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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過對乳腺癌中醫辨治相關文獻研究的梳理，初步探索分期辨證論治對於促進乳腺癌中醫治療規範化的

重大意義。乳腺癌早中晚各期證型不盡相同，隨病情傳變而變化，宜分期辨治。現代醫療手段有損機體，臨證

需以辨病與辨證相結合。故而，在圍繞乳腺癌各期證型展開治療的基礎上，結合手術、放化療等不同治療期進

行分期辨治，期望為乳腺癌的中醫規範化診療作出進一步探索。 

 

[關鍵詞] 乳腺癌；分期；中醫辨證；綜述 
乳腺癌中醫史稱「乳岩」，其發病率佔現代女性惡性腫瘤的首位。據最新統計，我國每年約有27.9萬乳腺

癌新發例數，且發病率逐年上升[1]，形勢嚴峻。其不同階段病證的分佈規律不盡相同，手術、放化療等現代醫

療手段亦可致 「正虛邪滯」。筆者通過Meta分析資料、文獻歸納、專家訪談以探索乳腺癌證型研究成果，試

總結乳腺癌中醫分期辨治的方法，並作探討，以期為乳腺癌的中醫規範化治療作出一定探索。 

 

1 病因病機 
乳腺癌的病因尚未完全明確，諸多危險誘因如家族遺傳、情緒刺激、哺乳、飲食、激素紊亂等皆可導致病

發。中醫認為「乳岩」屬本虛標實之證，由先天稟賦不足，外感六淫，飲食不節，沖任失調，七情內傷等因素

造成臟腑功能失調，以致病發。稟賦不足，正虛不敵外邪，則六淫入侵，外邪痰瘀蘊結於乳絡，久則釀毒癌變。

情志不暢而致肝氣鬱結，氣滯痰凝，氣鬱則瘀；肝鬱乘脾，脾之水液運化失司，痰濁內生，肝脾兩傷，痰瘀搏

結於乳絡，久而凝結為乳岩，《格致餘論》「肝氣橫逆，遂成隱核」即是此理。飲食不節，久嗜厚味，濕熱蘊

結脾胃，痰濁內生，客於乳中，乳絡阻塞，氣血不行，日久成岩。又有肝腎虧損則沖任不調，氣血失調，以致

氣血瘀滯，乳絡閉阻，日久癌變。綜上所述，乳腺癌以稟賦不足，外感六淫，情志不暢，飲食不節，沖任失調

等誘因引起臟腑功能失調，而致痰瘀結於乳絡，日久癌變。 

手術損傷氣血脈絡，加之機體正虛愈重，可致氣血兩虛，氣虛血瘀及諸多併發症，放化療、內分泌治療等

攻伐太過、熱毒傷陰，可致氣陰兩虛，脾胃虛弱，肝腎陰虛等證，加之術後餘毒未清，以致病機多樣。唐漢鈞

認為乳腺癌術後「正虛」與「邪滯」是其病機根本，陸德銘認為術後主要病機為沖任失調、脾腎虧虛、肝氣鬱

結等[2]，並以氣陰兩虛和沖任失調立論為「本虛」，以氣、血、痰、毒膠結為「標實」，見地獨到[3]。許芝銀認

為術後氣血虧虛，進而氣滯血瘀，而正虛又可進一步導致腫瘤的復發轉移[4]。總而言之，乳腺癌患者術後氣血

虧虛，正虛邪滯，因放化療等進一步損傷機體以致臟腑功能失調，從而產生虛實夾雜的症狀。 

 

2 分期辨治 
岳振松等經709例乳腺癌患者資訊統計證明乳腺癌不同分期對中醫辨證有一定影響[5]。王永炎院士等認為乳

腺癌證型可隨病情發展而有所改變，早中期多見實證為主，晚期則多以瘀證與虛證為主[6]。乳腺癌中醫證型與

TNM分期相關性Meta分析表明，乳腺癌早期多見肝鬱痰凝，正虛尚輕，日久則病情加重，耗損正氣，以致沖任

失調，晚期漸向虛證轉化，發展為正虛毒熾證[7]。縱觀全程，由早期至晚期，由實轉虛，病勢日益加重。 

2.1 早中期     



乳腺癌早期正值邪氣初起，正氣未衰之際，多無明顯症狀，朴炳奎教授認為其屬「無證可辨」，需依其核

心病機進行辨治[8]。Meta分析表明，乳腺癌Ⅰ、Ⅱ期多以肝鬱痰凝和沖任失調為主要病機[7]，試治以疏肝化痰、調

理沖任。 

2.1.1 肝鬱痰凝證 

肝鬱是早期乳腺癌的重要病機之一，與情志密切相關。臨證或見情志抑鬱，胸脅疼痛，乳房脹痛，胃納欠

佳，月經紊亂，苔薄白，脈弦等症，試治以疏肝化痰。 

魏德源等以丹梔逍遙散加減，取柴胡升散以調肝理氣，白芍酸苦以養血斂陰，兩者並用，散中寓收；當歸

補血活血，柔補肝體；茯苓、白術健脾祛濕；因氣鬱化熱而加用炒山梔、牡丹皮以清鬱熱、除心煩；薄荷疏肝

行氣，散熱透達；配以白芥子通絡止痛，消腫散結；郁金行氣解鬱；桔梗化痰引藥上行，諸藥齊用而致疏肝解

鬱化痰之功效[9]。鄭川遵循「氣病則乳病」理論，以氣血通暢為乳房之生理特性，多用陽和湯、益氣養榮湯加

減以調理氣血[10]。彭海燕[11]等自擬金鈴健脾方，以抑木扶土為治療大法，以逍遙散、金鈴子散為基礎方，治療

乳腺癌肝鬱化火、乘犯脾土證效果極佳。 

2.1.2 沖任失調證 

沖任二脈與乳房、肝、腎、脾密切相關。乳腺癌早期肝氣鬱結，氣血不暢可致沖任失調；脾虛氣血生化乏

源、肝腎不足皆可致沖任失養。或有月經不調，頭暈目眩，潮熱汗出，易怒失眠，腰膝酸軟等症，試治以疏肝

益腎。 

林洪生認為肝腎同源，腎虛則無以滋養肝木，則肝腎不足而致沖任失養，其多用柴胡、白芍、香附、枳殼

以疏肝理氣，其中柴胡、白芍二者為君，疏肝不傷陰，補肝不致鬱，配以女貞子、旱蓮草、淫羊藿、鹿角霜等

並補腎陰腎陽，使沖任脈盛，再佐以橘核、山慈菇、浙貝母抗癌化痰散結，諸藥合用則沖任有條[12]。沖任二脈

為氣血之海，可調節一身氣血，唐漢鈞用二仙湯並逍遙散加減，行暢氣血以符其生理特性[2]。盧雯平等[13]自擬

疏肝益腎方加減，以黃芪、白術、山藥補氣益脾胃；女貞子、淫羊藿補肝益腎；南柴胡、白芍疏肝柔肝；三棱、

莪朮、穿山甲破血行氣、消積止痛、潰堅散結；海藻、山慈菇、蒲公英、紫草、白花蛇舌草清熱解毒、軟堅散

結以抗癌毒；肝轉移者以八月劄、鱉甲等疏肝柔肝；肺轉移者以北沙參、麥冬等養陰清肺；腦轉移者以全蠍、

石菖蒲等醒腦搜風。諸藥合用，疏肝益腎，攻補兼施。 

2.2 晚期 

乳腺癌晚期多有邪氣熾盛，熱毒蘊結，痰瘀互結，氣血臟腑俱虛，致正虛毒熾證。 

正虛毒熾證 

正虛毒熾或見神疲形瘦，面色晦暗蒼白，氣短乏力，舌紫苔黃，脈弱無力等症。試治以清熱解毒、消痰散

結、益氣養陰，扶正祛邪，補益氣血脾胃，慎用急攻峻猛之物。 

顧乃強注重以扶正固本,顧護脾胃為治則治療晚期乳腺癌。善用生曬參、黃芪、茯苓、白朮健脾益氣；淮山

藥、大棗、炙甘草氣陰雙補，補脾益氣，養血安神；鱉甲、生地、玄參、麥冬、南北沙參、石斛等養陰生津，

滋陰益胃；當歸、雞血藤補血活血；熟地黃、枸杞子、首烏滋補肝腎、滋陰益精；龍眼肉、阿膠養血安神[2]。

孫桂芝以山慈菇、浙貝母、炮山甲、生龍骨、生牡蠣擬 「乳腺癌消」經驗方，合四君子湯並五味消毒飲加減，

對晚期乳腺癌治以清熱解毒、消痰散結兼併補益脾腎、益氣養血，治療正虛毒熾證療效顯著[14]。  

病情存在個體化差異，證型則隨病情發展而變化，故難以統一概全。以肝鬱痰凝、沖任失調、正虛毒熾等

為其核心病機，臨證仍需進行個體化辨治，此處不再一一贅述。 

 

3 中醫辨治與現代醫療 
劉勝等認為乳腺癌核心病機可貫穿病程始終，在圍繞病機展開治療的基礎上需根據患者所處手術期、放化

療期、內分泌治療期等不同時期進一步分期臨證辨治[15]。 

唐漢鈞以肝鬱痰凝、沖任失調、氣血兩虛、毒邪蘊結為乳腺癌術後的主要證型[2]。林毅認為手術損傷氣血



脾胃，而輔助治療則可致氣陰虧虛，肺肝腎受損，沖任不調等[16]。司徒紅林等通過對501例患者進行術後分期，

觀察得出乳腺癌術後以脾胃虛弱、濕困脾胃、氣血虧虛等虛證為主[17]。全國中醫乳腺病專業委員會運用改良德

爾菲法總結專家經驗，將乳腺癌術後證型分為肝鬱痰凝證，沖任失調證，氣血兩虛證，脾腎虧虛證，有病無證。

各醫家學者辨證分型不一，謹從眾文獻中歸納選取客觀科學、廣為認可且臨床沿用的術後證型，辨病與辨證相

結合，以求辨治的規範化與實用化。 

3.1 氣血兩虛證 

手術期耗損氣血，或有神疲懶言，乏力，面色萎黃，爪甲不榮,自汗畏風等症，試治以益氣補血。 

許芝銀恒以黨參、太子參、白朮、當歸、熟地黃、白芍、丹參各10g，半枝蓮、白花蛇舌草各20g以補益氣

血、抗癌解毒，再配伍茯苓、陳皮、法半夏、川朴花、焦穀麥芽等運脾和胃[4]。王蕾等以四君子湯和大補元煎加

味為主方，補益氣血，扶正固本，可有效改善神疲乏力、氣血虛弱和「疲勞綜合症」等症狀[18]。王鍵[19]等運用薯蕷

丸治療乳腺癌術後虛勞兼虛火上擾，意在清瀉，攻補兼施，療效顯著。 

3.2 氣虛血瘀證 

術後乳絡受損阻塞，又氣虛無力而血運不暢以致血瘀，瘀血脈阻而致水濕停聚。或有脅肋疼痛，胸悶刺痛，

皮瓣瘀斑，四肢麻木水腫，舌淡紫黯，有瘀斑、齒痕，脈沉細或弦澀等症，試治以益氣活血，利水通絡。 

症見患側上肢水腫，許志萍遵循「治水能治血」，以五苓散合蜈蚣、雞血藤等活血通絡之品。重用澤瀉泄

熱滲濕；以路路通、車前子利水活絡；白朮、豬苓健脾利濕；桂枝通陽化氣；當歸尾、川芍、桔梗行氣行血化

瘀，諸藥合用，則血行水消[20]。症見皮下積液，劉紅梅採用防己茯苓湯加減預防皮下積液，以防己、黃芪、茯

苓為君藥，益氣健脾、活血利水以達消補兼施的效果，配以澤蘭、益母草、丹參、桂枝以溫陽化氣，活血利水

消腫，再以甘草調和，共奏益氣健脾、祛瘀利水之效[21]。皮瓣壞死多由瘀阻脈絡，局部肌膚失濡所致，林毅[22]

以生肌油紗覆蓋皮瓣壞死面，達祛腐生肌、拔膿長皮的作用。  

3.3 氣陰虧虛證 

放療之熱毒竭陰耗氣，可有口唇咽喉乾燥，煩躁失眠，大便乾，小便短赤，舌紅少苔，脈細數及紅斑潰瘍

等症，試治以益氣養陰，活血化瘀。 

卞嵩京常用生鱉甲、生黃芪、生地、熟地、枸杞、女貞子等藥滋陰益氣[23]。梅國強結合現代人多痰濕的體

質提出放療火邪可致陰傷兼濕熱。濕熱為主，則棄沙參、麥冬等甘寒養陰、易生滋膩之品，多用紅景天、山藥

等藥性平和之品以健脾滋陰，待濕熱漸去，再加強甘寒養陰治法[24]。症見熱毒傷肺陰，當滋陰清肺。魚江等自

擬養陰益肺湯輔助放療，以熟地20g、北沙參20g、麥冬15g、石斛10g滋陰潤肺生津；西洋參10g、黃芪20g、

甘草6g、補氣益肺；石膏30g、浙貝10g清熱化痰泄熱；丹參與赤芍各15g清熱涼血、活血散瘀。臨證再配以白

花蛇舌草、夏枯草、白茅根、梔子等清熱解毒之品，共奏滋陰清肺，益氣解毒之效，對急性放射性肺炎有良好

的預防效果[25]。症見口乾舌燥、咽乾等陰津虧虛證，多用增液湯、二至丸等治療。症見紅斑、潰瘍滲出等火毒

損傷，唐漢均[26]外用生肌散、白玉膏治療，見膿腐者則加用九一丹。 

3.4 脾胃虛弱證 

手術、放化療損傷脾胃氣陰，可使運化失司，以致氣血生化乏源。脾胃氣虛則見食少納呆，胃脘痞滿，水

穀不化，噁心嘔吐，少氣懶言，面色萎黃，便溏，舌淡苔白,脈弱等症，試治以益氣健脾，和胃止嘔。 

李廷冠用方以香砂六君子湯合溫中湯加減:以黨參、黃芪、茯苓、白朮益氣健脾；桂枝、半夏、陳皮通陽和

胃、降逆止嘔；砂仁、神曲理氣開胃、和中消積；再以甘草調和，則脾胃可安。若傷及胃陰，出現口乾苦，胃

熱痛，噁心嘔吐，食欲不振，便秘，舌紅，脈細數等症，試治以清熱養陰，益胃生津。李延冠方用益胃湯合一

貫煎加減：以太子參、沙參、麥冬、玉竹、石斛、玄參益氣養陰、清熱潤燥、益胃生津；竹茹、陳皮、蘇梗、

法半夏理氣健脾、燥濕化痰、和胃止嘔；再配以白花蛇舌草、半枝蓮等清熱解毒、消腫散結以抗癌毒[27]。王樂

亭所創「老十針」理脾胃之要穴可減輕乳腺癌患者噁心嘔吐程度，改善相關症狀[28]。林毅[22]以電針刺雙足三里、

雙內關，以降逆止嘔，改善麻醉和手術導致的消化道不良反應。 



3.5 肝腎陰虛證   

化療、內分泌治療可損傷「天癸」而致肝腎虧虛、沖任失調，易造成潮熱汗出，煩躁易怒，心悸失眠，頭

暈耳鳴，腰膝酸軟，閉經等類更年期綜合征，試治以滋補肝腎，滋陰降火。 

吳良村以滋陰降火，清降虛熱為治療大法，以知柏地黃丸方為基礎方，臨證加減，配以貓爪草、山慈菇、

夏枯草等以抗癌毒；八月紮、綠梅花、合歡皮以疏情志；炒棗仁、夜交藤、遠志以安心神；地骨皮、鱉甲、青

蒿以解潮熱；仙鶴草、羊乳參以緩乏力等[29]。彭海燕以六味地黃丸合交泰丸加減滋陰補腎，交通心腎；以二至

丸、二仙湯加減益補肝腎，調攝沖任；以左歸丸、還少丹加減填精益髓，強腰壯骨 [30]。陸明[31]用二仙湯、知柏

地黃湯、甘麥大棗湯加減以滋補肝腎，滋陰降火，治療肝腎陰虛證效果極佳。 

3.6 脾虛痰濕證   

術後脾氣虛弱無力運化水液，從而聚濕成痰，痰濕中阻。或有神疲體倦，四肢困重，形瘦或浮腫，納少腹

脹，便溏，舌淡胖苔白膩，脈濡緩等症，試治以健脾化痰。 

馬勝等以黃芪、黨參補氣健脾；半夏、蒼朮、茯苓、白朮等燥濕祛痰，健脾利濕；薏苡仁健脾止瀉；葶藶

子瀉肺行水；蘇葉宣肺和胃；王不留行、路路通，通利水道，諸藥合用則脾健痰消，利水化濕 [ 3 2 ] 。 

阮華[33]等自擬健脾化痰湯進行對照實驗，以太子參30g，白朮15g，女貞子12g，雲茯苓12g，生薏苡仁 30g，

黃芪30g，炙甘草9g，紅棗30g，優石斛12g，法半夏10g，山藥30g，炒麥芽12g，炒穀芽 12g。臨證加減：

加三菱10g，莪朮10g以解鬱結；加柏子仁15g，棗仁15g，遠志10g以除心煩；加白花蛇舌草30g，半枝蓮15g，

銀花15g以清熱解毒。 

3.7 脾腎陽虛證 

久病久治耗損氣陰，極易陰損及陽，或致脾腎陽氣耗損，機體溫煦、運化、固攝失調。或有面色晄白，面

浮肢腫，形寒肢冷，下腹冷痛，便溏，舌淡胖有齒，苔白滑，脈沉遲無力等症。試治以溫補脾腎。 

王瑞平常用白朮、薏苡仁、白扁豆健脾止瀉，利水祛濕；補骨脂、巴戟天溫腎助陽，溫脾止瀉以補益脾腎
[34]。梅國強[24]主張以甘溫扶陽為主，緩緩溫煦，方能祛寒，切忌妄用附子、乾薑等傷陽耗氣之品而適得其反。 

 

4 探討 
乳腺癌在不同發展時期可形成不同的傳變與轉歸趨勢，應當順應病勢分期辨治，以選擇最佳治療方案[35]。正如林毅所

說：乳腺癌分期辨證規範化是個與時俱進的課題。因疾病各時期的不同傳變和現代醫療手段的發展變化皆可影

響乳腺癌的辨證分型，故需不斷從新角度進行中醫分期辨治的相關探索。針對乳腺癌證型研究的多極化、無規

範化現象，需廣泛運用德爾菲法、聚類分析法等多元統計法進行非線性歸納、探索循證醫學證據，以促進乳腺

癌中醫藥治療的規範化和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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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ough combing the literatures related to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 breast cancer, we find the significance of staging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reatment of breast cancer. Pattern of syndrome of 

breast cancer in different stages differ, and it changes according to the disease condition. Consequently,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reatment makes sense. Surgery, chemotherapy, radiotherapy and other therapies 

can cause adverse reactions. Treatment based on combination of pattern of syndrome in different stages of 

breast cancer and all kinds of adverse reactions caused by modern medicine therapy is in an attempt to make 

further exploration to the standard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breast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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