邊

血移植，但是在民營臍帶血業者推動｢生物保險」說法、刻意不說明自體移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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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限制、營造未來科技的無限可能說法下，臍帶血被營造成私有財產與高所得

階級的炫耀性消費行為，自費儲存的需求在業者操弄之下被擴大 (白裕彬、林思

偕 2006 , Rei, 2010)，臍帶血與臍帶血知識因此被社會建構成階級不平等的科技。  

2. 偽裝的公益事業 

在臍帶血的捐贈上，臺灣民眾捐獻的動機很強，也有非營利機構和民營臍帶

血銀行的公捐血庫存在，但實際上，民眾不完全是基於助人的動機，從事公益捐

贈行為時，同時也存在著買保險的心態，希望自己的小孩萬一要用到時，不會求

助無門。部分公益臍帶血銀行設定的篩選標準，包括限合作醫院(通常是大型醫

學中心)、規定未婚者不得捐贈，都讓公益臍帶血庫偏離原本的機會平等原則，

民營臍帶血銀行的公捐血庫更是將公捐血視為企業爭取更多存戶的競爭利器，公

捐血優先供存戶配對，加深了不同階層使用新科技的不平等關係。 

臺灣民眾如需進行臍帶血移植，不僅要花錢購買公捐臍帶血，公捐臍帶血

庫未整合的問題也增加了民眾接洽各血庫尋找配對的時間與金錢成本，病患如

需進行血樣檢驗與配對，皆是由使用者付費，病患每接洽一個公捐臍帶血庫，

需支付約 6,000 元的檢驗費(臺灣血液基金會 2012)，每次的配對費用也高達

18,000 ~25,000 元(批踢踢實業坊 BabyMother 看版)。 

臺灣髓緣之友協會理事長洪秀娟表示，2005 年以前非親屬臍帶血移植屬人

體試驗，當時的醫療費用都由醫院負擔，病家不必為錢煩惱；但自 2005 年健保

開放臍帶血移植為常規手術後，健保雖給付住院醫療費用，但並未給付臍帶血費

用，臍帶血需要由患者自費，慈濟、和信等臍血庫一袋要 28~30 萬元，最大的永

生臍血庫要付 2 萬美金，加上其他花費，一次移植手術至少要花費 70-80 萬元，

有時病人因體重問題，還需要不只一袋臍帶血，對經濟弱勢者而言，臍帶血移植

已成可望不可及的希望 (楊青蓉 2005，薛桂文 2006)。 

3. 政府的消極角色 

政府部門對臍帶血銀行的設立採放任態度，使臺灣在短時間內設立多家民營

臍帶血銀行，也促成較高比例的臺灣民眾花錢自費儲存臍帶血。但政府在 2005

年以前限定臍帶血移植屬於人體實驗，要在所有治療方法都無效時，才能進行臍

帶血移植，臍帶血未納入健保給付，限制了臨床應用與發展，民眾較難使用新科

技治療疾病狀態。 

從公共經濟學的財貨概念來看，臍帶血所提供的財貨屬性為殊價財(Merit 

good)的一種。殊價財是指在自由市場經濟中可以提供的財貨，但只能低度供應，

無法滿足所有人的需求。殊價財具有下列的特性： 1.排他原則 (ex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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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對於某種特定財貨或勞務是否能夠消費，全視其是否支付代價。如支

付代價，即可享有，否則即被排除。2.強制消費性，殊價財屬於必須品，個人對

於這些財貨的享有，不因個人的經濟能力不同，而有差異。3.消費者無法有足夠

的資訊判斷商品的優劣。公共選擇理論主張，殊價財帶有一般市場交易的「私有

財」特性，亦有近似於「福利」的「公共財」性質，公共財一般而言經由租稅轉

由政府提供；私有財則透過價格經由市場提供 (Musgrave 1957, 1959)。公共選擇

理論主張，在民主制度下，好的政府政策應該是提供低度的殊價財 (Buchanan 

2003)。 

病患對儲存與使用臍帶血的需求，無法完全透過市場價格機制適切的獲得滿

足，消費者和臍帶血銀行之間也處於資訊不對等的地位，必須由政府介入始能有

效配置資源，因此臍帶血屬於準私有財或準公共財，兼具保險與福利雙重混合屬

性，政府必須介入公捐臍帶血的儲存與提供，補充市場功能，改善新科技使用機

會的平等性，保障無法成功配對的造血幹細胞移植病患，其生存權利不會因個人

經濟能力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公捐臍帶血庫已淪為民營臍帶血公司競爭利器，政府應設立或整合公營臍帶

血銀行，並提高公捐臍帶血庫的儲存量，提供民眾公開的配對搜尋平臺，使有需

要的民眾能不分階級皆享有相同的配對機會，如能建立公益血庫，一般民眾就不

需要花費數萬元去預防發生機率很低的疾病屆時無藥可醫，不幸罹病的民眾也可

以免於花費大量時間與金錢尋求配對機會，又須支付多個單位相關費用的窘境，

私有財產自費儲存的模式，很可能阻斷了部分病患的求生路，讓他們沒有辦法找

到合適的異體移植臍帶血來源。 

http://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Musgr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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