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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醫食同源」與「上工治未病」是醫學重要的疾病防治思想，癌症非為「絕症」，現代科學研究發現，
飲食防治癌症是可行的。根據香港老中醫陳抗生醫師經驗，把中醫食療學與現代研究相結合，合理的飲食，許
多綠色食品（包括蔬菜、水果、食用菌類和其他相關的綠色食品）及水產海產、中藥材等具有不同程度的防癌、
抗癌功能。現把香港常見癌症的食療簡述，促進癌症患者的康復。 

 

[關鍵詞] 香港常見癌症；飲食防治；名醫論析；陳抗生 
香港老中醫陳抗生有56年多的治癌經驗，自1963年起在國內中醫藥大學從事臨床、教學、科研工作，是全國高

等中醫藥院校統一教材《中醫藥膳學》的編委。移居香港36年多堅持在中醫治癌臨證中重視發揮《中醫食療學》
的優勢，把傳統的中醫治療學與現代研究相結合，從而提高治癌療效。 

「醫食同源」或「藥食同源」的觀念，在中華民族文化中早已形成。現存最早的中醫典籍《黃帝內經》，
創立了中醫基礎理論，也開創了藥膳食療的理論體系。《黃帝內經》把五穀與五畜的性味特點，分別與五臟功
能相關，根據畜穀不同的相應性味，對臟腑具有不同的促進和維護作用，充份表達藥膳運用的基礎理論，創立
了食物五味的概念，論證了五臟與五味的相關。正如《內經》云：「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
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 」。陳抗生醫師認為：中醫食療防癌抗癌在於利用食物補精益氣，扶助
正氣，使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達到「扶正抑瘤」的功效。所以，利用食物來影響身體各方面功能，使
之達到預防與輔助治療癌症是可行的。 

 

1 合理的飲食，可預防癌症 
癌症非為「絕症」，現代科學研究發現，1/3的癌症可以治愈，1/3的癌症可以預防，即使剩下的癌症患者，

只要合理調治，也可以像健康人一樣生活，帶癌也可以長壽[1]。陳老中醫認為，「治未病」是中醫學重要的疾
病防治思想，我國古代醫學早在 2000 多年前就明確提出。正如《周易、既濟卦》說「君子思患而預防之」；
《素問、四氣調神大論》強調「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靈樞、逆順篇》強調「上工
治未病，不治已病」。這些，充份體現了我國古代醫學預防為主、防重於治的醫學觀點。隨着人類對癌症認識
的不斷深化，逐漸認識到癌的預防是抗擊癌症最有效的武器。陳老中醫強調，飲食與癌症有很大的關聯，不良
的飲食習慣容易誘發癌症，長期臨床實踐經驗證明，若把「中醫食療學」與「現代營養學」相結合，常可使「飲
食防癌」的功效顯著提高。我們根據美國防癌委員會提出的防癌飲食標準，結合2008年中國衛生部及中國營養
學會頒佈的《中國居民膳食指南》和大量研究資料，把飲食防癌措施綜合如下。 

 
1.1 少食高脂肪食品： 
癌症的發生與大量攝入動物性脂肪有關，少吃肥豬肉、豬油、黃油、奶油、人造奶油、蛋黃、動物內臟等，

能在一定程度上預防癌症。現代研究證明[2][3]：若 減 少 飽 和 脂 肪 酸 的 攝 入，使 脂 肪 供 熱 比 減 少 至 20-30%，
可降低消化道癌、乳腺癌、心血管病的發生。 

 
1.2 多吃新鮮蔬菜、水果與薯類： 



蔬菜與水果的防癌抗癌效果和作用相似。世界衛生組織、美國農業部以及國際上對癌症的研究指出，每天
至少攝取7份蔬菜、水果，就可以使患癌症的風險降低20%[4]。在中醫食療學的大量研究證明，許多綠色食品（包
括蔬菜、水果、食用菌類和其他相關的綠色食品）均具有不同程度的防癌、抗癌功效[3]。 

 
1.3 經常吃適量魚及海鮮水產： 
魚含有不飽和脂肪酸，有降血脂，防止血栓形成的作用。魚又有扶正固本、防癌、抗癌的功效[5]。深海魚

是一種低脂肪高蛋白食品，有利於人體吸收，有助於提高免疫力，有利於預防癌症。加上深海魚肉含有豐富的
維生素A、維生素E及微量元素，是防癌抗癌的重要成分[4]。海參、海帶、紫菜、蝦、蠔等海鮮水產均有一定程
度的防癌抗癌功效。 

 
1.4 飲食應清淡、低鹽： 
大量研究證明，一半以上的癌症與飲食有關。所以，保持均衡的膳食，尤以保持清淡、低鹽的飲食很有必

要。成年人每天食鹽攝取量不宜超過5克，長期進食高濃度食鹽的食品，不但可以誘發心血管疾病，尚會引發胃
炎、胃癌及食道癌。 

 
1.5 少吃醃制、熏烤食品： 
熏肉、醃肉、臘肉、香腸、午餐肉、鹹魚等醃制食品含有大量亞硝胺、亞硝酸鹽等致癌物質，經常

食用易於致癌，故應少吃。醃肉、鹹肉不可再用油煎，否則易致癌。燒烤、熏烤食品含有多種致癌物，
如苯並芘、亞硝胺、環芳烴類等致癌物質，常吃易引發胃癌和腸癌。若進食熏肉、醃肉、臘肉、香腸、
午餐肉等，應同時進食含大量維生素C的蔬菜、水果，可有效地阻斷醃制食品的亞硝酸鹽轉變為亞硝胺
致癌物質。 

 
1.6 不吃放置過久或隔夜的蔬菜： 
蔬菜煮熟後放置過久，或隔夜蔬菜可產生大量亞硝酸鹽，再在胃酸環境下與食物中的「仲胺、叔胺和酰胺」

等反應，生成很強的致癌物N-亞硝胺。因亞硝胺是一種相當普遍及強烈毒性的致癌物質，它有強烈肝毒性，最
主要會引起胃腸道癌及肝癌、胰臟癌等。 

 
1.7 少飲啤酒： 
大麥及小麥釀出的啤酒含有草甘膦（Glyphosate，又稱：嘉磷塞），經世界衞生組織定為二級致癌物。美

國酒業協會發言人強調，相關酒類的草甘膦含量不高。根據加州環境健康災害評估辦公室（OEHHA）公開資料，
人體每日可吸收1100微克草甘膦，以青島啤酒計算，每天喝超過20公升（約140杯）才有可能出事。負責研究
的組織US PIRG表示：「檢測到的草甘膦含量不屬於危險水平，但健康風險值得關注」。因此，啤酒應少飲為
宜。 

 
1.8 切勿同時飲酒與吸煙： 
紅酒有補血活血，降低膽固醇，預防血栓、骨質疏鬆、老年痴呆等病症。由於含有白藜蘆醇，有降低癌細

胞的蛋白質功能，抑制細胞癌變及轉移。研究證明，適量飲紅酒雖然有益，但酒精可以溶解並轉送煙草中的致
癌物到肝臟、腎臟等重要器官，故在吸煙時絕對不能同時飲酒[5]。 

 
1.9 食品添加劑不宜多吃： 
食品添加劑可適量進食，但若長期食用含大量添加劑的食品是有害的，因為有些添加劑進入人體後會殘留



在細胞中，損害正常細胞，影響新陳代謝，容易誘發癌變。尤以市場常見的臭豆腐、皮蛋、鹹鴨蛋、味精、葵
瓜子、方便麵、烤牛羊肉、油炸食品等不宜多吃。   

 
1.10 禁食發霉變質的食品： 
霉變食品含大量致病真菌毒素，如黃麴霉毒素，會損害肝臟功能，並強烈致癌，臨床可見誘發肝癌、

骨癌、腎癌、直腸癌、乳腺癌、卵巢癌等，故應禁食。 
 

2 防癌、抗癌食品   
世界衛生組織 (WHO) 經過4500多份調查資料，分析和大量研究並經臨床實踐證明[2][6][7]：500多種綠色食

品（包括蔬菜、水果、食用菌類和其他相關的綠色食品）具有不同程度的防癌、抗癌功能。因此，國內專家根
據中國衛生部頒佈藥食兩用和保健食品條例，選出130種世界普遍公認的防治癌症食品。陳抗生醫師數拾年來在
香港堅持把「中醫食療」與「現代研究」相結合，指導中醫防治癌症的臨床實踐，現整理分述如下。 

 
2.1 蔬菜類防癌、抗癌食品                                                                                
中醫藥膳學認為：「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為蔬；菜則為蔬類植物的總稱。」李時珍指出：「凡草本之可茹

者謂之菜，韭、薤、葵、蔥、藿，五菜也。」可見，凡可作菜的植物，統稱為蔬菜。蔬菜的營養價值已為人們
所公認，它含大量的水份，豐富的碳水化合物、植物纖維素、多種維生素、無機鹽和芳香物質等，是人體維持
生命活動的必須品，也是中醫扶助正氣，祛除或抑制癌毒的保健品。根據大量臨床與實驗研究證明，甘藍（椰
菜花、西蘭花、椰菜）、芹菜、芥菜、油菜、黃芽白、萵苣、生菜、蕹菜、菠菜等均有不同程度的防癌、抗癌
功效。 

2.1.1 甘藍 (《本草拾遺》) 
甘藍（學名：Brassica oleracea L.）是十字花科植物，有多個變種。根據食用不同部位，如「花用甘藍」

有花椰菜（香港人稱之椰菜花）、綠花椰菜（香港人稱之西蘭花）；「葉用結球甘藍」，即常見的椰菜、捲心
菜、洋白菜、圓白菜；「葉用不結球甘藍」，即芥藍；「莖用甘藍」，即苤藍（撇藍）等都是大家喜歡食用的
蔬菜，若經常食用，有一定防癌、抗癌功效。 

[性味歸經]：甘、平，入肝、胃、腎經。 
[功效]：清利濕熱，散結止痛，健脾益腎，扶正補虛。 
[中醫論析]： 
(1).「中醫治癌」十分重視整體觀念，腎為先天之本，脾為後天之本，腫瘤正氣強弱與脾腎密切相關。因脾

為氣血生化之源，脾虛則運化乏權，生化無源；腎為內藏元陰元陽，是納氣之臟，也是其他臟腑陰陽之根本。
若脾腎虛衰，先天、後天之本不足，則正氣必然匱乏。故治癌求本，應重在脾腎。正如明．張景岳謂：「凡脾
腎不足及虛弱失調之人，多有積聚之病」。由於脾氣的健運有賴腎陽的不斷溫煦，若脾氣虛弱、脾陽不足，日
久必傷及腎陽，故有「五臟之病，窮必及腎」之說。  所以，十字花科植物甘藍具有益腎補虛之功，對扶助正
氣，增強祛抑癌毒之邪很有必要。  

(2). 甘藍具有清熱利痰濕之毒， 疏肝散結止痛之功，有助防治癌毒癥結及癌瘤止痛的功效。因腫瘤是癥結
積聚，常與痰、濕、毒凝聚有關，治當清熱利濕解毒，疏肝解鬱散結。而甘藍則具備此功效。 

進食注意：根據《中醫藥膳學》記載：「甘藍性平養胃，諸無所忌。」甘藍的吃法很多，生食，清炒，煮
湯，與其他食品混煮等，但以生食或以鮮品為最佳食法。 

 [現代研究]： 
甘藍是世界衛生組織曾推薦的最佳蔬菜之一，也被譽為甘藍絲天然「胃菜」，有一定的抗癌功效。 
(1). 花用甘藍—花椰菜（港譯：椰菜花）：花椰菜富含吲哚類成份，能抑制致癌物生長和分裂，有預防



癌症的功效。尚含多酚類成份，有很強的氧化作用，可促使癌細胞失去活性，具有抗癌作用。另外，花椰菜有
大量維生素C和多種維生素、微量元素等，既可抑制亞硝胺生成，又可增強免疫力，對防治癌症有輔助作用。 

據美國癌症協會報道，在眾多的蔬菜水果中，花椰菜、大白菜的抗癌效果最好。因花椰菜含有抗氧化防癌
症的微量元素，當今已被各國營養學家列入抗癌食譜，長期食用可以減少乳腺癌、直腸癌及胃癌等癌症的發病
率。  

(2). 綠花椰菜（港譯：西蘭花） ：西蘭花屬十字花科芸薹屬甘藍變種，其性味甘平，有清熱潤肺的功效。
由於含大量維生素C，具有很強的清除自由基作用，也可阻斷亞硝胺的形成。因亞硝胺是致癌物，與胃癌的發
病因素明顯相關。因菜花中含有豐富的β-胡蘿蔔素和多種維生素，具有很強的抗氧化性，能夠抑制癌細胞的生
長和擴散，尤其對乳腺癌、直腸癌、胃癌、子宮癌等有預防作用。 

(3). 葉用結球甘藍（港譯：椰菜）：中醫認為，椰菜味甘，性平。具有清熱散結，利尿解毒，潤腸通便，
通絡壯骨利關節，健脾醒胃，益腎補虛的功效。現代研究證明，椰菜具有高強度的抗氧化功能，能保護細胞免
受自由基傷害，又可分解亞硝胺。加上所含的β-胡蘿蔔素和維生素U，對消化道惡性腫瘤有預防作用。因維生素
U對胃、十二指腸潰瘍有止痛和促進癒合的作用，所以被譽為「天然胃藥」。 

2.1.2 芹菜 (《本草經集注》) 
芹菜（Apium graveolens）屬傘形科植物，本蔬菜有旱芹、水芹兩種，「旱芹」別名西洋芹、西芹、芹菜、

藥芹、富菜；「水芹」別名水芹菜、野芹菜、芹菜、馬芹、河芹、小葉芹。我國芹菜栽培始於漢代，至今已有
2000多年的歷史，古代中國芹菜亦用於醫藥，兩者功能相近，藥用以旱芹為佳。 

[ 性 味 歸 經 ] ： 甘 、 辛 、 微 苦 ， 涼 。 入 肝 、 胃 、 肺 經 。 
[功效]：清熱解毒，平肝除煩，祛風利濕，利水消腫，涼血止血。 
[中醫論析]： 
芹菜入藥以旱芹為佳，但兩者藥性功效相近。旱芹香氣較濃，又名「香芹」，亦稱「藥芹」。中醫認為，

芹菜性涼，味甘辛，無毒，入肺、胃、肝經。具有清熱解毒，祛風利濕，涼血止血，潤肺止咳，健胃利血，清
腸利便，利尿消腫，平肝除煩，健腦鎮靜，降低血壓和治肝陽頭痛的功效。常吃芹菜，尤其是吃芹菜葉，對預
防高血壓、動脈硬化等都十分有益。我們在臨證中體會，腦癌患者常因佔位性病變，導致顱內壓增高，引起頭
痛、嘔吐等症狀。芹菜具有清熱解毒，平肝降壓，調治肝陽頭痛之功，故有助腦癌患者降低顱內壓，改善因腦
壓增高而導致頭痛、嘔吐等症狀。芹菜尚有祛風利濕，利尿消腫之功，有助腦水腫的消除。根據《本草綱目》
記載：「旱芹，其性滑利」。所以，早芹確有清腸利便，解毒除穢之功，故有助大腸癌的預防。 

進食注意：(1).芹菜性涼質滑，若體質虛寒者不宜多吃，尤以脾胃虛寒，腸滑不固者，食之宜慎。(2).芹菜
所含營養成分多在菜葉中，進食應連葉一起吃，不要只吃莖杆丟掉了葉。因為常吃芹菜，尤其是吃芹菜葉，既
可防癌；也對預防高血壓、動脈硬化等都十分有益，並有輔助治療作用。 

[現代研究]： 
芹菜防癌、抗癌關鍵在於含有豐富的芹菜素，因芹菜素屬「類黃酮」，能抑制腫瘤細胞生長，誘導腫瘤細

胞雕亡，還能抑制腫瘤血管的形成和腫瘤細胞的侵襲和轉移。芹菜尚含豐富的蛋白質、碳水化合物、β-胡蘿蔔
素、B族維生素、鈣、磷、鐵、鈉等，有很強的抗氧化性，有助消除體內自由基，對增強癌患者的抗病能力是大
有裨益的。 

芹菜是高纖維食物，進食後經腸內消化液作用，產生一種木質素或腸內脂的物質，既可抑制腸內細菌產生
的致癌物質；又可促進糞便在腸內的排泄，減少致癌物與結腸粘膜的接觸，有助預防結腸癌的作用。 

2.1.3 芥菜（《千金‧食治》） 
芥菜（學名：Brassica juncea）是十字花科植物芥菜的嫩莖和葉，又名芥、大芥、芥子、黃芥、刈菜、大

菜、長年菜等。中國各地有栽培， 李時珍著《本草綱目》記載了醫用芥菜的藥用價值，是中國著名的特產蔬菜。 
[性味歸經]：辛、溫，入肺、胃、腎經。 



[功效]：宣肺豁痰，解毒消腫，利氣散結，溫中補陽，開胃消食，明目利膈。 
[中醫論析]： 
芥菜味辛性溫，對於平素體質虛弱，正氣虧虛，身寒肢冷的人群，有溫散裡寒，行氣通絡，溫中扶陽，益

腎開胃，從而提高正氣，增強扶正抑瘤的功效。因芥菜入肺經，對於陰濕內壅，痰瘀凝聚的肺癌患者，有通閉
豁痰，解毒消癰，祛瘀散結，助陽扶正的功效。正如《本草求真》記載：「芥性辛熱，凡因陰濕內壅而見痰氣
閉塞者服此，痰無不除，氣無不通……」。《隨息居飲食譜》又云：芥菜有「補元氣，利肺豁痰，和中通竅……」
之功效。因此，芥菜確屬肺癌患者「扶正抑瘤」的康復食療佳效蔬菜。 

芥菜尚入胃經，根據《本草綱目》云：「芥菜利膈開胃」，對胃部消化能力薄弱者，有開胃消食之效。尤
以晚期正氣虛衰，陰寒濕困，食滯納呆的癌症患者，芥菜有助「溫陽扶正，開胃消食」的功效，值得推薦。 

進食注意：芥菜性味辛溫，目疾、陰虛火旺者，慎食。 
[現代研究]： 
芥菜含豐富的吲哚類物質，可強化免疫系統，降低致癌物活性，從而達到預防癌症的作用。大量研究證明，

吲哚類有促進雄激素與雌激素的正常代謝，從而抑制癌細胞分裂，有預防乳腺癌、卵巢癌及前列腺癌的功效。
吲哚類還可以促進人體產生一種酶，加上芥菜含有豐富的葉酸和多種維生素、礦物質等，可使多種致癌因
素受抑制，確是一種有效的防癌蔬菜。另外，油煎過度之食物可產生「苯並芘」致癌物，吲哚類可抑制
「苯並芘」致癌物的活性，減少癌症的發生率。 

2.1.4 油菜（《本草綱目》） 
油菜（Brassica napus L.）屬於十字花科芸苔屬，它是十字花科白菜的變種，別名芸苔、胡菜、苦菜、寒

菜、苔芥、青菜等。香港大埔的沙螺洞也有豐盛的油菜花田。油菜按其葉柄顏色不同有白梗菜和青梗菜兩種。
白梗菜，葉綠色，葉柄白色，直立，質地脆嫩，苦味小而略帶甜味。青梗菜，葉綠色，葉柄淡綠色，扁平微凹，
肥壯直立，葉片肥厚，質地脆嫩，略有苦味。 

 [性味歸經]：辛、甘，溫。入肺、肝、脾經。 
[功效]：行滯活血，消腫解毒，寬腸通便，強身健體。 
[中醫論析]： 
中國古代油菜稱芸苔，東漢服虔者《通俗文》中已有「芸苔謂之胡菜」的記載。李時珍曰︰「此菜易起苔，

須採其苔食，則分枝必多，故名芸苔，而淮人謂之苔芥，即今油菜。」又云：「芸苔菜子、葉同功。其味辛氣
溫，能溫能散。」因此，在《本草綱目》中記載「治癰疽……散血消腫。」根據《開寶本草》曰：有「破癥瘕
結血」之功；《隨息居飲食譜》曰：有「破結通腸」之效。說明中醫對油菜（芸苔）的藥用早有認識，由於本
蔬菜長於行血滯，破結氣，散癥結之功；又有「甘溫扶正」之效，故對防治癌瘤會有一定輔助療效。 

進食注意：根據《中醫藥膳學》記載，麻疹後、目疾患者，不宜進食芸苔。 
[現代研究]： 
油菜為低脂肪蔬菜，且含有豐富的膳食纖維，能促進腸道蠕動，縮短糞便及致癌等有害物質在腸腔停留的

時間，從而改善便秘狀態，對預防大腸癌有好處。油菜中所含的葉綠素可促進人體排毒，強化細胞壁，增加血
液的含氧量，有助於增強免疫力，達到預防癌症的目的。油菜尚含植物性激素，能夠增加酶的形成，對進入人
體內的致癌物質有吸附排斥作用，故有防癌功能。美國國立癌症研究所發現，十字花科蔬菜如油菜可降低胰腺
癌發病的危險，值得推介。  

油菜含有豐富維生素C，胡蘿蔔素和鐵，是促進人體上皮組織和黏膜健美的重要元素，可抵禦皮膚
過度角化，愛美容的人士常吃油菜，可收到美顏的果效。  

2.1.5 黃芽白菜（《滇南本草》） 
黃芽白菜（學名：Brassica rapa pekinensis）是一種十字花科芸薹屬的葉用蔬菜，別名大白菜、結

球白菜、包心白菜、黃芽菜、黃矮菜、花交菜、膠菜、娃娃菜等，粵語叫「紹菜」，是民間經常食用的



有益蔬菜。 
 [性味歸經]：甘，平。入胃、膀胱經。 
[功效]：主益元氣，通利腸胃，養胃和中，利尿通便。 
[中醫論析]： 
中醫認為黃芽白菜性味甘平，有主益元氣，悅顏美容，養胃生津，除煩解渴，利尿通便，清熱解毒之功。

所以，它是清涼降泄兼補益扶正的良品。正如《食物本草》記載黃芽白菜有「主益元，補胃，悅顏色」。
《本草省常》也論述黃芽白菜有「利腸胃，安五臟，……消食下氣……久食令人肥健」。所以，黃芽白
菜具有補益元氣，扶正祛邪，健脾醒胃之功效，對增強患者「扶正固本，防治癌症」，是大有裨益的。 

根據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記載黃芽白菜「通利腸胃，除胸中煩，消食下氣」的啟示，我們在臨床實踐
中體會：黃芽白菜的滑利潤腸功效，有助清除五臟毒素，確是名副其實的通利排毒良藥，對防治結腸癌有一定
的輔助作用。 

進食注意：根據《中醫藥膳學》記載，「脾胃虛寒者，慎服」。 
[現代研究]： 
黃芽白菜對人體健康頗有益處，因含有豐富的維生素A、C、粗纖維及鈣、磷、鐵和吲哚-3-甲醇等，這些都

是天然無毒的防癌、抗癌物質。尤以富含豐富的木質素，它是一種不溶性膳食纖維，既可提高人體免疫細胞的
活性；又可促進腸蠕動，有利於對結腸癌的預防。又有研究指出，黃芽白菜含有一些微量元素，能調節與分解
女性雌激素，有助於對乳腺癌的防治。 

2.1.6 萵苣（《食療本草》） 
萵苣（學名：Lactuca sativa L.）是菊科萵苣屬植物的莖和葉，分莖用萵苣與葉用萵苣兩種。莖用萵

苣又叫萵苣、青荀萵筍、卷心萵苣；葉用萵苣又叫生菜，民間裕稱鵝仔菜、嘜仔菜、萵仔菜。在香港，
為了跟西生菜（結球萵苣）區分，葉用的萵苣稱為唐生菜。 

[性味歸經]：苦、甘，涼。入胃、小腸經。 
[功效]：利小便，通乳汁，清熱解毒。 
[中醫論析]： 
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論析：「萵苣，通經脈，開胸膈」。又云：萵苣「通乳汁，利小便，殺蟲蛇毒」。

所以萵苣不但是良好的蔬菜，更是利五臟，通經絡，清胃熱毒，清利小便，清熱解毒的良藥。在長期中醫臨床
實踐中體會，由於萵苣入肺與小腸經，有通經活絡，疏利五臟，清胃腸熱毒的功效。所以，胃腸道癌症患者服
用，有「活絡止痛，清解癌毒」的輔助作用。又由於萵苣的「通經脈，開胸膈，活乳絡，解熱毒」之功，對乳
腺癌患者的胸膈疼痛，有舒緩作用，故是乳癌患者的有益食療。 

進食注意：脾胃虛弱者，慎服。根據《中醫藥膳學》記載，本品多食使人目糊，停藥後自然恢復。 
[現代研究] ： 
(1). 莖用萵苣—萵苣： 
萵苣的營養成分很多，包括蛋白質、脂肪、糖類、灰份、維生素A、維生素B1、維生素B2、維生素C、微量

元素、鈣、磷、鐵、鉀、鎂、硅和食物纖維等，對增進人體健康，增強免疫力，防治癌症等有輔助功效。又因
萵苣莖葉中含有萵苣苦素，它是一種重要的抗癌物質，能夠分解食物中的亞硝胺，對肝癌、胃癌等消化系統
癌症有一定預防作用。也可緩解癌症患者對放療或化療的毒副反應，故被視為最佳的抗癌蔬菜。 

 (2). 葉用萵苣—生菜：生菜營養豐富，含有大量β胡蘿蔔素、抗氧化物、維生素B1、B6、維生素E、維
生素C，還有大量膳食纖維素和微量元素如鎂、磷、鈣及少量的鐵、銅、鋅等，對防治癌症有輔助作用。現代
研究證明，生菜中含有干擾素誘生劑，可刺激體內產生干擾素，既可抵抗病毒，也可增強免疫系統對癌細胞的
清除作用，起到扶正抑瘤的功效。生菜尚含豐富的原兒茶酸，可抑制癌細胞，尤對胃癌、肝癌、大腸癌等消化
系統癌症有顯著抑制功效。 



另外，因生菜含有豐富的維生素C，可輔助美顏增白。加上膳食纖維等營養物質含量很高，常食有助消除
多餘脂肪，有利於女性保持苗條身材，故有健美減肥蔬菜的譽稱。 

2.1.7 蕹菜（《本草拾遺》） 
蕹菜（學名：Ipomoea aquatica）是茄目旋花科植物蕹菜的莖葉，又稱空心菜、通菜、通心菜、壅菜、甕

菜、應菜、藤菜、甕菜及葛菜，中醫臨證尚可藥用，內服可解飲食中毒，外敷可治骨折及無名腫毒。 
[性味歸經]：甘，微寒。入肝、大腸經。 
[功效]：清熱解毒，涼血止血，利濕解毒，利尿通便。 
[中醫論析]： 
蕹菜味甘、性微寒，入肝、大腸經，可清熱解毒，涼血止血，利尿通便。我們在臨床實踐中體會，鼻咽癌

患者因熱毒灼絡，鼻衄纒綿，服之有助清熱解毒，涼血止血之佳效。又因蕹菜有清熱解毒，治癰消腫，通利大
便之功，故對防治大腸癌有輔助之效。 

進食注意：脾虛泄瀉者不宜多食。 
[現代研究]： 
蕹菜含豐富的食用纖維，這種食用纖維是纖維素、半纖維素、木質素、膠漿及果膠等組成。纖維素可促進

胃腸蠕動；木質素既能增大食物消化後的體積，促進排便，又可提升體內巨噬細胞的活力，有抗癌作用；果膠
有很強的排毒功能，可加速體內有毒物質的排泄。總之，常食蕹菜有「扶正抗癌，通便解毒」之效，有利於對
大腸癌的防治。 

另外，蕹菜中的葉綠素可潔齒防齲，除口臭，健美皮膚，有「綠色精靈」之稱，堪稱美容佳品。它所含的
煙酸、維生素C等能降低膽固醇、甘油三酯，具有降脂減肥的功效。  

2.1.8 菠菜（《食療本草》） 
菠菜（學名：Spinacia oleracea）為藜科植物菠菜的全草，又稱菠薐 、波斯草、赤根菜、波斯草、鸚鵡菜。

菠菜莖葉柔軟滑嫩、味美色鮮，為民間喜愛的蔬菜之一。 
[ 性 味 歸 經 ] ： 甘 ， 平 。 入 肝 、 胃 、 大 腸 、 小 腸 經 。 
[功效]：養血止血，平肝潤燥，健胃助消化。 
[中醫論析]： 
菠菜性涼，味甘辛，無毒；入肝、胃、大腸、小腸經。《本草綱目》認為，食用菠菜可以「通血脈，開胸

膈，下氣調中，止渴潤燥」。故在中醫食療中有補血止血，利五臟，通血脈，止渴潤腸，滋陰平肝，健胃助消
化的功效。癌患者在進行化、放療期間，常有抑制骨髓的造血功能和消化系統的損害，因菠菜有滋陰補血、利
五臟、助消化之功，常吃有助調治與緩解化、放療的毒副作用。 

進食注意：脾虛便溏者，不宜多食。 
[現代研究]： 
菠菜莖葉柔軟滑嫩、味美色鮮，含有豐富維生素 C、維生素B6、胡蘿蔔素、蛋白質，以及鐵、鈣、磷等礦

物質。尤以含有大量β-胡蘿蔔素，有強效抗氧化力，有助增強機體的免疫功能，在預防癌變的過程中具有重要
作用，尤以對乳腺癌、大腸癌、前列腺癌有預防功效。菠菜尚含豐富的葉酸和鐵，既有助抑制肺癌細胞；又能
促進紅血球再生，改善癌患者因化、放療毒副反應出現的貧血狀態。又因菠菜含大量的植物粗纖維，可促進腸
道蠕動，利於排便，有助大腸癌的防治。（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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