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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接受放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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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接受化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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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或腳感覺麻?

20220219_HKBCF_DrWYim_放化療後的手腳麻痹 6



手或腳刺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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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或腳感覺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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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或腳感覺如蟻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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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或腳的感覺變遲鈍, 如戴手套、穿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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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或腳有燒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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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化療引起的

周邊神經病變的症狀
•手或腳開始麻

•手或腳刺痛癢

•手或腳的感覺變遲鈍，好像手上戴了雙手套、腳穿了雙襪子

•手或腳有燒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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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放療/化療會手腳麻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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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療藥物殺死癌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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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療引起的神經毒性引起不同程度的神經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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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療引起神經病變

•臨床腫瘤治療中，抗腫瘤化療藥物引起的神經毒性是臨床常見的
藥物不良反應

•神經毒性主要包括：
1. 中樞神經系統毒性：多表現為中樞神經受損和小腦受損，表現為記憶
力下降和痴呆等症狀

2. 外周神經毒性：包括末梢神經、腦神經和自主神經的損害

3. 感受器毒性：表現為視覺系統，聽覺和平衡覺系統，嗅覺系統，味覺
系統的毒性

•大部分病人所感受到的手腳麻木就是化療藥物所導致外周神經毒
性中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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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療射線照射到神經系統導致神經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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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藥物會引起神經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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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鉑類：代表藥物有cisplatin、carboplatin及 oxaliplatin，常用於腸胃道癌症、
大腸癌、頭頸癌

• 症狀主要是手腳麻感、痛感，或是手腳像是戴上手套、穿了襪子一樣，症
狀可能會延續到結束治療後數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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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春花生物鹼：代表藥物有 vinblastine、 vinorelbine，常用於肺癌和乳癌

• 症狀主要是下肢麻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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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杉醇：代表藥物有太平洋紫杉醇(paclitaxel) 及歐洲杉醇(docetaxel)，常用
於乳癌、卵巢癌、頭頸癌

• 症狀主要是麻、癢、刺痛感，通常下肢症狀會比上肢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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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化症狀？

臨床症狀上，病人可能出現：
•手腳麻痺不適
•耳鳴或聽力障礙
•觸摸冰冷物件時雙手刺痛
•扣鈕或觸摸細小物件時有困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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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症狀方法？

•目前現行治療效果不算明顯，臨床常用：

•加巴噴丁（Gabapentin，抗頑癲）

•普瑞巴林（Pregabalin，利瑞卡）

•廣泛用於神經痛的抗癲癇藥物來治療周邊神經病變

•美國臨床腫瘤醫學會（ASCO）推薦度洛西汀（Duloxetine，千憂
解）作為神經病變的治療，然而治療效果仍有限，部分病患依然
受神經病變症狀所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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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如何看手腳麻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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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如何看手腳麻痹

• 現代中醫認為屬於“麻木”、“不仁”、“痹症”等病範疇

• 《黃帝內經》記載風邪、寒邪、濕邪侵襲人體，順著經絡駐留在關節
部位，造成氣血痹阻而發病

• 《金匱要略》裡提及「血痹」一證，是以肌膚麻木不仁為主要表現，
與化療引起手腳麻痹頗為相似

「行痹」＝疼痛游走不定的特點
「痛痹」＝痛有定處，冬寒風下令病楚加劇
「濕痹」＝引發關節痠痛、發炎腫脹為主
「熱痹」＝症見紅、腫、熱、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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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手腳麻木疼痛等症狀發生

•第一個原因是氣血不足
•由於化學藥物的作用，影響了機體的氣血，進而影響了自身的
脾腎功能，導致氣血生化不足、血虛，末梢失去濡養

•甚至使痰濕停滯，阻滯經絡氣血流動

•第二個原因是瘀阻
•如果經脈、血脈不通，陽氣、營養物質不能達到四末，末端就
會失去營養

因此在治療過程中，要以益氣、活血、通絡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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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近十多年來的小型臨床研究證實針灸具有改善週邊神經麻木感和
癌症治療中之疼痛感效果

•國外針對單一方藥進行試，如桂枝加朮湯、芍藥甘草湯、濟生腎
氣丸等中藥複方，具有清濕濁、養陰止痛和補腎溫陽的功效，可
抑制發炎物質來減輕神經症狀，因此嘗試運用在病友身上，如果
在化療產生神經症狀時及早治療，並搭配針灸，可以避免後遺症
的發生，成果已刊登在2019年2月的國際期刊「醫學補充療法
（Complementary Therapies i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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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建議

•中醫會建議患者以多運動及熱敷等方式促進局部氣血循環，
這和部分西醫的處置有異曲同工之妙

•中醫認為「肝主筋、腎主骨」，筋骨或四肢末端的不適，常和肝
腎陰虛有關，因此也會視情況給予患者相對應的針灸或藥物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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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主筋、腎主骨、脾主肉」

•不通則痛，就會出現麻木搔癢刺痛的狀況
•中醫古籍《黃帝內經》提到：「肝主筋、腎主骨、脾主
肉」，針對筋骨或四肢肌肉的問題

•從「補肝腎、養脾胃、益筋骨」的方向，進行保健、針灸治療、
服用中藥或足浴泡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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痹證湯水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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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蓍桂枝五物粥

•材料：黃蓍 12g、桂枝 9g、白芍 9g、大棗 4 粒、薑 3 片、白米適
量

•做法：以上藥材水煎 1 小時，去滓取藥汁煲粥食用

•功效：益氣養血，通經活絡

適合氣血不足患者，但發熱、感冒時不適宜服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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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枝通痹湯

•材料：桑枝 12g、杜仲9g、牛大力15g、千斤拔15g、桑寄生15g、
蜜棗3粒、生薏米15g、豬脊骨1斤

•做法：豬脊骨汆水待用；以上材料以清水浸泡30分鐘，放入湯煲
大火煮滾後再用細火煲2小時，調味即可

•功效：袪風散寒除濕、通經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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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馬蹄木耳豬展湯

材料：蘋果2 個，馬蹄10 粒，木耳2 朵，生薑2 片，豬展200 克。

做法：豬展汆水待用；以上材料以放入湯煲大火煮滾後再用細火煲
1小時，調味即可

功效：清熱生津、通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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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毛桃佛手豬展湯

材料：五指毛桃60g，桑枝10g，陳皮1塊，紅棗6 枚，豬展250 g

做法：豬展汆水待用；以上材料以放入湯煲大火煮滾後再用細火煲
1小時，調味即可

功效：補氣健脾、化濕、通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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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附桃仁粥

材料: 桃仁15克，香附30克，米50克，紅糖20克

做法:  香附煮水煎取液。將桃仁加水浸泡研汁去渣，與米、香附藥
汁煎液、紅糖加入水於沙鍋同煮，用文火煮成稀粥温服。

功效：袪瘀消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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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汁豬肚湯

•材料：老雞1隻、豬肚1個、白胡椒40g、杏汁100ml、枸杞子12g、
紅棗6枚

•做法：老雞、豬肚汆水待用；以上材料以放入湯煲大火煮滾後再
用細火煲2小時，調味即可

•功效: 暖胃通絡、益氣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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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肉枸杞湯

•材料：淮山15g、羊肉300g、枸杞子 12g、生薑3片

•做法：羊肉汆水待用；以上材料以放入湯煲大火煮滾後再用細火
煲1小時，調味即可

•功效: 溫經健脾，驅寒通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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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寄生秦艽排骨湯

•材料：桑寄生15g、杜仲 12g、秦艽 12g、生熟薏米各15g; 排骨半
斤

•做法：排骨洗淨汆水；藥材洗淨浸泡30分鐘，加入8碗水，以大
火煲滾後轉文火煲2小時

•功效：補腎壯筋骨、袪風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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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參元肉竹絲雞湯

•材料：竹絲雞1隻，瘦肉300g，黃蓍30g，黨參30g，桂圓肉10枚，
枸杞子12g，紅棗10枚，生薑3片

•做法：竹絲雞、瘦肉洗淨汆水；藥材洗淨浸泡30分鐘，加入8碗
水，以大火煲滾後轉文火煲2小時

•功效: 補益氣血、通經絡；改善貧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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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椒補骨湯

•材料：續斷 12g、牛膝12g、黑豆30g、胡椒15g、桑寄生15g；瘦
肉200g

•做法：瘦肉洗淨汆水；其他材料浸泡 30分鐘，以大火煲滾後轉文
火煲 2小時即可

•功效：補腎散寒、強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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蠲痹湯

•材料：桑椹 12g、枸杞子 12g、赤芍 9g、薑黃 9g、黃蓍 9g、羌活
9g、甘草 3g、生薑 15g、大棗 3枚

•做法：以上材料浸泡30分鐘，以大火煲滾後轉文火煲 2小時後即
可

•功效：益氣活血、袪風除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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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減參考：

痹痛：加杜仲、牛膝、續斷、淫羊藿、合桃、桑寄生、巴戟

濕重：加蒼朮、防風、薏苡仁、車前子、白扁豆、紅豆、茯苓、白
朮、陳皮、玉米、小米、黑豆

寒邪：加生薑、胡椒、肉桂、茴香、花椒、合桃、腰果、韮菜、淡
菜

通絡：加桂枝、桑枝、黨參、太子參

血瘀：加田七、益母草、丹參、紅花、川芎、山楂、韮菜、洋葱、
大蒜、肉桂、黑木耳、羊肉、牛肉、海參、桂圓、紅棗、白芍、熟
地、米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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痹證常用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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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谷

在手背，第 1、2 掌
骨間，第 2 掌骨橈側
之中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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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關

•前臂伸側面腕背橫紋
後2寸，尺骨與橈骨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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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三里

前臂背面橈側，肘橫
紋下2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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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池

•屈肘，肘橫紋外側盡頭
處；尺澤與肱骨外上髁
連線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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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陵泉

•小腿外側部，腓骨頭前
下方下陷處；膝下2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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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陰交

•小腿內側，足內踝尖上 3 
寸，脛骨內側緣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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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溪

•足背與小腿交界處的橫
紋中央下陷處；拇長伸
肌腱與趾長伸肌腱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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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三里

•小腿前外側，犢鼻
下 3 寸，距脛骨前
緣一橫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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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沖

•雙足足背第1、2趾
趾骨接合處前凹陷
處，可通關氣血與
疏肝理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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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邪穴

•雙手指蹼緣後方赤白肉
際處，可驅除雙手邪氣
與促進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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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風穴

•雙腳趾蹼緣後方赤白肉際處，
主治腳弱風氣與促進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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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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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手腳

•日常生活中，病人要注意手腳的保護，例如室內戶外均要穿鞋，
每天檢查手腳有否損傷，寒冷時添衣以保持手腳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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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巧手

•第 4 式動作：

•雙手掌心向下，食指與大拇指展開成90度，
左右手虎口相交叉打擊36次

•第 5 式動作：

•雙手掌心張開，手指撐開，互相交叉打擊
36次

•每天反覆練習以上動作 2 至 3 次，持之以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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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洗中藥

•多用一些具有舒筋活絡，暢通氣血的藥材

•例如：

上肢麻木可用桑枝，下肢則可用牛膝

血虛病人可用雞血藤

陽虛病人可用桂枝、艾葉

•以上藥材煎煮後，待水溫合適，浸泡手腳約 20 分鐘，1 天 1 次

減輕手腳麻木情況

20220219_HKBCF_DrWYim_放化療後的手腳麻痹 62



20220219_HKBCF_DrWYim_放化療後的手腳麻痹 63

八段錦



呼吸法（吐納/氣功）

20220219_HKBCF_DrWYim_放化療後的手腳麻痹 64



中醫 “香薰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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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香
檀香
崖柏
乳香
沒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