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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精準醫學開啟了基於基因變異、蛋白異常等個性化因素，對癌症進行精準治療的時代。然而，控制癌細
胞的增殖與局部病灶的擴散並不是癌症治療的全部，人體免疫力的強弱、人體基本生理功能和代謝活動的正常
維繫，併發症的消除等，都是與癌症病灶息息相關、關乎治療效果的重要方面。精準醫學目前通過基因、蛋白
質、代謝物等組學研究的成果正在迅速從微觀層面構建起個性化的人體病理狀態描述體系；而在中國有兩千多
年歷史的中醫學，則是一個成熟的從整體層面對人體狀態進行個性化描述和調控的醫學體系。未來癌醫學的精
準治療，需要微觀層面的精準，也需要整體層面的個性化調控。因此，引進中國傳統醫學的辨證論治，將微觀
層面精準治療，逐漸延伸到對患者整體狀態的個性化調控，將是癌症精準醫療的 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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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cision medicine opened the era of precision cancer treatment based on genetic variation, abnormal 

protein and other personalized factors.  However, control of cancer cells proliferation and disease diffusion is 
not all we can do in cancer treatment. The strength of the human immune system, human basic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and normal metabolic activity, as well as the elimination of disease complications, these are the 
important aspects closely related to cancer lesions and therapeutic effect. Precision Medicine is rapidly 
starting to build a micro-level personalized human pathological conditions description system by the current 
results of genes, proteins, metabolites, and other genomics researc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has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in China.  It is a mature holistic personalized human status 
description and control medical system.  The future precise treatment of cancer medicine requires 
micro-level precision, and personalized holistic human status control.  Thus, to introduce th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system of TCM, making micro-level precision treatment gradually extended to 
personalized holistic human status control of the patient.  It will be the highest attainment of precision 
medicine for cancer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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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ase medicine 
今天，癌症已成為人類死亡的 主要原因。然而，現代醫學基於癌症分期、細胞分型研究出來的藥物，除

了難以避免的巨大副作用外，即使應用於特定的細胞分型，也沒有顯示很好的普適性。人類基因組計畫的成功，
基因變異與腫瘤等疾病相關性研究的進展，打破了以往依據癌症類型進行治療的固有理念，開啟了基於「基因
變異」的個性化差異，對癌症進行精準治療的時代。然而，在迄今為止醫學與癌症抗爭的過程中，醫學家們已
清楚地認識到，控制癌細胞的增殖與擴散並不是癌症治療的全部。癌症病灶周邊的環境，癌症引發的併發症以
及癌症患者整體層面的狀態，包括消化吸收機能、骨髓造血功能、免疫力水準等等都是攸關疾病發展和治療效



果不能忽略的方面。也就是說，精準醫學的個性化進程僅僅在微觀層面展開是遠遠不夠的。對癌症的精準治療，
同樣需要在整體層面對患者的病理狀態進行個性化的調控。但精準醫學如何實現在整體層面的個性化？微觀層
面的精準與整體層面的個性化是怎樣一種關係？在未來癌症治療的過程中能否達到有機的結合與和諧的統一？
這將是癌醫學走向精準治療時代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1 精準醫學開啟了癌症個性化治療的時代 
美國科學家率先提出的「精準醫學」，其短期目標着眼於通過精準的診斷和對藥物作用選擇性的精準把握，

有效提升人類對癌症的治療水準。基因變異、蛋白合成與代謝等環節的異常靶點的不斷發現，以及相應標靶藥
物的問世，為癌症的精準治療展示了良好的前景。對此，整個世界給予了極大的期待。例如，在西妥昔單抗治
療大腸癌或伊馬替尼治療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臨床試驗中，研究人員經過深入研究發現，一部分患者對治療無
應答，對於西妥昔單抗，問題是KRAS突變；伊馬替尼則是T315I突變[1]。也就是說，基因變異導致的個性化差
異，直接影響到藥物作用的選擇性。那麼，是否能像輸血匹配血型那樣，按基因匹配癌症療法，每次都給恰當
的人在恰當的時間使用恰當的療法呢。 

基因醫學的研究發現，許多分子層面病變是驅動癌症的誘因，這表明不同癌症或許都會有自己的基因印記、
腫瘤標記物以及不同的變異類型。這種對致癌機制的新理解已經影響了在藥物和抗體設計過程中，對癌症風險、
分類診斷以及治療策略的評估。許多靶向療法已經或正在研發，其中有些已投入臨床應用，對目前癌症治療遇
到的主要障礙的突破：不明原因的耐藥性、基因組異質性腫瘤、腫瘤監測反應和腫瘤的復發等發揮了重要的作
用。每一個人都具有自己獨特的基因，每一位腫瘤患者所攜帶的腫瘤基因也會不盡相同，因此，即使是同樣分
型分期的腫瘤，其治療策略也不可能完全一致。目前腫瘤靶向治療主要體現在通過檢測腫瘤患者的基因分型，
以針對患者自身特徵制定 佳治療方案。 

在精準醫學的旗幟下，晚期肺癌新的驅動基因新的靶向治療逐漸浮現，如Dabrafenib（達拉菲尼）之於BRAF 
V600E突變，抗HER2治療之於HER2突變，Crizotinib （克唑替尼）之於c-MET擴增，Cabozantinib（卡博替
尼）之於RET融合。精準癌醫學將原來的某些「大病」如肺癌細分成許多的「小病」甚至是「罕見病」，如ROS1
陽性的肺癌， 僅佔肺腺癌的1％左右。肺癌是大病，而ROS1肺癌則是小病了。同時，精準醫學又將許多不同
的癌症串聯起來形成新的一類疾病， 如大家熟知的「ALKoma」，ALK基因融合可見於肺癌、惡性淋巴瘤、某
些少見的兒童腫瘤，它們都可用ALK抑制劑進行治療[2]。由此看來，精準醫學在實踐上已經突破了傳統疾病分類
體系的局限，呼喚着與之呈交叉關聯的另一種疾病狀態描述體系的誕生。這種描述體系我們稱之為狀態描述體
系，基於這一體系的醫學則稱之為狀態醫學[3]。今天，精準醫學中精準的概念已遠不局限於人們對其常規的理
解：精準、準確，而在於精準所依據的參照系的改變，由針對傳統的疾病分類體系定義的疾病類型的精準，轉
變為針對可以個性化地描述人體狀態的狀態描述體系的精準了。然而，會如人們所期待的，僅僅靠基於微觀層
面標靶的精準治療，就可以使人類從根本上戰勝癌症嗎？精準醫學走向個性化醫學的腳步會停留在微觀層面
嗎？ 

 

2 臨床個案的啟示：整體層面的精準治療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疾病醫學理念指導下的癌症治療，醫生往往更關注控制癌細胞的增殖與癌症的擴散，而將併發症的消除、

患者的體質狀態對這種摧殘性的「治療」的承受能力放在次要的地位。在癌症的臨床治療過程中經常會看到，
有的病人經歷手術、化療、放療的持續不斷打擊，體質非常衰弱，生命非常脆弱了，但化療、放療的療程仍在
進行。我們在過往採用中國傳統醫學的方法，接手醫院已經宣佈為「不治」的晚期癌症患者的救治時，常常會
面臨先治癌還是先救命的問題。在中國具有兩千多年歷史的中國傳統醫學，對於癌症發生、發展過程中人體形
態結構方面的變化，雖然遠沒有達到現代醫學這樣清晰準確的認識與描述，但在諸如「石癭」、「乳岩」、「失
榮」、「噎膈」、「腸覃」、「癥瘕」、「積聚」、「痞氣」、「崩漏」這些中醫學古樸的名詞術語下，通過



對這類疾病表現出的症狀與體徵的描述，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理論，並有着完備的診斷與治療體系。筆者近年運
用中國傳統醫學的方法，治療了數百個癌症的案例，其中有些案例令人印象深刻，並具有方法學的啟示意義。 

[案例1]：晚期多發轉移癌實例  
鄧先生，男，北京人，1997年時76歲。 1997年，在北京301醫院經全面檢查後，確診為十二指腸環狀增

生癌變，醫生意見是，患者年齡過大，病情已到晚期，無手術價值，亦無治療意義，建議回家用中國傳統醫學
的方法調理，並囑家屬準備後事。 當時主要症狀是只能吃流食，食後腹脹，稍後即瀉。治療採用中醫辨證論治，
以調整恢復胃腸功能為主，服中藥一個半月，症狀消失而停藥。  

1999年出現胸水、喘不得臥，踝關節腫痛紫暗，疼痛劇烈，不能行走。經301醫院確診為癌症肺轉移、骨
轉移。採用具逐水功能的中藥配成處方，治療三天后，胸水消失；針對骨轉移，以具有清熱解毒、活血消瘀作
用的中藥配成處方，配合針灸刺絡拔罐療法，治療五個月。踝關節病灶徹底消除。  

該患者2006年10月去世，無疾而終。 
案例2：胸水發現大量癌細胞實例  
曾XX，男，山西臨汾，1947年出生。1999年，因情志不遂，不明原因高熱40℃，在當地住院治療採用抗

菌素治療，效果不佳，病情逐漸加重，臥床不起，不能飲食，二便不通，需導尿、灌腸。X光透視，提示大量胸
水，胸腔抽液檢查，鏡下發現大量未分化細胞，未發現佔位性病灶。醫院已下病危通知。接診當日，望其舌苔
白厚膩，中醫屬濕熱蘊結，濕阻氣滯。晚間開始服用具有清熱化濕，峻下逐水作用的中藥配方，至淩晨2點，二
便通下，除發熱外，諸症均減。X線複查顯示，胸水已完全消除。西醫主診醫師認為，胸水雖已消除，但並不意
味着癌細胞沒有了，建議轉往北京治療。  

二便通暢後，遂改用具有清熱化濕，理氣導滯功效的中藥配方繼續治療，開始治療的第6天，體溫降至38
℃，精神體力及食欲均在恢復，已能自由下地活動。遂轉赴北京鐵路總醫院後入院治療，在西醫檢查的同時，
繼續服用中藥治療，20天后，發熱完全消除，出院回家。病人目前仍健在。在以後歷年的例行複查中，未再發
現癌症。 

案例3：卵巢癌腹腔轉移案例  
成女士之母，88歲，香港人。2006年9月接診，在西醫醫院確診為卵巢癌腹腔轉移，已出現腹水，腹脹滿

不能食。因年紀過大，醫院及家人均不願接受手術，於是尋求中醫治療。接診時望其舌光紅無苔，裂紋，中醫
辨證屬陰虛火旺，胃氣已衰，採用中藥理氣逐水的同時，輔以健脾養陰。同時服用桑黃、白樺茸萃取粉。服藥
三日後，二便通暢，腹水驟減，食欲增加，因咳嗽夜不得眠，改治咳嗽，一周後，咳嗽好轉。再次出現腹水伴
全身水腫，改用開始的方法治療三天后，腹水水腫消退。 

2007年11月複查，卵巢病灶還在，腹水基本消失，也再未查到癌細胞。 
在上述三個案例的治療過程中，即使從中國傳統醫學的角度，治療方案中也沒有多少針對腫瘤病灶的藥物，

而着眼於改善癌症引發的人體整體層面的功能障礙和胸水、腹水等併發症。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隨着這些功
能障礙的改善與併發症的消除，癌症病灶不治自愈了。現實生活中，我們也時常會聽到一些不治自愈的個案，
也有通過飲食調理，氣功鍛煉從癌症中康復的案例。顯示在癌症的發生、發展、演變和治療過程中，患者整體
的功能狀態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有時甚至對決定癌症的走向有着決定性意義。 

現代醫學對癌症的研究表明，癌症的發病與很多人體整體層面的功能障礙和病理狀態有着密切的關係，這
些病理狀態通常被稱為癌前病變或者癌症的高發疾病。換言之，這些疾病為細胞的異變、癌症的發生發展提供
了有利的空間。而消除這些癌前病變，糾正這些病理狀態，也就造成了不利於癌細胞生存和擴展的環境，因而
有可能造成癌症的逆轉。但在運用中國傳統醫學的方法治療癌症的過程中，我們也會遇到這樣的情況，採用中
國傳統醫學「辨證論治」的方法進行整體調理，隨着併發症消除、抵抗力增強，身體狀況逐步改善，但影像學
檢查，病灶卻沒有縮小，有的反而增大了。從古到今，在中國傳統醫學的醫學家清楚，對於這類疾病，常規的
「辨證論治」是不夠的，有時要運用一些「毒」藥，以毒攻毒。但不同的癌症有甚麼樣的「毒」，運用的中藥



又能攻甚麼「毒」，卻是中國傳統醫學對草藥認識的短板。基於基因組學、蛋白組學、代謝物組學等方面研究
的進展，人們開始了在微觀層面個性化地描述疾病狀態的醫學發展進程。那麼，精準醫學將借助甚麼，才能實
現從整體層面個性化地描述人體在疾病中的狀態，進而實現整體層面的個性化治療呢？ 

 

3 中國傳統醫學：從整體層面描述和調控人體狀態的醫學體系 
今天，起源於中國的針灸，以其神奇的臨床效果，傳播遍及世界各地。但針灸學只是中國傳統醫學治療技

術的一個分支，中醫學中更加博大精深、具有更廣泛臨床價值的辨證論治體系尚沒有被主流醫學所理解，所接
受。在西方科學家和醫學家眼裏，仍然罩着一層神秘的外衣。究其原因，針灸學是很容易嫁接到疾病醫學體系
之上的技術層面的內容，而中醫的辨證論治則涉及到醫學的認知方法和理念，與疾病醫學風馬牛不相及。 

今天，在自然科學領域，科學方法的主流在從應對簡單性轉化為直面複雜性；在醫學領域，主流醫學在從
疾病醫學轉化為基於人體個性化特徵的狀態醫學。孰不知，作為「精準醫學」核心的、反映人體個性化狀態的
狀態醫學模式，是比近現代科學和醫學有着更悠久歷史的人類認知模式和醫學傳統。幾百年前的西方，在拋棄
傳統醫學中「不科學」的成份，建立近代實驗醫學的過程中，由於科學的幼稚，拋掉的正是在「陰陽、五行」、
「氣、水、火、風」這些古樸的名詞術語掩蓋下的帶有個性化特徵的狀態醫學。 

今天，採用隱喻和類比，建立複雜系統性態模型的方法，已成為複雜性科學研究複雜系統通行的方法。而當我
們把隱喻和類比作為一種科學的方法，用複雜性科學帶來的新的科學理念重新審視在中國有幾千年歷史的古老的
中醫學時，我們注意到，從中國 早的醫學理論巨著《黃帝內經》起，隱喻和類比，中醫稱之為「比類取像」的
方法，就一直在中醫建立理論體系的過程中廣泛地應用着。中醫理論中的模型體系，就是在陰陽、五行、八卦的
「比類取象」的基礎上，通過對人體基本生理病理現象的整體觀察而構建的[4]。 

在中國傳統醫學中，基於對與健康相關的行為功能劃分，人體被分成了以心、肝、脾、肺、五臟為核心的
多個功能子系統。表徵每一子系統的功能狀態，引入了一組狀態變數。如五臟之首的心，引入了心氣、心血、
心陰、心陽、心血流暢狀況（有無瘀阻）、心火狀況（有無心火）等一組狀態變數，由此，就構成了心子系統
的狀態空間。每一狀態變數通常可取正常狀態以及幾種異常狀態，如心氣有正常、心氣虛、心氣大虛幾種狀態，
每種狀態，中醫學稱為證候，則是由一組可感覺或可觀察到症狀、體徵定義的。如心氣虛對應的症狀群為：心
悸怔忡、氣短乏力、活動後尤甚、面色晄白等；心氣大虛則對應：心悸、多汗、氣促、動則尤甚、神疲乏力、
脈虛或結代等等[5]。 

人體的所有子系統的全部變數的集合，就構成了人體狀態的描述體系。臨床診症時，只要通過病人出現的
症狀、體徵，辨識出了其中有異常的狀態變數，就可以全面地瞭解病人的健康狀態。如果統計每次不超過5
個狀態變數異常的情況，這100個狀態變數可以組合出100億種以上不同的狀態。由此，就形成了一個能夠
描述100億以上種不同的個性化狀態的狀態描述系統[6]。 

中國傳統醫學本身就是一個狀態醫學體系。其狀態描述體系是建立在整體層面的，源自從整體層面對人體
基本生理病理活動 基本的功能劃分。近年來，體質醫學研究的進展表明，表徵人體整體層面相對穩定狀態的
體質，中醫學中10種左右的分型規模就涵蓋了人類基本的體質類型。而中醫的人體狀態描述系統—辨證論治
體系，100種基本證候（狀態變數）的組合，則涵蓋了人體所有的基本病理過程。顯然，中醫的狀態描述體系具
有頂級的抽象程度， 高的層級。更重要的是，在從古到今的幾千年的臨床實踐中，從理論、治療方法、處方、
用藥各個環節建立並完善起了一套完整的人體狀態調控體系[7]。 

因此，我們看到了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的個性化狀態描述系統：一個是基於人類基因、蛋白質、代謝物這
些分子層面的要素建立的狀態描述系統，另一則是奠定在具兩千多年歷史的整體論醫學基礎上，基於人體表現
出的行為功能建立的相對宏觀的狀態描述系統—中國傳統醫學的證候系統。顯然，在通向「精準醫學」遠期
目標的道路上，與今天的現代醫學相比，中國傳統醫學遠遠地走在了前面。 

 



4 基於不同層面個性化狀態描述帶來的差異性 
一般地講，狀態變數的層次越低，要完整地表達人體的生理病理活動所需要的變數總數的數量級會越大；

反之，狀態變數的層級越高，抽象程度越好，所需要的狀態變數總數越少，即數量級會越小。從精準藥物研究
的角度來看，以宏觀的狀態變數為受控量研究出來藥物，作用相對宏觀，覆蓋面較廣，涵蓋了對微觀層面多個
變數的直接或間接效應的總和。而從辨識和控制的角度來講，狀態變數越宏觀，抽象度越好，狀態描述系統會
越簡單，越容易理解和掌控，採用它來辨識人體的狀態，需要的精度要求也會較低；而採用針對宏觀狀態變數
的藥物，對藥物作用瞭解的精度要求也會相應降低。就像在衛星上，我們要觀察地面一個士兵的鬍鬚，我們要
高倍的望遠鏡，而如果我們要觀察一座山峰或一條河流，就不需要那麼精準了。同樣，我們發射導彈的目標是
一個車輛，用的是普通炮彈的能量，我們當然需要精準地定位，精準地控制彈道；但如果採用的是核彈，目標
是一座城市，定位和控制的精準度就會大大降低[8]。 

顯然，對微觀層級變數的精準並不意味着對個體狀態的精準。在同等精準度下，變數層級越高，對人體整
體狀態描述的精準度越高。試想，如果用一個有100個變數的（如中國傳統醫學的證候）狀態描述系統為參照，
去瞭解病人的狀態，我們準確地辨識了其中80個變數，我們可以說，我們對這個病人狀態瞭解的精準度達到了
80%；而如果用一個有10000個變數（如現代醫學的檢測指標）的狀態描述系統為參照，去瞭解病人的狀態，
即使我們「精準」地辨識了其中500個參量，我們只可以說，我們對這個病人狀態瞭解的精準度達到了5%。這
就是為甚麼中國傳統醫學雖然在症狀、體徵辨識上的「精準」度遠不如現代醫學，但對病人總體狀態的把握卻
是現代醫學遠不能及。顯然，對人體狀態的精準把握不僅涉及測量方法和測量儀器「精準」度的技術問題，與
我們作為參照系的狀態描述系統的層級、包含狀態變數的總數有着更為至關重要的聯繫。一個狀態描述系統的
層級越低，引入的參量總數越多，採用它要實現「精準」辨識的難度就越大。而對人體控制所要求的精準度，
與我們要控制的變數的層級也是密切相關的，層級越高，要求的精準度越低，研究出來的藥物副作用越小，反
之，則正好相反。中國傳統醫學的人體模型和狀態描述體系是基於人體宏觀整體層面的行為功能建立的。與以
微觀變數為參照系相比，以宏觀狀態變數為參照系找到的藥物，通常具有調控機體宏觀特性和機能的作用，因
而具有更廣闊的作用域。在中國開展了幾十年的對中醫學的臟腑、證候的分析研究及中西醫結合的臨床研究顯
示，中醫學的一個臟腑往往會涉及多個解剖學組織器官的功能活動，中醫學的一個證候（狀態變數）會涉及到
微觀層面多個要素和變數的異常。因而，把證候作為受控量，研究出來能夠糾正這個證候的藥物，其直接作用
或間接作用所及，無疑會對微觀層面這些異常的要素和變數發揮治療作用。而如果從較低層級的微觀變數入手，
要達到宏觀層面的控制效果，意味着要分別研究針對多個微觀變數的藥物。而即使我們找到了與這一宏觀變數
有關的微觀層面的全部變數，並分別研究出了針對它們的精準藥物，同時給人體服用，也不意味着一定能使宏
觀變數（證候）的異常向正常狀態回復。其中的緣由，複雜性科學的研究已經從理論上給出了明確的結論：對
於複雜系統，對高層級的要素的控制，不等於對組成它的低層級的要素控制的簡單相加。關於這一點，也從中
醫藥的現代研究中得到了證明。例如，在中醫學中，人參、黃芪 主要的作用是補氣，對補氣藥的現代藥理分
析研究表明，補氣在微觀層面通常顯示為如下作用：調節糖代謝和脂質代謝；促進蛋白質、DNA、RNA的合成，
增高白蛋白及γ-球蛋白含量；升高外周白細胞，增加網狀內皮系統的吞噬功能；增強細胞免疫和體液免疫功能
等等。那麼如果我們把分別具有調節糖代謝和脂質代謝，促進蛋白質、DNA、RNA的生物合成，增加網狀內皮
系統的吞噬功能，增強細胞免疫和體液免疫功能的多種西藥一起服用，能組合出中醫補氣藥的功效嗎？對這個
問題，無論是基於藥理學家的分析研究還是醫學家的臨床實踐，答案是很明確的：不行。顯然，把藥物研究受
控量的層級降低，會大幅度增加研究的複雜性，增大藥物作用從宏觀角度觀察的不確定性。在尋找精準藥物方
面，與現代醫學的路徑相比，中國傳統醫學的路徑更簡單、更有效。研究出來的藥物與整體狀態的對應，有更
高的精準性[9]。在接近完成的人類基因組計畫中，科學家發現的基因變異的種類已超過1億種，然而，生物學家
們清楚地知道，蛋白組、代謝組在人類生命過程中會出現的異常要比基因變異要多得多，而且不同於相對穩定
的基因變異，會呈現出顯著的動態特徵。而這在億級以上規模的單一因素的組合，更是不可想像的天文數字。



也就是說，在這個層面，建立整體的狀態描述系統，意味着較高的精準度、大數量級的資料量，因此，無論是
實現「精準」的檢測診斷、「精準」藥物的研究還是對人體的「精準」控制，都有着漫漫長路要走。 

今天，隨着現代醫學在理念上由還原論向整體論的回歸，隨着醫學模式由疾病醫學向狀態醫學的轉變，中
西方醫學在理念和方法論方面的鴻溝已經填平。像熊瞎子掰棒子，掰一個必須扔掉另一個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
癌症的治療不僅需要微觀層面針對細胞異變的精準把握；同樣需要在宏觀層面對人體整體狀態的個性化把握。 

 

5 癌症治療的 高境界：微觀層面的精準與從整體層面個性化的有機結合 
在癌症的治療中，對癌細胞及癌症病灶的精準控制是必不可少的，這正是中國傳統醫學治療癌症方法中

為欠缺的。但即使是基於精準醫學的理念研究出來的標靶藥物，副作用也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在整體層面對
其進行糾正和修復也是必要的。而在癌症過程中，胸水、腹水、淤積、炎症等併發症的消除，人體消化吸收功
能的恢復，肝腎解毒及代謝方面功能的維繫，免疫系統活性的增強等均是關乎癌症發展轉化的不可忽略的方方
面面。因此，基於整體層面的狀態把控，對癌症患者的整體調理，也是不可或缺的。 

今天，在自然科學領域，人們已經習慣於用不同的理論解決不同方面的問題的「拿來主義」。如在物理學
中，用廣義相對論去分析處理宏觀、高速的大尺度宇宙方面的問題，而用量子力學解決微觀的原子、基本粒子
層面的問題；在建築設計領域，將基於建築力學的結構設計與中國古代建築的特色風格有機地整合在一起；在
電腦軟體設計領域，將具有不同功能特點的軟體語言，用於解決軟體涉及的不同方面的問題，而由軟體架構師
將它們有機地整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完整的軟體系統。在這個過程中，人們是不必介意哪個理論、哪個方法是
來源於哪個國度，出自哪個體系的問題。面對癌症的治療，我們當然可以基於微觀層面的狀態描述，解決癌症
病灶和癌細胞增殖與擴散的問題；而用中國傳統醫學的理論模型和辨證論治體系，去應對長期應用標靶藥的副
作用，消除癌症引發的併發症，以及恢復消化吸收機能、保護肝腎的解毒與代謝職能，提升人體的免疫力和體
能等整體層面的問題。同樣，我們不必介意這一理論和方法是出自中國傳統醫學還是現代醫學，這也正是今天
流行於世界的循證醫學的理念。 

美國癌症研究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AACR）在2014年的癌症進展報告裏面
特別指出，目前，針對精準癌醫學的創新性臨床試驗可分成兩大類，一類稱為「Basket Trial」，即籃子試驗，
就是將帶有相同靶基因的不同癌症放進一個籃子裏進行研究，「其本質就是用一種藥物應對不同的腫瘤。第二
類臨床試驗稱為「Umbrella Trial」，即雨傘試驗，把具有不同驅動基因的肺癌，如KRAS、EGFR、ALK 攏聚
在同一把雨傘之下，也就是將不同的靶點檢測在同一時間裏完成， 然後根據不同的靶基因分配不同的精準靶藥
物。Umbrella試驗的 大優勢， 在於將非常少見的突變事件集中起來，變少見事件為「常見」事件，這無論對
加速少見疾病的臨床試驗還是對於某一個個體獲得精準治療的機會，都具有特別的意義[10]。Basket和Umbrella
這兩種類型的臨床試驗，對精準治療藥物的加速開發和臨床腫瘤學的發展，是革命性的創新，隨着這兩項試驗
的開啟，可能只需要幾十例患者就能夠得到加速批准，讓藥物上市。癌症患者將能更快地用上有效的治療藥物，
而不會像過去那樣需要7~10年的漫長時間等待。由此，不用太長的時間，精準醫學就會彙聚起基於靶點的龐大
的標靶藥物體系。而針對宏觀層面的靶點，即證候，中國的傳統醫學目前就已經存在一個包含100多個證候，並
有着經過長時間臨床驗證的辨證施治體系。在癌症所需的全面、綜合治療中，從微觀層面的精準到整體層面的
個性化，應當都是不僅可望，而且「可即」了。 

 

6 精準癌醫學：對「方案專家」和「精準治療中心」的呼喚 
科學的發展把人們的視野引入縱深，而引入縱深的結果又使人們遠離了對整體的把握。隨着醫學知識總量

呈「爆炸性」的增長，醫學家日益被局限於越來越狹窄的領域，對與它相鄰的領域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但人
體作為一個各部分之間有着密切聯繫的整體，對發生在人體的疾病的治療決不等於對各層次、各部分疾病治療
的簡單相加。對發生在人體的疾病的治療，既要求醫生深入地把握疾病的局部及細節，也需要把握部分與整體



的關係，對人體進行個性化的整體治療[11]。以分解和分析為特徵的西方醫學在臨床治療上的局部性和化學藥物
副作用的難以避免，已成為今天醫學家普遍的共識。正在興起的精準醫學已經拋開了傳統的分析醫學、疾病醫
學的羈絆，開始了基於基因組學、蛋白組學、代謝物組學等生命科學研究的前沿成果，建立微觀層面的個性化
狀態描述體系的嘗試。而隨着個性化醫學理念的提出，現代醫學也開始重新認識整體論醫學，擁抱支撐中國傳
統醫學幾千年的基於整體論的狀態描述和調控體系。 

今天，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應用領域，隨着研究目標規模的擴大和複雜化，都實現了總體方案設計和
專業分項設計職能上的分離。在建築設計領域，分成總體設計和施工圖兩個階段，由不同層次的設計師擔綱，
我們不能設想沒有總體設計的施工圖、專業分項設計， 終會成就輝煌的現代建築；在軟體系統設計領域，有
架構師和程式設計師的不同分工，我們更無法設想，沒有軟體的架構設計，如何協調軟體方方面面的結構與功
能。而我們的醫生面對的人體，是比這些人工系統複雜千百倍的複雜巨系統。在疾病醫學時代，醫生是治病的，
而不是治人的，將病人在按疾病分類的治療科室間推來推去，情有可原。但進入個性化醫療的時代，面對患者
方方面面的疾病和不適，沒有一個根據患者的個性化狀態制定的、經過綜合分析、反復推敲制定的總體治療方
案，而任由各個分科醫生各自為政、採用常常是顧此失彼的方案進行治療，這是不可思議的。但這卻是我們今
天臨床醫學的現狀。 

癌症的個性化治療，要有針對癌症病灶和控制癌細胞分裂增殖的標靶治療，也要有基於整體狀態的個性化
的辨證論治和針對人體不同器官、系統出現的功能障礙和併發症的對症治療，還要兼顧針對局部病灶的精準療
法可能帶來的副作用的制衡與糾正。這需要精通癌症常規的診斷治療與標靶治療、瞭解現代醫學臨床各科並通
曉中國傳統醫學的有經驗的醫師擔綱「方案專家」，從而實現中西醫療法的有機結合和統籌應用。 

癌症的個性化治療帶來的治療過程的複雜化和對整體綜合的要求，也期待着專業化的「癌症精準治療中心」
的誕生。這裏將會配備現代醫學常規的檢測儀器，配備 先進的靶點檢測儀器及方法。這裏將彙聚精通癌症診
斷與標靶治療的專業團隊，並配備擅長整體調理的中醫專家。這裏是以個性化的精準醫學的理念為主導的，將
融匯現代生物醫學 前沿的治療技術和中國傳統醫學歷史悠久的整體調節方法—辨證論治，由此，將實現癌
症局部病灶微觀層面的精準與整體層面個性化調理的有機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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