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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香港老中醫陳抗生，在長期治癌的臨床實踐中，堅持以中醫辨證施治為基礎，注意把辨證與辨病相結合；
在選方用藥中，重視與現代藥理學研究相結合；在治癌用藥中，強調清熱解毒藥是抗腫瘤治療的重要組成部分，
活血化瘀藥應慎重選用，軟堅散結藥應避免濫用，並要正確認識「補益中藥」在扶正抑瘤中的功效，使癌症患
者的治療，能確切做到「扶正抑瘤，帶瘤生存」和「提高生活質量，延長生存時間」的功效，從而達到「人瘤
共存」的治療目的。 
 

[關鍵詞] 陳抗生；清熱解毒藥；活血化瘀藥；軟堅散結藥；補益中藥；扶正抑瘤 
「癌毒」是腫瘤特異性的致病因素，一旦侵襲機體，無論正虛的程度如何，即表現出邪毒囂張，正氣難禦。

根據腫瘤的發病學論述，癌腫主要是由於正氣不足，臟腑功能失調，致使癌毒乘虛而入，蘊聚於臟腑或體內虛
滯之處，進一步使機體陰陽失調，氣血功能障礙，導致氣滯、血瘀、痰凝、毒聚相互膠結，日久形成癥瘕。香
港陳抗生老中醫師年近80，有53年多的治癌經驗，在香港34年臨證中既嚴格遵從香港註冊中醫治癌的臨證守
則，在重視辨證施治的基礎上，注意把辨證與辨病相結合；在辨證選方用藥中，注意與現代藥理學研究相結合；
在癌瘤的治療上，注意選用「扶正抑瘤，帶瘤生存」的治則，使療效確切。一些癌症患者被西醫宣告只有3個月
或半年壽命，經中醫治療後，可以明顯改善症狀或使病灶縮小，並提高癌症患者的生活質量，使生存時間明顯
延長，有些甚至超過5~10年。陳老中醫師的臨證經驗先後在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的「中醫學深造證書（腫瘤
學）課程」、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的中醫學碩士內科學（兼讀制）學位課程的「中醫藥治療癌症的臨床與研究
進展」講座、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中醫學理學碩士課程的兼職授課，深受中醫學界與業界的重視。我們有幸
跟隨陳老中醫師學習，他以為師、為父對我們的教導，深感受益與啟示，特整理分述，供同道參考。 

 

1 清熱解毒藥是抗腫瘤治療的重要組成部分 
腫瘤發生的病因極為複雜，但總體病機應歸結為癌毒致病。因為癌腫的形成雖以正氣虛衰為基礎，但癌腫

熱毒侵襲與蘊結卻為致病的必要條件。所以，清熱解毒類藥物在抗腫瘤治療中不容忽略，歷來都是中醫預防和
治療惡性腫瘤的重要組成部分。中醫學認為：熱為溫之漸，火為熱之極，火熱之邪內蘊，客於血肉，壅聚不散，
腐蝕血肉，釀成癰膿，發為腫瘤。陳抗生醫師在治療癌症的長期臨床實踐中，深深體會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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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血遇熱則凝，津液遇火灼為痰，氣血痰濁壅阻經絡臟腑，遂結
成腫瘤。清熱解毒藥無論從臨床療效，還是現代藥理學研究結果來看，在各種抗腫瘤治療中均起到強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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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抗生醫師再指出，熱毒蘊結是惡性腫瘤發病病因及病机之一，根據
《醫宗金鑒》云：「痈疽原是火毒生，經絡阻塞气血凝」。結合臨床，確實可見火毒与腫瘤常常并存，特別是
一些中、晚期腫瘤患者。由於炎症往往是促使腫瘤惡化和發展的因素之一，應用清熱解毒法確可控制和消除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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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老中醫師
在治癌中重視綜述國內臨床研究文獻報導，並結合在香港的臨床經驗，把各類癌腫的清熱解毒有效藥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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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邊蓮、山豆根、白花蛇舌草；鼻咽癌患者，
多選用半枝蓮、石上柏、山豆根、山慈菇、白花蛇舌草；甲狀腺癌患者，多選用金銀花、紫花地丁、半枝蓮、



黃藥子、重樓； 肺癌患者，多選用重樓、白花蛇舌草、石上柏、知母；乳腺癌患者，多選用半枝蓮、黃連、黃
芩、重樓；食道癌患者，多選用白花蛇舌草、半枝蓮、半邊蓮、山豆根、黃連；胃癌患者，多選用半枝蓮、半
邊蓮、白花蛇舌草；肝癌患者，多選用白花蛇舌草、重樓、黃連；胰腺癌患者，多選用知母、蒲公英、半枝蓮、
半邊蓮、白花蛇舌草、黃連、黃芩、敗醬草、重樓、龍葵；大腸癌患者，多選用黃連、黃柏、白花蛇舌草、敗
醬草、半枝蓮、茜草、蒲公英、重樓；前列腺癌患者，多選用黃芩、黃連、半枝蓮、重樓、白花蛇舌草、知母；
子宮頸癌患者，多選用白花蛇舌草、半枝蓮、蒲公英、敗醬草、重樓；卵巢癌患者，多選用黃芩；血癌患者，
多選用茜草、山豆根。清熱解毒藥雖在中醫的抗癌臨床應用 為廣泛， 經臨床與實驗研究證實，它在具有抗癌
作用的中草藥中所佔比例 大 [1]-[3][5]。陳老中醫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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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能提高療效。因為腫瘤患者表現出來的熱性症候往往極為複雜，我們在組方應用清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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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抗生醫師在臨證中體會，清熱解毒法雖為中醫治療腫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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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咽喉癌患者，清熱解毒藥常與
利咽消腫、化痰軟堅散結藥配伍；鼻咽癌患者，清熱解毒藥常與化痰通竅、滋陰生津藥配伍；甲狀腺癌患者，
清熱解毒藥常與清肝瀉火、化痰軟堅散結藥配伍；肺癌患者，清熱解毒藥常與豁痰散結、益氣養陰藥配伍；乳
腺癌患者，清熱解毒藥常與疏肝解鬱、化痰散結藥配伍；食道癌患者，清熱解毒藥常與袪瘀化痰散結，滋陰潤
燥藥配伍；胃癌患者，清熱解毒藥常與疏肝和胃、降逆止痛消積藥配伍；肝癌患者，清熱解毒藥常與疏肝理氣、
利濕袪瘀藥配伍；胰腺癌患者，清熱解毒藥常與健脾理氣、化痰袪濕、袪瘀散結藥配伍；大腸癌患者，清熱解
毒藥常與化瘀利濕、理氣消滯及扶正補益藥配伍；前列腺癌患者，清熱解毒藥常側重與益氣補腎、通淋利濕、化
瘀散結藥配伍；子宮頸癌患者，清熱解毒藥常與化瘀解毒、破積軟堅藥配伍。我們在臨證中體會，使用清熱解毒
藥時不能離開辨證，並把辨證與辨病相結合，才能在腫瘤治療中起到更好的作用。 

陳抗生醫師強調，清熱解毒藥多為苦寒峻猛之品，久服易傷脾敗胃。陳醫師經長期臨證觀察，癌症患者多
見脾胃虛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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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枝蓮屬苦寒但藥性平和之品，對人體正氣無明顯損傷，故一般劑量
可用30g；山豆根是香港政府衛生署《中醫藥條例》附表1中藥材，屬曾與香港不良事件有關的有毒性的中藥材，
政府嚴格限制內服量為3-6g （《中華本草》煎湯內服量為6-12g），凡脾胃虛寒泄瀉者忌服，孕婦慎服[4]；山
慈菇有小毒，一般用量為3-9g；重樓原名蚤休，又名七葉一枝花，俗稱草河車，有小毒，一般用量為3-10g。陳
醫師認為，凡有毒性的中藥不宜長期服用，可與其它清熱解毒藥交替應用。龍膽草等藥對消化道有一定的刺激
作用，易致噁心，一般用10g左右; 龍葵長期應用對肝功能有影響，故肝功能異常者慎用，若長期應用要監測肝
功能；對於正接受化療、放療或正氣虛虧甚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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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熱毒內蘊證候。若癌症患者出現放化療的毒副
反應以熱毒內蘊為主者，清熱解毒則為常用之治法，臨床選用清熱解毒類方藥與放化療配合應用，可獲良效。
陳醫師強調，晚期癌症或年老體弱和小兒患者，應酌減清熱解毒藥劑量為宜。若長期大量應用清熱解毒藥，宜
加益氣養陰藥物如女貞子、枸杞子、黃芪、黨參、太子參等，使「扶正抑瘤」的功效穩固確切。 

                      

2 活血化瘀藥應慎重選用 
活血化瘀藥是以通利血脈，促進血行，袪除瘀血為主要作用的藥物，臨床常用於治療「血瘀證」。陳抗生

醫師經過長期臨床實踐，從不同角度證實，腫瘤患者常因痰、瘀、毒、虛互相交結而致病，確實存在不同程度



的「血瘀症」。因此，在辨證選方用藥中，也多會選用「活血化瘀藥」。陳醫師指出，活血化瘀藥在癌瘤治療
中的作用，只要通過辨證施治慎重選用，其療效是肯定的。但活血化瘀藥是否能促進腫瘤轉移，在中醫業界中
尚存爭議。陳醫師應用活血化瘀藥善於結合現代藥理學研究，在辨證中慎重選取，常可增強療效。根據國內文
獻報導[5][6]：血液粘度與轉移關係密切，在一定條件下，增高血液粘度，可促進轉移。而活血化瘀藥可降低粘稠
度，改善血液高凝狀態。現代藥理學研究證明[5]：莪朮、虎杖、穿山甲、淩霄花、赤芍可改善血液高凝狀態，
減低致癌的機會，對小鼠肺癌、黑色素瘤自發肺轉移有明顯抑制作用。赤芍提取物可延長凝血酶元時間，並對
小鼠Lewis肺癌和黑色素瘤自發肺轉移有明顯抑制作用。另有實驗證明[5]：應用赤芍、丹參、地鱉蟲、桃仁、紅
花組成的活血化瘀注射劑，可降低血漿的粘稠度，抑制腫瘤細胞與阻止轉移發生。姜黃為活血袪瘀藥，歐美醫學
科學家對植物藥姜黃的抗癌作用研究也有很多報導，在實驗研究中證實姜黃有促使癌細胞凋亡的功效[10]。國內研究
證明[8]，姜黃素可抑制多種腫瘤細胞生長，顯著減少腫瘤數目，縮小瘤體體積。大量臨床研究報導[9]，對多種腫
瘤，如結腸癌、肝癌、卵巢癌、乳腺癌、膀胱癌等具有增殖抑制和淍亡誘導作用。它既可抑制腫瘤新生血管生
長，抑制癌細胞穿過基底膜轉移（尤以對乳癌、肝癌有強烈抗侵襲作用），調節癌細胞轉移基因，阻斷癌細胞
信號傳遞。並可明顯抑制胃癌細胞增殖，促進加速胃癌細胞凋亡和對結腸癌細胞有抑瘤作用。活血化瘀類中藥
可改善血液流動力學，降低腫瘤細胞與血管內皮細胞黏附並在循環中形成瘤栓的能力，減少腫瘤細胞從循環中
游 出 的 機 會 ， 從 而 抑 制 腫 瘤 轉 移 ， 已 得 到 現 代 藥 理 學 研 究 證 實 [ 5 ] - [ 7 ] 。 
陳抗生醫師治療肺癌的經驗證明，肺癌是因虛與邪毒入侵得病，由於痰、濕、瘀、毒凝結肺臟，導致痰凝氣滯，
氣血瘀阻肺絡。尤以肺熱痰瘀型病例，常因痰瘀互結，加重病情。故在治療上以清肺袪痰，化瘀散結為治則。
處方用藥重視痰瘀同治，選用葦莖湯（《千金要方》）合桃紅四物湯（《醫宗金鑒》）加減。既使處方達到葦
莖湯的清肺化痰，逐瘀排毒功效；又在處方中加上有清熱解毒抑癌、活血袪瘀消癥的半枝蓮；再佐以桃仁、赤
芍、川芎等可瀉血份之結熱，有活血化瘀消癥功效的中藥，使療效更為確切。若晚期肺癌患者出現頑痰咳喘，
陳醫師也注意選用「益腎固氣，痰瘀同治」的治法，常在金匱腎氣丸（湯）加味中，加上地龍、川芎通絡袪瘀
止痙，兼有清肺平咳喘的中藥，常可提高療效。 

丹參的抗癌臨床應用尚受爭議，有實驗研究證明，活血藥丹參可促進Lewis肺癌轉移，使人聯想到活血藥會
不會促進癌細胞從原發灶脫落而轉移，故應慎重選用[5][6]。丹參經臨床研究試用於多種癌瘤的聯合治療，發現丹
參有對抗「治癌藥」的增效作用[8]。陳醫師指出，丹參是活血化瘀，消癥散結的常用藥。在抗癌臨床應用雖有
不少學者提出異議，但也有大量研究證明丹參具有抗腫瘤作用。根據國內文獻報導，丹參的抗癌作用主要在於
抑制細胞增殖和DNA合成，誘導細胞分化和凋亡，增強荷瘤小鼠的免疫調節作用，以及放射增效作用。並對化
療、放療引起的損傷有一定保護作用[8]。丹參與化療藥物合并使用，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肝癌細胞對化療藥物
的敏感性，其作用機理為丹參在改善全身血液循環的同時，可提高瘤體的血流量，改變腫瘤細胞的無氧酵解，
有利於化療藥物的滲入和提高化療的敏感性[18]。陳抗生醫師在抗癌辨證選藥中，善於把香港的臨床實踐與現代
藥理學研究相結合選藥，並很重視肝癌接受化療的患者加上丹參；也重視在接受放射性療法的癌症患者處方中，
辨證選加丹參，既使癌患者對放療引起的損傷有一定保護作用，從而減輕毒副反應；又可輔助提高放療的功效。
陳醫師指出，根據國內研究證明[8]，放射性治療失敗的原因常因癌細胞血供不足，影響灌注量和腫瘤乏氧細胞
的影響。丹參酮可改善微循環，提高對癌細胞的灌注量；又可減輕或消除癌細胞的乏氧狀態，增強放射線對癌
細胞的殺傷力，從而提高放射治療功效。 

癌症晚期的氣血雙虧患者，尤應慎用活血化瘀藥。陳抗生醫師在香港長期臨證中體會：氣血雙虧的癌症患
者，癌症轉移率可隨活血化瘀作用的加強而增高。根據現代臨床研究證明，氣血雙虧的癌患者，若血小板數量
及聚集率明顯下降，凝血時間明顯延長，纖維蛋白分解產物（FDP）增高時，應盡量降低方劑中活血化瘀強度，
以避免促進肺癌轉移[11]。陳抗生醫師強調，許多中藥具有雙向調節作用，臨床應用一般不會單用活血化瘀藥治
癌，往往在辨證組方中與益氣藥、助陽藥、養陰藥等補虛藥配合應用。臨床實踐證明：在扶正抑瘤的組方中配
伍應用活血化瘀藥，有可能實現讓癌細胞既不脫落，又不易在遠處黏附的目的[12]。所以，惡性腫瘤的中醫治療



應慎用活血化瘀攻法，尤以氣血雙虧的癌患者更應慎用，在應用活血化瘀中藥時，應注重以「扶正抑瘤，益氣
袪瘀」為治則組方，使療效穩固。 

 

3 軟堅散結藥應避免濫用 
軟堅散結藥是腫瘤科常用的軟化腫瘤，促使瘤體縮小與消散的藥物。陳抗生醫師指出，山慈姑、夏枯草、

土貝母、牡蠣、莪朮等為臨床常用的軟化腫瘤，促進腫塊消散，並對癌細胞有抑制作用之中藥[5]。根據現代藥
理學研究：山慈菇具有軟堅散結、清熱解毒的功效，它的抗癌活性物質為秋水仙鹼，對細胞的有絲分裂有抑制
作用，並能抑制血流中的癌細胞，減少癌的血行轉移。經動物試驗表明，本品對小鼠S180、肝癌實體型、淋巴
肉瘤等有抑制作用和抗輻射作用，並對多種動物移植性腫瘤有抑制作用[5][18]；夏枯草為清肝火，散鬱結的中藥。
臨床用藥多見於甲狀腺癌、乳腺癌、肝癌、喉癌等。動物試驗證實，本品對小鼠肉瘤180及艾氏腹水癌、宮頸癌
有抑制作用[18]；土貝母有化痰散結、解毒消腫的功效，多應用於鼻咽癌、乳腺癌、淋巴肉瘤、白血病、胃癌等
治療。體外篩選，土貝母有抗腫瘤活性的作用。現代研究證明，土貝母結晶D對小鼠肉瘤180及艾氏腹水癌、肝
癌、宮頸癌有一定抑制作用[18]；牡蠣有軟堅散結、平肝潛陽、斂汗固濕的功效，臨床多用於主治肝癌、肺癌、
乳腺癌、鼻咽癌、神經瘤、甲狀腺腫瘤等各種實體癌瘤和瘰癧痰核、痞塊瘕疝等。現代研究證明，本品全體提
取的粗品，對小鼠肉瘤180及克雷布斯2有抑制作用。藥敏試驗證明本品對腫瘤細胞有抑制作用，其熱水提取
物能使抗體產生數量明顯增高，提示有免疫增強的作用[18]；莪朮有破血袪瘀、行氣消癥的功效，臨床主治
宮頸癌、子宮內膜癌、卵巢癌、淋巴肉瘤、黑色素瘤、白血病、肝癌、胃癌、結腸癌、膀胱癌、乳腺癌等[8][18]。
實驗研究證明，莪朮對多種瘤株生長有明顯抑制和破壞作用，其抗腫瘤機制主要表現為殺傷癌細胞，誘導癌細
胞凋亡和分化，通過抑制腫瘤新生血管產生而抑制轉移，逆轉癌細胞耐藥，減輕其它抗癌藥物的毒性和促進機
體對腫瘤的免疫排斥反應等[8]。莪朮具有抑殺癌細胞和增強機體免疫力的雙重作用，這與一般化療藥物在抑制
癌細胞生長同時，也抑制機體的免疫機制有著重要區別。本品制劑治療宮頸癌，原發性肝癌均有滿意療效[8][18]。
陳抗生醫師在應用莪朮時，善用黃蓍與莪朮組成「藥對」，使活血消積不傷正，益氣扶正不留邪，達到益氣與
活血並舉，加強軟堅散結之功效。以乳腺癌為例，患者周某，女，68歲，已婚，2014年2月7日初診。因右乳癌
已行手術與化療後一年餘， 近發現右鎖骨下淋巴結腫大，癌指數顯著增高，疑診乳癌復發或轉移，因拒絕西
醫進一步手術而轉中醫治療。患者胸脅脹痛，鬱悶心煩，口苦咽乾，舌質淡，苔微黃，脈弦滑。屬乳癌術後肝
鬱氣滯型，治以疏肝理氣，化痰散結。選用消遙散（《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加減。處方：柴胡10g，枳實15g，
當歸10g，白芍12g，郁金12g，全瓜蔞10g、夏枯草15g，莪朮10g，黃蓍30g，半枝蓮30g，重樓10g，姜黃12g，
甘草6g。水煎服，每天1劑，連服12劑，銷骨下淋巴結消失。再以原方辨證加減，連服36劑，經西醫復診檢查，
未觸及淋巴結，癌指數降至正常，其它項目檢查無發現陽性病理徵。陳醫師指出，乳癌患者常因肝氣鬱結，失
於調達，阻滯乳中經絡及脅絡，日久氣鬱化火，瘀毒痰凝而致病。本患者治以疏肝解鬱結，益氣化痰瘀，軟堅
散癥結。處方中的柴胡疏肝解鬱，使肝氣條達；枳實破氣消積，消痰除痞；當歸、白芍養血活血，益陰柔肝，
緩急止痛；郁金、姜黃行氣活血，袪瘀化痰濁；半枝蓮、重樓清熱解毒，袪瘀化濁，散結抑癌；全瓜蔞、夏枯
草、莪朮滌痰散結消積，消散癰腫瘡毒；黃蓍益氣袪瘀，扶正抑瘤，加強軟堅散結之效。全方合用，確有扶正
抑瘤，清毒散結之功效。 

陳抗生醫師強調，軟堅散結中藥不能泛用。根據《醫宗金鑒‧婦科心法要訣》云：「凡治諸癥積，宜先審身
形之壯弱，病勢之緩急而治之。如人虛，則氣血虛弱，不任攻伐，病勢雖盛，當先扶正，而後治其病；若形證
俱實，宜先攻其病也。經云：大積大聚，衰其大半而止，蓋恐過於攻伐，傷其氣血也。」說明在辨證施治中，
處理好「扶正袪邪」的重要性。尤以晚期癌症患者不可強求散結，應以扶正為主，使癌症患者的生活質量得以
提高，延長帶瘤患者的生存時間。因為腫瘤是一種全身性疾病的局部表現，對於局部邪實的腫瘤治療，應嚴守
辨證施治，以「扶正抑瘤，帶瘤生存」為主要治則，從而達到「人瘤共存」的治療目的。 

 



4 正確認識「補益中藥」在扶正抑瘤中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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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療法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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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醫師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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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治愈腫瘤。
近代腫瘤學研究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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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抗生醫師在臨證中充份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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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參是大補元氣，益氣固脫的補益藥，經現代藥理學研究證明，它既可提高免疫功能，增強骨髓的造血功
能；並可誘導腫瘤細胞凋亡、分化以及抑制轉移、擴散，對肥大細胞瘤、白血病、骨肉瘤、惡性淋巴瘤等腫瘤
生長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等[8]。黃蓍是扶正補氣要藥。現代研究證明，黃蓍多糖（APS）有廣泛的生物活性，
其抗癌作用是通過提高腫瘤患者的免疫功能而實現[18]。它通過促進機體的體液免疫，提高網狀內皮系統
的吞噬功能，誘導體內抗癌因子干擾素的產生，增強LAK細胞抗腫瘤活性，有利於癌症患者的細胞免疫
增強[18]。黃蓍對輻射所致的免疫系統損傷有一定保護作用，並可改善骨髓造血微環境，促進造血功能恢
復，故對癌患者因放射性治療導致骨髓造血功能損害，有防治功效[8]。國內學者在臨床研究中證明[1][5][17]：
以益氣藥人參、黃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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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羊藿、肉蓯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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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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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性腫瘤是當今危害人類健康和生命的主要疾病，也是醫學界公認的第一大研究難題。在以西醫為主流醫
學的香港，前來中醫診治的癌症患者，大多經西醫確診，並已接受手術、化療、放療而導致體質虛弱的患者。
這類患者，取用「扶正抑瘤，帶瘤生存」的治法尤為重要。陳抗生醫師重視國內中醫文獻中的成功經驗，注意
把近年出現的抗癌驗效復方與香港的臨床實踐相結合，使扶正抑瘤的功效加強。以中藥康艾注射液為例，本復
方以人參、黃蓍、苦參組方，主要用於治療肺癌、原發性肝癌、直腸癌、婦科惡性腫瘤、淋巴癌、白細胞減少
症等。在癌症輔助治療中，可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增強免疫力，並可改善骨髓的造血功能和增加外周白血細
胞、血紅蛋白等。本復方的扶正抑瘤和明顯的減毒增效作用，對抗癌治療和促進術後恢復，確有一定優勢[14]。
因人參是大補元氣要藥，有補氣攝血，調暢氣血，扶正抑瘤的功效；黃蓍補氣生血，益氣袪瘀，益衛固表，升
陽舉陷，拔毒生肌，是補中益氣、扶正抑瘤要藥；苦參清熱燥濕，抑瘤除癰腫。陳醫師在香港治療許多體質虛
弱的晚期癌症，經辨證施治組方再加入人參10g，黃蓍30g，苦參10g並不斷調治，確能增強患者具有「扶正」
與「提高生活質量」的功效。 

當歸具有補血活血的功效，大量臨床研究與實驗研究證明，當歸是現代中醫治療癌腫的常用藥[15]。陳抗生
醫師在癌症用藥中，注意到當歸既能補血，又能活血，是「和血」與治「血病」的要藥。正如《景岳全書‧本草
正》云：「當歸，其味甘而重，故專能補血；其氣輕而辛，故又能行血。補中有動，行中有補，誠血中之氣藥，
亦血中之聖藥也 」。加上當歸的現代藥理學研究證明，其補血活血功效既有促進機體造血功能，并有顯著的免
疫調節，抗輻射損傷和抗腫瘤的功效[8]。惡性腫瘤為「本虛標實」之證，本虛以氣血虧虛為主，加上香港中醫
門診的癌症患者多經手術、化療、放療而導致貧血及損害造血功能，產生各種血虛諸證的「血病」，故當歸在
組方中常為要藥。中藥藥理學研究證明，當歸多糖對動物移植性腫瘤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如對艾氏腹水癌、Lewis
肺癌、腹水型肝癌等均有抑制作用，並能延長荷瘤小鼠的生存期[8]。本品也能抑制肺腺瘤，減少6-MTU引起的
甲狀腺癌和由吲哚引起的小鼠骨髓白血病，降低小鼠自發乳腺癌及自發白血病的形成過程，並可顯著地促進腫
瘤患者對化學藥物、放射性治療引起的白細胞減少的恢復，減輕抗癌化學藥物的毒性，延長放射大鼠的生存時
間[18]。陳抗生醫師在香港的中醫門診常遇到一些經西醫化療產生毒副反應的癌患者，因化療藥物可導致患者正
常細胞及癌細胞同時受損，降低機體的抗癌能力和產生毒副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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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抗生醫師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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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以出現骨髓抑制，陳醫師在辨證施治組方的基礎上，常加當歸等組成
復方，以當歸、靈芝、人參、阿膠、鹿角膠等益氣補血，促進造血功能康復的中藥組方，可使骨髓造血功能康
復，療效確切，充份顯示中醫藥的優勢。 

陳抗生醫師對腫瘤虛證的辨證，很重視臟腑虛損的內在聯繫，長期臨床研究證明，腫瘤患者正氣的強弱與
脾腎密切相關。正如張景岳云：「凡脾腎不足及虛弱失調之人，多有積聚之病。」陳醫師指出，脾為後天之本，
氣血生化之源，主運化水穀精微，若脾虛失健運，則生化無源，氣血虧虛，百病易生；腎為先天之本，閉藏精
氣，是機體生命活動之本。腎中精氣包括腎陰腎陽，即元陰元陽，它是各臟腑陰陽之根本。因脾氣的健運有賴
腎陽的不斷溫煦，在病理上若脾氣虛弱或脾陽不足，日久必傷及腎陽，故有「五臟之病，窮必及腎」。所以，
陳醫師在治癌經驗中強調扶正袪邪治癌，應重視健脾益腎。尤以惡性腫瘤發展到晚期，大多經過多種袪邪治法，
使正氣受戕。許多癌症患者常因手術和多次化療損傷脾腎之陽；又因放療和反覆化療損傷脾腎之陰，顯示一派
脾腎兩虛之徵象。所以，陳醫師在臨床治療惡性腫瘤時，注意到應用黨參、白朮、枸杞子、女貞子等具有健脾
益腎、抗癌解毒的復方（健脾益腎方）在腫瘤治療中的作用及其機理的探討[16]，經研究證明健脾益腎復方具有
增效抑瘤作用，並可保護骨髓，提高骨髓的造血功能，增強骨髓細胞DNA合成，減輕化療抑制骨髓造血功能的
作用。陳醫師多年來重視吸收此項研究成果，並結合香港治癌的臨床實踐經驗辨證施治，常獲佳效。陳醫師在
調補脾腎的辨證施治中，特別重視「健脾益氣生津」和「滋補腎陰腎陽」之法。若患者脾陰虛弱，胃陰不足者，
治當養陰潤燥，但勿忘滋補腎陰，以固護生津之源。在調治腎陰虛時，慣於配用肉蓯蓉、淫羊藿等「陽中求陰」
中藥；若脾氣虛弱，氣血不足，日久損傷陽氣者，治當益氣健脾，但勿忘溫補腎陽，以溫煦脾陽。在調治腎陽
虛時，善於伍用熟地黃、女貞子、墨旱蓮、枸杞子、鱉甲、龜板等血肉有情之品，使之達到「陰中求陽」。陳
老中醫再補充說明，在扶正治癌中，無論是健脾還是補腎，均應重視顧護胃氣，可選用谷麥芽、神曲、雞內金
等消導藥，使脾腎虛衰的癌症患者達到「陽得陰助而生化無窮，陰得陽升而源泉不竭」，並有補而不膩，補而
不滯，健胃消食，扶正抑瘤的功效。 

辨證論治是中醫治療疾病的特色和精髓，陳抗生醫師強調，中醫扶正治癌必須首先辨明正虛邪實，以中醫
辨證施治為遣方用藥的根本依據，在治癌時「扶正培本，首先辨證」很有必要。因為癌症患者先天稟賦各有不
同，體質也有陰陽偏盛偏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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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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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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