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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抗生是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永遠會長，香港中醫雜誌主編。自1963年醫療系本科畢業後，分配在國內中醫

藥大學從事臨床教學、醫療、科研等工作，曾參加全國高等中醫藥院校統一教材編寫，並參加學院的肝癌、甲

狀腺腫瘤的科研工作。陳老中醫已有50多年臨床治癌經驗，移居香港30多年來，長期從事中醫腫瘤學臨床治療

與教學工作，並歷任多個中醫藥團體的首長，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台港澳學術交流合作中心顧問，世界中醫藥學

會聯合會常務理事，中國《中醫雜誌》、《世界中醫藥》編委，廣州中醫藥大學客座教授，香港大學專業進修

學院中醫腫瘤學課程兼職教師等職。陳老中醫師學驗俱豐，博覽群書，精研經方。他以為師、為父對我的教導，

特把其治療惡性腫瘤的學術思想與經驗心得整理，供同道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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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性腫瘤是當今危害人類健康和生命的最主要疾病，也是醫學界公認的第一大研究難題。根據WHO的報告，

現在世界上每年死於癌症的人約有一千七百萬，僅次於心血管疾病和感染性疾病[1] [2]。據香港醫管局的統計報

告[3]，在致死率排名前十位的疾病中，癌症的死亡率位居第一位，佔1/3左右，也就是說，每3名病死者當中，

就有一個死於癌症。近年來，在世界各地，癌症的發病呈上升趨勢，僅香港一地，每年新發的癌症病人，就達

兩萬以上。目前西方醫學治療癌症，普遍應用的外科手術、化學療法和放射線療法，雖然不斷取得進展，但其

強烈的毒副作用，引起臨床家的重視，成為面對的難題。近數年來，隨着腫瘤分子生物學研究的突破，腫瘤治

療學增添了更加豐富的內容。儘管如此，醫學界還是對腫瘤治療學發展的嚴重滯後深感不安，更因手術適應症，

放、化療的毒副反應等因素的制約，目前許多醫學家把目光轉向天然抗腫瘤藥物的研究與開發，在探研中更顯

中醫藥治癌的特殊優勢。 

中醫藥治病有幾仟年歷史，在腫瘤治療方面，特別是應用中草藥治療癌瘤等積累了豐富經驗。中醫治癌的

學術思想與西醫不同，西醫注重病變局部腫瘤的消除、癌細胞的殺滅；中醫治癌的着眼點不是局部癌塊，而是

提高人的整體狀況，並注重腫瘤發展過程中的正邪消長，其優勢主要是扶助人體的正氣，改善臨床症狀，增強

生活素質，使之達到「扶正抑瘤，帶瘤生存」的功效。陳老中醫遵循中醫辨證施治原則，注重把腫瘤辨病與辨

證相結合，治癌頗有成效與心得，特整理分述，供大家進一步探研與討論。 

1 「扶正抗癌」的學術思想 

中醫學認為，「正氣存內，邪不可干」。正氣是一個廣義概念，它實際上包括人體的各種機能，是人體抗

病和康復能力的總體現。扶正法主要是調節機體的陰陽、氣血和臟腑經絡的生理功能，使之充分發揮機體內在

的抗病能力，從而達到扶正袪邪，扶正抑瘤的功效。現代醫學認為，人體大約有一千萬億個細胞，每天處在新

陳代謝中。由於細胞繁殖過程中的基因突變，每個人每天都會產生少量的異常細胞。有些細胞如果分化程度較

低，生長繁殖速度較快者，就會演變為「癌細胞」。雖然每個人每天都會產生癌細胞，但並不是患有癌症。當

人體免疫力低下，或癌細胞生長繁殖速度超過免疫系統清除癌細胞的速度，至使癌細胞積蓄，日久逐漸發展為

癌症[3] [4]。現代中醫治癌，重視「補益扶正」。陳老中醫認為，癌腫發病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正氣的虧耗，加

上治療手段的應用，也存在消耗氣血津液的因素。因此，癌症患者的病情無論處於任何階段，都有正氣不足的

病理存在。所以，扶助正氣更顯重要。陳醫師強調，扶正是根本，主要是增強機體的免疫力，為祛邪創造條件，

從而加強免疫系統清除癌細胞的功效。陳醫師再指出，扶正法雖然屬於「補法」的範疇，但絕不是單純的中醫

補法，更不等同於西醫的營養支持療法等。大量現代藥理學研究證明，有許多補益中藥具有抑制癌細胞的作用



[3][6~8]。從腫瘤的發病學而言，正氣虛損是形成腫瘤的內在病因，邪毒外侵是形成腫瘤的外在因素。各種致病邪

毒，只有通過正氣虛弱這一內在因素才能引起腫瘤的發生。因此，扶正的根本目的在於增強機體的抵抗力，抑

制腫瘤的生長，緩解病情，甚至治癒腫瘤。 

目前西方醫學治療癌症，普遍通行的是早期發現癌瘤，儘早把病灶及其附近的組織、淋巴結全部切除，再

以放射線殺死局部殘存的癌細胞，並加入化療，力求徹底殺滅癌細胞。由於放射線、化學藥劑的峻烈，不但殺

掉癌細胞，同樣殺傷正常細胞，甚至殺得比癌細胞還多，致使患者變得非常虛弱，有的可能因虛弱而死亡。陳

抗生醫師認為，腫瘤屬於全身性疾病的局部表現，局部屬實，全身屬虛，治療腫瘤不能只重視局部，不顧整體，

忽視機體的正氣，盲目採用以攻為主、以毒攻毒、破瘀散結的治法，即使腫瘤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和縮小，也

會過度損害機體，重創正氣，使患者的生存期並沒有因單純攻邪而延長。陳老中醫在長期治療癌症的臨床實踐

中，重視「扶正治癌」的理論，並注意正確處理扶正與袪邪的關係。陳醫師強調，癌症患者在整個治療過程中，

正確處理扶正與袪邪的關係，把扶正袪邪法貫穿始終，是治療成功的關鍵。因為腫瘤治療的關鍵問題，既要消

滅癌腫，又要做到盡可能不傷正氣。因此，扶正與祛邪必須根據疾病的不同階段、機體不同的病理狀態而定，

其目的是糾正邪盛正衰，調整陰陽失衡。在患病初期，因邪盛正氣未虛，故應治以袪邪為主，要有的放矢地應

用補益中藥，切忌泛用；患病中期，患者常處於正氣漸衰而邪氣不減，故治當攻補兼施；若癌症進入晚期，邪

氣獨盛，正氣衰竭，治以扶正為主，重用具有補益抗癌作用的中藥，常可達到滿意療效。尤以患者經手術、化

療或放射性治療後，常處於袪邪傷正狀態，故應以扶正培本為主，佐以袪邪之法。總之，扶正與祛邪應相輔相

成，不可偏廢。只有謹守病機，使扶正與祛邪有機結合，立足於扶正，結合祛邪，才能緊緊掌握治療腫瘤的主

動權。因為扶正固本的補益藥，既可提高免疫細胞的攻擊能力，又可使腫瘤細胞失去轉移能力而崩潰，若組方

用藥應用恰當，常可提高療效[3-6]。 

近代對腫瘤學研究表明，腫瘤的發生、發展、治療和預後都與免疫系統功能有很大關係，提高免疫細胞的

攻擊能力，使腫瘤細胞失去轉移能力而崩解，這與中醫的「扶助正氣」是一致的。陳抗生醫師認為：正氣盛，

則免疫功能增強；正氣虛，則免疫功能低下。補益藥中的補氣、養血、滋陰、助陽等中藥都有類似作用。國內

學者在臨床研究中證明[7] [8]：以益氣藥人參、黃芪、黨參、太子參、白朮、茯苓等；滋陰藥沙參、天冬、麥冬、

玄參、百合、生地黃、鱉甲等；溫陽藥補骨脂、淫陽藿、肉蓯容、菟絲子、鎖陽等扶正中藥為主，酌情伍用軟

堅散結中藥治療，有抑制肺癌轉移的功效。實驗研究證明[6]：由黨參、白朮、杞子、女貞子組成的沖劑，可提

高巨噬細胞的吞噬能力，增加外周血T淋巴細胞數量，使免疫力增強，並有抑制肺癌細胞血道與淋巴道的轉移。

陳醫師在臨證中重視結合現代藥理學研究選方用藥，故療效確切，常可提高療效。 

癌症患者因先天稟賦各有不同，體質也有陰陽的偏盛偏衰。不同的腫瘤，發生於不同的部位，損傷不同臟

腑，即使是相同的腫瘤，在不同的病期，其正氣虛損的臟腑和程度都不盡相同。另外，終使受損的臟腑相同，

也有陰陽氣血的差異。不同腫瘤患者的機體反應性亦因人而異，故患者的臨床表現十分複雜[9]。因此，陳醫師

應用扶正法治療腫瘤，強調必須分清患者體質的陰陽虛實，辨明臟腑陰陽氣血之盛衰，結合現代中醫藥理學的

研究進展，把辨證與辨病相結合，分別採取不同治法以補氣、補血、補陽或補陰，以調整失調之陰陽，使陰陽

平衡，正氣自復。只有這樣才能使攻補兩法「相輔相成」，達到「除瘤存人」或「帶瘤生存」的目的。 

 

2 清熱解毒藥應辨證選用 

清熱解毒藥，歷來是中醫預防和治療惡性腫瘤的重要組成部份。中醫學認為：熱為溫之漸，火為熱之極，

火熱之邪內蘊，導致臟腑失調，熱毒、痰凝相互膠結，壅聚不散，日久成瘤。陳抗生醫師指出，熱毒是腫瘤發

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熱毒內蘊可形成腫瘤。因血遇熱可凝，津液遇火可灼凝為痰，若氣血痰濁壅阻經絡

臟腑日久可遂結成腫瘤。清熱解毒藥無論從臨床療效，還是從現代藥理學研究結果來看，在各種抗腫瘤治療中，

均能起到積極作用。因為這些藥在體內外均有一定程度的直接或間接的抗癌或抑癌作用，若在中醫藥理論指導

下正確應用，對改善全身狀況，調節免疫功能可有良好療效[3] [10]。由於腫瘤成因的複雜性，臨床表現的多重性，

在治療上很少選用單一的清熱解毒治法，常根據辨證不同，處方用藥也有不同的側重。在大多數情況下，清熱

解毒法常與其他治法綜合辨治，可提高療效。根據程鍾齡《醫學心悟》中說：「熱者寒之，是也，然有當清不

清誤人者，有不當清而清誤人者，有當清而清之不分內傷外感以誤人者，有當清而清之不量其人不量其症以誤



人者，是不可不察也」。《醫學心悟》的論述，正說明辨證選擇應用清熱解毒法的重要意義和必要性。因為腫

瘤患者表現出來的熱性症候往往極為複雜，陳醫師特別強調在組方應用清熱解毒藥治癌時，必須注意辨別熱邪

所在的部位和病勢發展的不同階段，以及腫瘤患者的不同兼證，辨證地選用不同的清熱解毒藥，才能獲取較滿

意的效果。現代藥理學研究表明，清熱解毒法具有消炎、殺菌、排毒、退熱作用，由於炎症往往是促使腫瘤惡

化和發展的因素之一，應用清熱解毒法可控制和消除腫瘤及其周圍的炎症水腫。因此，在腫瘤治療中突出清熱

解毒法，也是阻止腫瘤惡化和轉移的關鍵[10]。根據文獻報導較多的白花蛇舌草、半枝蓮、半邊蓮、山豆根、石

上栢、黃藥子、茜草、藤梨根、龍葵、蚤休、蒲公英、野菊花、苦參、青黛等清熱解毒藥有抑制癌細胞作用[10-12]，

陳抗生醫師重視綜述國內臨床研究文獻報導，並結合在香港長期治癌的臨床經驗，把各類癌腫的清熱解毒驗效

藥整理，並經辨證有針對性選擇應用於臨床。口腔咽喉癌者，多選用半枝蓮、山豆根、白花蛇舌草；甲狀腺癌

者，多選用半枝蓮、蚤休、金銀花；肺癌者，多選用白花蛇舌草、石上栢、蚤休、知母；乳腺癌者，多選用半

枝蓮、黃連、黃芩、蚤休；肝癌者，多選用白花蛇舌草、蚤休、黃連；胃癌者，多選用半枝蓮、半邊蓮、白花

蛇舌草；胰腺癌者，多選用知母、蒲公英、半枝蓮、白花蛇舌草、黃連、黃芩、蚤休、龍葵；卵巢癌者，多選

用黃芩；大腸癌者，茜草、黃連、黃柏、白花蛇舌草、敗醬草、半枝蓮、蒲公英、蚤休；前列腺癌者，多選用

黃芩、黃連、蚤休、知母；血癌者，多選用茜草。陳老中醫師指出，清熱解毒法雖為中醫治療腫瘤的最常用治

法，但不能泛用，應辨證選用為宜。由於腫瘤成因的複雜性，癌症的熱毒病證範圍較廣，清熱解毒藥各有特長，

應用時必須根據熱毒癌瘤的具體病徵，有針對性地選擇使用，並作出適當配伍。因此，陳醫師應用清熱解毒法

時，根據不同的癌瘤病徵，結合辨證論治，在處方配伍有不同側重。口腔咽喉癌者，清熱解毒藥常與利咽消腫、

化痰軟堅散結藥配伍；鼻咽癌者，清熱解毒藥常與化痰通竅、滋陰生津藥配伍；甲狀腺癌者，清熱解毒藥常與

清肝瀉火、化痰軟堅散結藥配伍；肺癌者，清熱解毒藥常與豁痰散結、益氣養陰藥配伍；乳腺癌者，清熱解毒

藥常與疏肝解鬱、化痰散結藥配伍；肝癌者，清熱解毒藥常與疏肝理氣、利濕袪瘀藥配伍；食管癌者，清熱解

毒藥常與化痰散結、理氣袪瘀藥配伍；胃癌者，清熱解毒藥常與疏肝和胃、降逆止痛消積藥配伍；大腸癌者，

清熱解毒藥常與化瘀利濕、理氣化滯及扶正補益藥配伍。陳醫師強調，使用清熱解毒藥時不能離開辨證，只有

在辨證準確的情況下選用清熱解毒藥，才能在腫瘤治療中起到更好的作用。 

清熱解毒藥在中醫的抗癌臨床應用最為廣泛，經現代藥理學研究，它在具有抗癌作用的中草藥中所佔比例

最大。但清熱解毒藥多為苦寒峻猛之品，久服易傷脾敗胃。陳抗生醫師經長期臨床觀察，發現癌症患者多有脾

胃虛弱，故臨床應用尤為慎重。在用藥劑量方面，早期患者因邪盛正氣未虛，清熱解毒藥可按「中藥藥典」用

量範圍內給予重用，例：白花蛇舌草、半枝蓮可用至30g，但使用時應與健脾和胃之品如黨參、茯苓、山藥、白

朮、麥芽、雞內金等同用；蚤休、山慈菇、山豆根、黃藥子、龍葵有小毒，不宜長期應用，可與其它清熱解毒

藥交替應用；有毒性的清熱藥長期服用對肝功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故服用時應注意肝功能的監測，若肝功能

異常者應停用。對正在接受化療、放療或正氣虛虧甚者，應儘量避免大苦大寒之品。清熱解毒法應該在辨證與

辨病相結合的基礎上組方，使辨證更有針對性。因為化療火毒耗傷氣陰，可導致機體陽熱亢盛，耗灼陰液，形

成火熱毒性；放射線也是一種熱性殺傷物質，屬「火邪」、「火毒」範疇，更會耗灼人體陰液。若癌症患者在

化、放療中出現的毒副反應以熱毒內蘊為主者，清熱解毒法常為主要治法，臨床配合應用每獲佳效。 

 

3 中醫藥對化療、放療的減毒增效作用 

香港中醫癌症門診病例中，大多先經西醫確診，並接受手術與化、放療的患者。因此，應用中醫藥預防或

減輕化、放療的不良反應，是現今香港中醫面對與探研的重要課題。國內治癌重視中西醫結合，香港部份西醫

反對中醫治癌的介入，陳抗生老中醫師在香港長期治癌的臨證中體會，一些經西醫手術後繼續進行化、放療或

毒副反應過劇而被迫停用的癌症患者，經中醫藥調治後，確能達到「減毒增效」及「抑瘤生存」的功效 

3.1 中醫藥對化療的減毒增效作用 

化療是西醫應用化學藥物進行抗癌療法，常以彌補或增強手術和放射性治療的療效。既可單獨使用，也是

綜合治療中的重要措施。陳抗生醫師認為，影響化療藥物發揮作用的主要障礙是正常細胞及癌細胞同時受累，

因而降低機體的抗癌能力和產生毒副作用。患者經化療後常見症狀和體徵與各種化療藥物的毒性和各器官的親

和力、敏感性不同，因而受累的程度也不相同。患者隨着器官受累不同，可產生下列毒副反應。（1）消化道反



應：食欲不振、噁心嘔吐、腹脹腹痛、腹瀉、便秘、口腔黏膜糜爛、牙齦出血、甚至胃腸道出血。（2）骨髓抑

制：白細胞降低，特別是中性粒細胞減少，血小板減少。嚴重者可出現全血減少。（3）皮膚反應：皮炎、剝脫

性皮炎、紅斑、脫髮、皮膚角化過度、及指甲色素沉着。（4）臟器受損：以中毒性肝炎為多見，其次是中毒性

心肌炎、腎炎、胰腺炎、肺纖維化、出血性膀胱炎、末稍神經炎、小腦共濟失調等。（5）免疫抑制是全身反應

的一種表現，但免疫指標下降與全身反應程度不成正比。輕者可無明顯症狀，僅出現細胞免疫或體液免疫的指

數下降；較重者可出現上述4種不同程度的全身和局部的症狀。陳醫師指出，中醫扶正固本治療可以預防、減輕

或糾正化療的不良反應，並能增強化療的功效。扶正固本配合化療是中醫藥的眾多治則中，在保駕化療減毒增

效方面起到積極作用的治法。陳抗生醫師在多年的臨床實踐中，結合國內治癌研究成果，總結出一個比較實用、

有效的扶正解毒增效方劑。處方：人參10g，生黃芪15g~30g，靈芝30g，白朮12g，山藥12g，枸杞子12g，何首

烏10g，熟地黃15g，女貞子12g，北沙參12g，天冬12g，麥冬12g，雞血藤24g，甘草6g。每天服壹劑，每劑水煎

服2次。本方劑常在化療同時配合並用，或化療間歇時間也可服用，常可明顯減輕化療的毒副反應，促使化療順

利進行。陳醫師認為，本方劑具有「益氣養血，調理脾胃，滋養肝腎」的功效，臨床應用本方劑時，應根據「症」

與「病」的不同隨症加減或隨病加減。若出現噁心嘔吐者，選加法半夏、竹茹，並酌減何首烏、雞血藤；食欲

不振者，選加雞內金、穀麥芽、山楂、神曲，酌減熟地黃、何首烏、雞血藤；腹脹者，選加木香、陳皮、神曲，

酌減雞血藤；腹痛者，選加延胡索、烏藥；浮腫者，選加車前子、澤瀉、茯苓皮，酌減女貞子、北沙參、麥冬；

貧血者，選加當歸、阿膠、紫河車，並加大黃芪、雞血藤的劑量。在隨病加減中，口腔炎（黏膜糜爛、潰瘍）

者，選加金銀花、黃連、黃芩、玄參、知母；皮膚損害（皮疹、紅斑、剝脫性皮炎、脫髮等）者，選加生地黃、

牡丹皮、山茱萸；骨髓抑制者，選加党參、阿膠、鹿角膠、紫河車、鹿茸、淫羊藿、當歸、山茱萸，並重用黃

芪與党參；中毒性肝炎者，選加柴胡、茵陳、黃連、山梔、玄參、生地，酌減何首烏、熟地黃；中毒性心肌炎

者，選加花旗參、太子參、丹參、五味子、山茱萸、黃精、紫河車，酌減何首烏、熟地黃。陳抗生醫師強調，

大量臨床實踐證明，中醫藥是可以預防或減輕化療的毒副反應，臨床上有些扶正中藥，與化療藥物伍用，不但

能減輕不良反應，且能增強療效。國內醫學界對扶正固本配合化療能防治或減輕不良反應的認識基本一致，報

導的資料也較多。由於扶正固本藥物的使用，不但減輕不良反應，同時保証了化療療程的完成，讓化療藥物充

份發揮作用，並起到增效減毒的功效。 

3.2 中醫藥對放射性治療的減毒增效作用 

放射性治療是惡性腫瘤的主要療法之一，陳醫師認為，放射線屬熱性殺傷物質，熱可化火，火能灼津，造

成陰虧證候，降低機體的抵抗力。因為放射線破壞正常黏膜及唾液腺，使之減少分泌，造成口腔及照射部位的

皮膚和黏膜糜爛、潰瘍或炎症，殺傷正常細胞，抑制骨髓，引起白細胞、血小板減少或全血降低，削弱機體的

抗病力，產生全身和局部的一系列不良反應。患者局部反應可見皮膚紅斑、乾裂或潮濕糜爛，毛髮脫落，口腔、

咽腔及消化道黏膜糜爛、水腫或潰瘍，放射性直腸炎，或結締組織增生性硬結，或消化道出血，放射性膀胱炎，

放射性肺炎及肺纖維化，關節強硬，放射性脊髓炎，輕則出現點頭麻痹症，重則全身癱瘓或腦軟化等。陳抗生

醫師在長期臨床實踐中體會到放射性治療的不良反應大，多呈現肝腎陰虛證候，故常從扶正養陰、清熱生津着

手，通過反覆篩選，自拟「扶正養陰湯」。處方：黨參30g，靈芝30g，茯苓12g，山藥12g，北沙參12，玉竹12g，

天冬12g，麥冬12g，生地黃15g，玄參10g，白茅根10g，金銀花10g，甘草6g，並隨症或隨病加減。本方適於在

放療期間，每天服1劑，每劑水煎2次。陳醫師強調必須重視辨證施治，在主方基礎上，隨症加減如下：熱盛傷

陰者，宜重用生地黃、玄參，並鼓勵患者多吃清涼滋陰，甘寒生津之品（雪梨、荢薺、鮮藕、西瓜、綠豆、甘

蔗、百合、冬瓜等）；脾胃虛寒者，選加大棗、砂仁，酌減天冬、麥冬、生地黃、玄參、白茅根；血虛頭暈者，

選加製首烏，熟地黃，酌減天冬、麥冬、生地黃、玄參、白茅根；氣血兩虛，白細胞降低者，選加人參、生黃

芪、熟地黃，酌減玉竹、麥冬、玄參、白茅根、金銀花；發熱者，選加連翹、青蒿；頭痛者，選加藁本、白芷、

川芎，酌減天冬、麥冬、玄參、白茅根；失眠、煩躁者，選加酸棗仁、柏子仁、合歡花；食欲不振者選加麥穀

芽、山楂、神曲、雞內金；便秘者選加火麻仁，重用生地黃；腹瀉，裏急後重者選加黃連、黃芩、葛根、白芍。 

放射性治療的失敗原因之一，是腫瘤組織「乏氧細胞」的影響。因為腫瘤生長速度快，血管跟不上腫瘤的

生長，瘤體內的血管迴圈性差，血供不足，腫瘤組織乏氧細胞比例增加，乏氧細胞可明顯降低放射敏感性[11]。

陳抗生中醫師重視在中醫的辨證施治基礎上，結合現代病理學、藥理學研究辨病用藥。根據國內文獻報導，活



血化瘀藥丹參、川芎、紅花能擴張毛細血管，改善微循環，提高腫瘤組織血液的灌注量，使乏氧狀態減輕或解

除，從而增强放射線對癌細胞的殺傷力[12] [13]。故常在自拟「扶正養陰湯」中加上益氣扶正，活血通絡藥黃芪

30g，丹參15g，使放療患者增強益氣化瘀通絡之功，從而達到輔助放療之功效。 

陳抗生中醫師治癌經驗證明，中醫藥在腫瘤防治中既有傳統特色，也具有優勢。腫瘤之治療，扶正是根本，

祛邪是目的。在辨證組方中，把扶正袪邪作為中醫治癌的總原則，並貫徹始終，是療效成功的關鍵。如何在保

持中醫特色的基礎上，結合最新的腫瘤研究成果，正確對待中藥抗癌的現代藥理研究及其選方用藥，使中醫藥

在防治腫瘤中更顯優勢，是值得我們深思與探研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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