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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專家介紹] 程劍華教授，現職香港中文大學中西醫結合醫學研究所中醫專業應用教授、專業顧問。1982
年畢業於江西中醫藥大學中醫系本科，曾任江西省腫瘤醫院中西醫結合科主任，廣東省中醫院腫瘤科副主任。
以優秀專才移居香港，先後在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任職副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學中西醫結合醫學研究所臨床與
研究工作，是香港有限制註冊中醫師。程教授專治各種腫瘤和內科雜病，科研範疇以中醫藥舒緩癌症患者放、
化療毒副作用，及減低腫瘤復發和轉移等，頗有成效。 
 
[摘要] 控制癌性疼痛被WHO列為全球綜合規劃四大重點之一。現代醫學在治療癌性疼痛時所使用的「三階梯」
療法固然有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不少弊端，祖國醫學運用其獨有的理論體系，分型論治對癌性疼痛施以中藥內
服、外用等方法，除了減輕癌症患者的痛苦，更具有調節機體免疫和抑瘤的作用，為癌性疼痛的治療作出一定
的貢獻。 
 

[關鍵詞] 癌性疼痛；中醫藥治療 
癌性疼痛是癌症患者的一個常見的、主要的症狀，在非轉移的癌症患者中約15%有疼痛，在接受治療的成

人和兒童中，50%的患者有不同程度的疼痛。根據WHO的統計，目前全世界每年新發生的癌症患者約700萬，
其中約300~500萬癌症患者未能得到及時和有效的治療。癌性疼痛是一個普遍的世界性問題，是惡性腫瘤難治
的主要症狀之一，WHO已將癌痛的控制列為全球癌症綜合綜合規劃四大重點之一。現代醫學治療癌痛主要用
WHO推薦的「三階梯」療法，但長期使用鎮痛劑毒副作用大，成癮依賴性強，並受患者耐受性的限制，致使部
分病人止痛效果欠佳。近年來，祖國醫學以其獨特的理論體系採用中藥內服、外用等方法，開展對癌性疼痛的
治療研究，取得滿意的進展。本文對近年以來治療癌性疼痛的臨床近況綜述如下，供同道參考。 

 

1 內服治療 
1.1 辨證分型治療 
張宗岐[1]將肝癌疼痛按早、中、晚三期治療，早期多為肝鬱氣滯型，用柴胡、赤芍、當歸、白朮、枳殼、

生甘草、香附、烏藥、郁金、八月札；中期多為氣滯血瘀型，用五靈脂、當歸、川芎、桃仁、丹皮、赤芍、川
楝子、烏藥、延胡索、生蒲黃、甘草、枳殼；晚期多為本虛標實，痰瘀互結或濕瘀互結，多用炙鱉甲、黃芩、
柴胡、鼠婦、赤芍、厚朴、丹皮、半夏、人參、黃芪、蟄蟲、茵陳、山梔、大腹皮、延胡索、烏藥。劉魯明[2]

等 將 癌 性 疼 痛 分 為 六 個 證 型 用 藥 ： （ 1 ） 氣 虛 型 用 黨 參 、 黃 芪 、 白 朮 、 茯 苓 ， 
（2）氣滯型用枳實、厚朴、柴胡、八月札，（3）濕阻型用蒼朮、厚朴、枳殼、半夏，（4）濕熱型用茵陳、大黃、
澤瀉、豬苓，（5）陰虛型用沙參、麥冬、生地、枸杞子，（6）血虛型用蒲黃、五靈脂、延胡索、茜草；採用
四步止痛階梯治療法治療486例，疼痛消失率52.1%，其中肝癌止痛有效率91.9%，大腸癌止痛率86.1%，惡性
淋巴瘤止痛率68.2%，食道癌、肺癌、乳腺癌術後放療所致疼痛止痛率100%。 

1.2 單方治療 
張明[3]用複方馬錢子膠囊（每粒含馬錢子、甘草各0.25g）觀察馬錢子治療癌性疼痛的效果，治療82例中度

以上癌性疼痛的中晚期腫瘤患者，完全緩解24例，部分緩解28例，輕度緩解16例，無效14例，總有效率為82.9%。



趙富蘭[4]用全蠍罌粟殼湯（全蠍、莪朮、雞血藤、元胡、製川烏、黃芪、藤梨根）治療晚期癌性疼痛32例，顯
效7例，有效21例，總有效率90%。李建新[5]用速效救心丸合三七粉治療符合WHO有關分級標準的中、重度癌
性疼痛患者35例，食管癌8例，顯效5例，有效1例，總有效率87.5%；胃癌20例，顯效14例，有效6例，總有效
率100%；肝癌7例，顯效2例，有效3例，總有效率71.43%。鄧澤民[6]用癌痛甯湯（黃芪60~200g，黨參40~100g
或西洋參10~15g，甘草6~10g，桃仁、紅花、補骨脂、杏仁各10~15g，枸杞子、麥冬各20~40g）。治療73例，
顯效36例，有效33例，總有效率94.5%。郭志雄[7]用抑癌定痛湯（三七、丹參、元胡、台烏、蚤休、黃藥子、
山慈姑、薏苡仁）治療81例癌痛患者，0-3級分別為0、3、47、31例，治療後0-3級分別為36、16、18、11例。
瞿範[8]用中藥止痛抗癌方（三棱、莪朮、製乳香、當歸、蜈蚣、土茯苓、製半夏、製甘草）治療癌性疼痛144例，
完全緩解45例，明顯緩解38例，中度緩解25例，輕度緩解22例，無緩解14例，總有效率90%。趙建成[9]等用止
痛飲（罌粟殼、威靈仙、元胡、五味子、靈芝、何首烏、五靈脂、馬錢子、天仙子）治療癌痛40例，完全緩解
28例，部分緩解9例，無效3例，總有效率為92.5%。譚曉雲[10]等用身痛逐瘀湯加味（秦艽、紅花、牛膝、川芎、
五靈脂、延胡索、枳殼、香附、地龍、甘草、羌活）治療骨轉移癌痛28例，顯效7例，有效18例，總有效率82.1%。
劉昭坤[11]用芍藥甘草湯為主（白芍60~250g，炙甘草15~60g。刺痛者，加元胡；脹痛者，加木香；氣虛者，加
黃芪，甚者加人參；血虛者，加當歸、阿膠；濕濁內阻者，加半夏、茯苓；便秘者，加大黃；便溏者，加罌粟
殼）治療癌症晚期疼痛，顯效12例，有效22例，總有效率85%。胡新全等[12]用加味芍藥甘草湯（生白芍、白花
蛇舌草、生半夏、淫羊藿、細辛、蜈蚣、甘草、雞內金，服藥後臥床並用麥麩配冰片熱敷）治療癌性疼痛32例，
完全緩解13例，明顯緩解16例，輕度緩解3例，總有效率90.6%。 

 

2 外治法  
外治主要利用敷、貼、熏、洗、滴、吹等方法，將中草藥製劑施於體表或從體外進行治療，主要利用藥物

透過皮膚、黏膜、腧穴、孔竅等部位直接吸收，發揮整體和局部調節作用，是中藥治療癌痛最常用的方法之一。
其特點是止痛迅速，使用安全，毒副作用小。在《醫學源流論‧ 薄貼論》中即提出：「若其病既有定所，在於
皮膚筋骨之間，可按而得之者，用膏貼之，閉塞其氣，使藥性從毛孔而入，其腠理通經貫絡，或提而出之或攻
而散之，較之服藥有力。」 

2.1 痛處及穴位體表外敷：蘆蓮菊[13]用痛舒膏由（馬錢子、木鱉子、川烏、草烏、乳香、沒藥、甘遂等21
味中藥組成）加熱軟化後貼敷於最痛部位或相關穴位治療100例癌症患者，完全緩解52例，部分緩解41例，無
效者2例，總有效率93%。夏黎明等[14]用鎮痛膏（甘遂、元胡、冰片、血蠍、威靈仙、芙蓉、乾蟾皮、地鱉蟲）
外敷痛處皮膚上，治療癌痛57例，收到良好的緩解疼痛效果。韓子敏等[15]用中藥（生梔子30g，川烏、五靈脂、
水蛭、土鱉蟲、壁虎、黃藥子、馬錢子各15g，蜈蚣、樟腦、冰片各8g共研末，陳醋調糊敷於疼痛中心區及不
同穴位上治療癌痛44例，對輕、中、重度疼痛有效率分別為66%、81.8%和100%，總有效率100%，且對胸痛、
脅痛鎮痛效果較好。鄧力[16]用癌痛克控釋透皮藥貼（蜈蚣、蟾蜍、地龍、狼毒、麝香、等藥組成，具有活血去
瘀、攻毒排毒、散結止痛的作用）以劇痛點為中心貼敷27例癌痛患者，結果Ⅱ級疼痛20例，完全緩解17例，部
分緩解3例；Ⅲ級疼痛7例，完全緩解2例，部分緩解3例，輕度緩解2例，總有效率92.59%。莫笛[17]用癌痛靈（紅
烏桕、木鱉子、乳香、沒藥、小茴香、白芷、丁香、蓖麻仁等）治療晚期癌痛16例，顯效10例，有效5例，無
效1例，總有效率93.8%。田華琴等[18]採用散結祛瘀、攻毒止痛類中藥（蟾酥、製馬錢子、毛麝香、徐長卿、冰
片，用白藥膏調）配伍製成癌理通膏劑外敷，40例患者中疼痛減輕或穩定者19例，止痛效果明顯優於安慰劑組，
且血小板數量降低，說明癌理通有降低血小板數目，改善癌症患者的高凝、高黏滯狀態的作用。孫金芳等[19]用
痛舒膏（由馬陸、川草烏、獨角蓮、馬錢子、苦參、皂角刺等藥物組成）和硫酸嗎啡聯合用藥者作為治療組，
單純服用硫酸嗎啡者作為對照組。結果表明，治療組癌性疼痛緩解有效率為92.68 %，對照組為76.32 %。和勁
光[20]用中藥止痛膏（罌粟殼、延胡索、赤芍、白芍、紅花、莪朮、薏苡仁、冰片等）配合直線加速器射線體外
照射治療癌性骨轉移疼痛33例。治療4周後，疼痛完全緩解24例，部分緩解4例，輕度緩解5例，總有效率為84 .85 



%。 
2.2 外塗法：李佑民等[21]冰紅酊劑（1000ml 70%酒精加紅花60g，浸泡7天，過濾後加冰片90g，蟾蜍40g，

浸7日後分裝）搖勻，塗肝部疼痛區3~4遍，1次/3~4小時，7日為一療程，治療肝癌疼痛42例，結果Ⅰ級疼痛4例
均緩解；Ⅱ級疼痛27例，顯效8例，有效14例，無效5例，有效率81.48%；Ⅲ級疼痛11例，顯效1例，有效7例，
無效3例，有效率72.72%，臨床總有效率80.95%。楊瑞利等[22]自組方（朱砂、乳香、沒藥各15g，冰片30g，
米酒500ml）塗於痛處，治療癌痛30例，結果完全緩解27例，緩解率為90%。陳白麗等[23]自組方（朱砂、乳香、
沒藥、冰片各30g，人參10g，冬蟲夏草5g，米酒1000ml）塗於痛處，治療癌痛16例，其中12例塗後30分鐘內
疼痛消失，2例1小時後止痛，1例症狀減輕，無效1例。 

2.3 灌腸法：劉如瀚[24]用手拈散加味（手拈散由延胡索、沒藥、香附、五靈脂各10g組成）灌腸治療癌性疼
痛30例，結果顯效10例，有效17例，總有效率90%。該法在止痛的同時，還可不同程度地縮小腫塊，促進胃腸
功能恢復。 

2.4 穴位離子導入法：萬冬桂等[25]藥用元胡、乳香、沒藥、丹參各100g，徐長卿150g，用75%酒精浸泡1
月以上。所得液加少量冰片及二甲亞碸，浸濕BG型電子止痛儀（北京東達新技術公司生產）的電極套，將電極
套入不同穴位上進行中藥離子導入。治療癌性疼痛18例，結果完全緩解3例，中度緩解12例，無效3例，總有效
率83.3%。 

2.5 藥膜法：潘惟傑[26]外治原發性肝癌、結腸癌術後肝轉移性腺癌、胰頭癌、膽管細胞癌，用穿山甲30g、
五靈脂20g，配合雷公藤根皮90g，白芥子30g，皂刺20g，生大黃30g，肉桂30g，加丙酮2000ml浸泡7天，去
渣，加阿魏90g，再加蟾蜍10g，硝酸纖維樹脂100g，完全溶解後塗於痛處皮膚1~2遍，2~5分鐘乾燥成膜後，
在下次用藥前揭去，每日3次或痛時即塗。治療癌性疼痛12例，結果顯效2例，有效4例，好轉3例，無效3 例。 

2.6 鼻吸入法：張立培等[27]用哭來笑去散（雄黃3g，川芎1.5g，火硝1.5g，製乳香1.5g，製乳沒1.5g，細
辛1.5g）經鼻粘膜給藥治療癌痛31例，顯效18例，有效10例，無效3例。 

 

3 針刺治療  
包括體針、耳針、電針、鐳射、磁療等多種以針灸經穴理論為指導的方法，雖手段不同，然異曲同工，其

控制癌痛無成癮性，應用方便[28]。單純的針刺治療癌痛注重手法的應用和部位的選擇。孫亞林等[29]採用齊刺留
針法，獨取天應穴，治療晚期肝癌疼痛患者80例，對照組40例為口服藥物，結果表明治療組臨床總有效率為96.2%，
高於對照68.3%（P<0.05）。金哲秀[30]運用針灸兩步法治療大腸癌，先針刺二間、陽溪調寒熱，再用艾灸調虛
實，共治療大腸癌27例，並與CAF（即環磷酰胺、阿黴素、氟尿嘧啶聯合靜脈注射）化療方案治療的39例作對
照。針灸組的總有效率為77.78%，對照組為58.97%；針灸組的腹痛、便秘（或腹瀉）、疲乏無力等症狀的緩
解率均高於對照組。胡俠等[31]運用腕踝針治療中晚期肝癌疼痛，根據疼痛部位及原發灶部位按腕踝針選區原則
進行定位，針刺入皮下淺層組織，針刺完畢後以膠布固定9~12h 。治療36 例，有效率為94.4%。 

 

4 結語 
儘管癌痛治療起來很棘手，中醫藥治療癌痛效果值得肯定，且有持續性、無成癮性和無耐藥性等特點。可

定位於WHO三階梯止痛方案的第一和第二階梯用藥，亦可作為癌痛第三階梯聯合用藥的優選，以減少阿片類藥
物的劑量，從而減輕阿片類藥物所帶來的毒副作用。中醫藥治療癌性疼痛的規模還是在日益擴大。這是由於中
醫藥治療癌痛具有不少優點，如無成癮性和毒副反應，可長期使用；藥物維持時間長；中醫藥治療癌痛除直接
止痛外，還可調節機體免疫功能和抑制腫瘤細胞。中藥鎮痛強調辨證與辨病相結合，強調內服與外敷同時使用，
只有這樣，才能取得較為滿意的鎮痛效果。因此中醫藥治療癌痛是臨床上值得推廣應用的一種有效方法。深入
開展中醫藥治療癌性疼痛的研究，不斷提高中醫藥治療癌性疼痛的療效，提高癌症患者的生存品質，是每一位
中醫藥研究者都將努力不懈的一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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