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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根據中醫辨證進行飲食調理之清與補

臨床分型:

(一) 須清解 / 消散 / 化解的證型：

1. 肝氣鬱結

2. 毒熱蘊結

3. 瘀血內阻

(二) 須補益 / 滋養 / 攻補兼施之證型

4.  衝(冲)任失調

5.  脾胃虛弱

6.  氣血虧虛 3



(一) 須清解 / 消散 / 化解的證型：

1.  肝氣鬱結

症狀：多有情緒鬱結因素及肝鬱症狀如脅痛、煩躁易怒、失眠等。

調理原則：疏肝解鬱，化痰散結。

食療 / 湯水：天冬綠茶飲

材料：天冬15 ~ 30克(鮮品加倍)，加水2 ~ 3碗煎剩大半碗，並加

綠茶1克及少量紅糖為引，便可食天冬飲茶；有肝氣鬱結

者可加玫瑰花6 ~ 8朵焗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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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冬綠茶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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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須清解 / 消散 / 化解的證型

2.  毒熱蘊結

症狀：多屬炎症性乳癌。可見患處發熱、紅腫、潰爛滲液等。

調理原則：清熱解毒，涼血降火。

食療 / 湯水：解毒降火湯

材料：天冬、海帶各30克、石上柏15克、陳皮1角、乳鴿1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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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毒降火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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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須清解 / 消散 / 化解的證型

3.  瘀血內阻

症狀：頭痛失眠、面紅目赤或面色黧黑、肌膚甲錯、口唇爪甲

紫暗、月經失調、痛經或閉經、經色暗或有瘀塊。

調理原則：活血化瘀，消積破結。

食療 / 湯水：益氣化瘀散結湯

材料：海藻、雞血藤、南蓍各30克、黨參15克、田七5克、瘦肉

200克、蜜棗2 ~ 3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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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氣化瘀散結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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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須補益 / 滋養 / 攻補兼施之證型

4.  衝(冲)任失調

症狀：多與內分泌失調有關，相關症狀有五心煩熱、潮熱、盜汗、

腰膝酸軟、月經失調等。

調理原則：調理衝(冲)任，化痰散結。

食療 / 湯水：調理沖任湯

材料：製首烏、旱蓮草、天冬、生地各15克、浙貝10克、陳皮5
克、瘦豬肉20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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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理衝(冲)任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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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須補益 / 滋養 / 攻補兼施之證型

5.  脾胃虛弱

症狀：多屬中晚期病情，患者的脾胃功能明顯失調，例如納差、

腹脹、神疲乏力、痰多、便溏等。

調理原則：益氣健脾

食療 / 湯水：橘杏烏雞湯

材料：茯苓15克、橘紅、北杏、杞子(後下)各10克、烏雞1隻、

紅棗3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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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杏烏雞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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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須補益 / 滋養 / 攻補兼施之證型

6.  氣血虧虛

症狀：多屬中晚期，患者的病情較重，身體虛弱，可能出現惡病

質如神疲氣短、面白無華、形體消瘦等。

調理原則：益氣養血

食療 / 湯水：補氣養血湯

材料：南蓍60克、玉竹30克、元肉10克、小烏雞1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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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氣養血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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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病人手術、化療和電療後飲食調理之清與補

(一) 手術後的飲食調理

1. 術後氣虛的飲食調理

主症：少氣懶言、神疲乏力、頭暈目眩、自汗等，活動時諸症
加劇。

辨證：元氣大傷(氣虛)

調理原則：補氣益精，理氣和胃。

食療 / 湯水：黃精雙蓍補氣湯

材料：黃精、北蓍各15克、南蓍30克、陳皮１角、無花果2 ~ 3
枚(切塊)。 16



黃精雙蓍補氣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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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手術後的飲食調理

2. 術後血虛的飲食調理

主症：面色無華或萎黃、唇色淡白、爪甲蒼白、頭暈眼花、心

悸失眠、手足發麻、月經量少色淡、後期甚或閉經。

辨證： 元氣大傷(血虛)

調理原則：補腎養血

食療 / 湯水：龍馬菜乾炖瘦肉湯

材料：海龍1條、海馬1隻、元肉10克、杞子(後下)10克、瘦豬

肉100克、菜乾100克。 18



龍馬菜乾炖瘦肉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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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手術後的飲食調理

3. 術後氣血兩虛的飲食調理

主症：氣虛及血虛的症狀共見

辨證：元氣大傷(氣血兩虛)

調理原則：氣血雙補，健脾補腎。

食療 / 湯水：刺五加無花果炖乳鴿

材料：刺五加30克、杞子15克(後下)、元肉10克、無花果 2 ~ 3枚

(切塊)、紅棗(去核) 4 ~ 5枚、乳鴿1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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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五加無花果炖乳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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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手術後的飲食調理

4.  術後患側上肢水腫

原因：手術創傷或放療使淋巴管及靜脈受壓，淋巴液及靜脈回流

不暢所致。

辨證：脈絡瘀滯，氣不化水。

調理原則：益氣活血，温陽化氣利水。

食療 / 湯水：益氣活血消腫湯

材料：南蓍、益母草、生苡仁、桑枝各30克、肉蓯蓉15克、

薑黃10克、田七5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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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氣活血消腫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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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化療毒副反應的飲食調理

1.  胃腸功能紊亂

主症：食慾減退、噁心乾嘔、腹脹、腹痛或腹瀉、神疲乏力、面

色少華，皮膚乾燥等。

辨證：脾虛胃逆

調理原則：益氣健脾，和胃降逆。

食療 / 湯水：六君健脾和胃湯

材料：北蓍30克、黨參、炒白術、茯苓、生穀芽、玉竹各15克、

炙甘草、陳皮、砂仁各6克(後下)。

24



六君健脾和胃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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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化療毒副反應的飲食調理

2.  骨髓功能抑制

主症：面色晦暗、頭暈乏力、腰膝酸軟、五心煩熱、消瘦、白

細胞、血小板、紅細胞及血紅蛋白亦下降。

辨證：氣血虧虛

調理原則：益氣養血，滋補肝腎。

食療 / 湯水：益氣生血湯

材料：北蓍、雞血藤各30克、黨參、炒白術、茯苓、淮山、熟

地各15克、川斷、黑芝麻、杞子(後下)、阿膠(烊服)各
10克。 26



益氣生血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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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化療毒副反應的飲食調理

3.  化療性肺損害

主症：表現為咳嗽、吐痰血、胸痛氣短、口乾、乏力。

辨證：肺陰虧虛、痰瘀互結。

調理原則：養陰潤肺，化痰止咳，活血化瘀。

食療 / 湯水：潤肺化痰祛瘀湯

材料：南蓍、百合、雞血藤各30克、天冬、麥冬、浙貝各15克、

生地、熟地各12克、田七粉(沖服)3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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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肺化痰祛瘀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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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化療毒副反應的飲食調理

4.  化療性肝損害

主症：面目皮膚黃染、食慾不振、口苦、噁心、神疲乏力、右

脅脹痛、大便秘結、小便黃赤、穀丙轉氨酶(ALT)升高。

辨證：肝膽濕熱

調理原則：清利肝膽濕熱

食療 / 湯水：茵陳清肝利膽湯

材料：茵陳、夏枯草、車前草、溪黃草各15克、玫塊花(後下)
10克、黃糖酌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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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陳清肝利膽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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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化療毒副反應的飲食調理

5.  化療性腎損害

主症：腰酸乏力、尿少浮腫、血尿，腎功能檢查尿素氮、肌酐

升高。

辨證：腎虛水阻

調理原則：温陽益氣利水

食療 / 湯水：補氣温陽利水湯

材料：南蓍60克、北蓍、黨參、桑寄生、肉蓯蓉、炒白術、茯苓、

車前子各15克、肉桂(焗服) 0.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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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氣温陽利水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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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化療毒副反應的飲食調理

6.  脫髮

主症：輕則頭髮稀疏，重則脫光，伴神疲乏力、心悸、氣短、失眠。

辨證：肝腎虧虛

調理原則：滋補肝腎

食療 / 湯水：生髮湯

材料：製首烏、黑芝麻(包)各15克、菟絲子、桑椹子、杞子(後

下)各12克、陳皮6克、小烏雞1隻、蜜棗數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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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髮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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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二) 化療毒副反應的飲食調理

7.  化療性心損害

主症：心悸、心慌、胸悶、夜寐不寧、全身乏力。

辨證：氣虛心血不足

調理原則：益氣補心，活血化痰。

食療 / 湯水：補心湯

材料：百合30克、黨參、柏子仁、天冬、麥冬、生地、茯神、

蓮子各15克、元肉10克、陳皮6克、豬心一個、蜜棗數枚。



37

補心湯



(三) 放療毒副反應的飲食調理

1. 放射性皮炎

主症：放射灶皮膚乾燥、紅腫熱痛、進而脫皮屑、脫皮毛、

瘙癢難忍、重則皮膚皸裂、滲水。

辨證：陰虧毒結

調理原則：滋陰養血、清熱解毒。

食療 / 湯水：清熱養血潤膚湯

材料：南蓍、天冬各30克、金銀花、石上柏、麥冬、玉竹、製

首烏、生地、熟地各15克、無花果數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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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熱養血潤膚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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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放療毒副反應的飲食調理

2. 放射性肺炎或肺纖維化

主症：胸悶氣急、咳嗽、痰多、不易咯出、氣短、口乾舌燥。

辨證：氣虛陰虧、肺弱痰阻。

調理原則：養陰清肺、化痰通絡。

食療 / 湯水：清燥潤肺湯

材料：南蓍、蘆根、百合各30克、黨參、麥冬、生地各15克、

川貝、北杏各10克、田七、陳皮各6克、瘦肉20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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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燥潤肺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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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根據中醫理論建議之戒口原則

(一) 謬誤

1.  進補會令癌細胞長得更快

- 虛則補之

- 邪之所湊，其氣必虛

- 須辨證施補

- 切忌“大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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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謬誤

2. 採用饑餓療法，把癌細胞餓死。

- 癌細胞掠奪營養，所以生長速度 > 正常細胞 → 虛者更虛。

- 癌症病人更需要適當地補充營養，以提升體質狀態和抗病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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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謬誤

3. 大量食用所謂抗癌食品 / 健康食品

- 大多缺乏科學根據

- 或有少量穩定或好轉個案，但未經過多種因素的過濾及篩選，

常把效果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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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醫戒口原則

- 戒口不宜太嚴，食譜不宜太窄。

- 辨證施食：因病而異，因人而異，因地而異，因時而異，因治

療方法而異。

- 須視患者脾胃消化吸收功能的強弱及病情的寒熱虛實 → 辨證

施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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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物

指能誘發疾病(包括癌病)，或引起舊病復發或使病情加重的某些食物。

1.  一般癌症發物：

(1) 燕窩

有滋補作用，含有表皮生長因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 , EGF)，
能促進細胞生長(包括癌細胞)，但亦有增強免疫力的功效。

(2) 雪蛤膏

是雌性蛤蟆輸卵管附近的脂肪，激素含量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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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物

(3) 公雞

富含雄激素。雌激素或雄激素過高都會令癌症惡化。

(4) 豬頭肉

豬隻注射改善其生長狀況的藥物，多在頭部，故不宜吃。

(5) 無鱗魚

如鱔、鰻魚、牙帶、油追等較大條，且性較兇猛的魚(會捕食

其他細小海中動物)，其所含的異性蛋白質容易成為致敏原，

引起變態反應性疾病，或會令病情反覆。
47



(三) 發物

2. 黃豆類製品

含微量植物性雌激素(如異黃酮類物質)，而雌激素會引起基因突變，

對乳癌的發生有一定影響，故乳癌患者或高危人群(如母親或姊妹

有乳癌病史者)應盡量少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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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事實上，飲食與腫瘤的發生發展有一定關係，所以戒口是有需要的。

《醫學入門》提出癌患者應“斷厚味，節色慾，戒惱怒，正思慮，

庶乎萬全”，在這些注意事項中，戒口為先。“斷厚味”指戒味濃、

味厚、口感好但不利健康的食物(當然包括一些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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