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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熱

• 潮熱是一種血管舒縮的症狀(vasomotor symptoms)
，通過皮膚血管的擴張，從而降低中心體温

• 女性更年期時, 因為體內雌二醇 (Estradiol)減少而
引起皮膚發紅、燥熱、多汗、心跳快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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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熱

• 潮熱也可仔細分為潮熱與潮紅:

 一般表現為陣發性熱感，起於面部，向頸部、胸
部擴散，伴有皮膚發紅，其後伴有出汗，此為潮
紅

 如只有熱感而無潮紅、出汗，則稱之為潮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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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潮熱大概會持續2-30分鐘不等

• 情況輕微的可每日數次，嚴重的一天多達十數次
，甚至數十次

• 嚴重的潮熱可導致晚上睡眠質素變差, 引起失眠、
影響心情、專注力、和其他生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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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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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爾蒙受體可分為：

–雌激素受體(Estrogen receptor (ER)）

–孕酮受體（Progesterone receptor (PR))

• 細胞表面存有荷爾蒙受體的乳癌腫瘤，稱為荷爾
蒙受體陽性乳癌

• 有荷爾蒙受體 (ER)/ (PR)的乳癌, 即ER+/PR＋, 需
要服用荷爾蒙抑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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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爾蒙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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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爾蒙受體

• 荷爾蒙由人體的器官或細胞製造

• 雌激素是人體主要的女性荷爾蒙，在更年期前由
卵巢製造

• 更年期後，女性體內的雌激素水平會明顯下降，
由腎上腺負責製造

• 荷爾蒙受體是一種在細胞表面的蛋白質，作用是
接收荷爾蒙的訊息。當乳癌細胞上的雌激素受體
接觸到雌激素時，腫瘤細胞便可能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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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爾蒙治療

• 人體自然產生的雌激素(Oestrogen)及孕酮
(Progesterone) 等女性荷爾蒙，是乳癌細胞的生長
素

• 荷爾蒙治療透過抑制人體的荷爾蒙生產和阻截荷
爾蒙輸送到乳癌腫瘤細胞，從而抑制乳癌生長

• 因此，抑制女性荷爾蒙以阻止癌細胞生長，是醫
治和預防各種期數乳癌的重要方法之一

• 荷爾蒙治療一般在乳癌患者接受手術、化療或電
療之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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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抗荷爾蒙藥

1. Tamoxifen 化莫昔芬

 任何年齡女性均可使用

2. Aromatase Inhibitor (AI)  芳
香環轉胺酶抑制劑

 包括Femara (Letrozole); 
Aromasin (Exemestane); 
Arimidex (Anastrozole)

 收經後女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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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荷爾蒙治療的乳癌病人，大約有65 – 80 %會
出現潮熱的情況

• 潮熱的成因可能與化療引致卵巢功能提早衰退

• 使用 Tamoxifen 和 AI (芳香環酶抑制劑)有一定關
係

• 服用 Tamoxifen 的病人相比服用芳香環酶抑制劑
Anastrozole 和 Letrozole 的病人出現潮熱的情況更
為頻密和嚴重

10

口服抗荷爾蒙藥

HKBCF＿潮熱_20220723



減輕潮熱藥物

• 臨床上藥物如 Gabapentin、Venlafaxine、
Paroxertine 可減輕潮熱情況

– Gabapentin 多用於治療癲癇症及止痛

– Venlafaxine、Paroxertine 是抗抑鬱藥物，使用
時要考慮藥物的副作用

• Paroxertine 會影響 Tamoxifen 的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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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潮熱方法

• 盡量避免進食辛辣食物及過熱飲品

• 減少飲用咖啡

• 禁飲含酒精飲料

• 穿衣應有層次，內層以透氣易於排汗為主，遇上悶
熱環境可即時脫掉外衣散熱

• 睡眠時保持房間涼快

• 睡衣應以棉質或快乾質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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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如何看「潮熱」



中醫如何看「潮熱」

• 中醫文獻很早已經有類似潮熱的記載，如：「臟
躁」、「百合病」等病證

• 由於年老、大病以後、化療及藥物的損傷，以致
腎氣虧損，臟腑失去濡養，人體陰陽失去平衡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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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如何看「潮熱」

• 腎虛是致病的根本，腎的陰陽失調而出現腎陰不
足，(腎)水不涵(肝)木，肝陽上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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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如何看「潮熱」

• 中醫認為肝腎同源，腎精不足，肝失所養，肝氣
鬱結

–因此除了潮熱外，多伴有心情抑鬱、悶悶不樂
、多愁易怒等情緒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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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治療「潮熱」

• 中醫治療是以補腎為主

–按照腎陰腎陽的偏盛偏衰而分別側重於滋腎陰
或溫腎陽，或陰陽並補

–調理整體臟腑功能，舒肝解鬱，平衡陰陽，調
和氣血

• 用藥時清熱也不宜過於苦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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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治療「潮熱」

• 腎陰虛的病人會出現潮熱汗出，失眠多夢，五心煩
熱，頭暈耳鳴，腰膝酸軟，小便黃，大便乾結

• 宜滋腎潛陽，多會用生熟地、淮山、山茱萸、龜版
等

• 陰陽兩虛，可以加入仙茅、仙靈脾、知母、巴戟等
藥材，滋腎扶陽

• 情緒抑郁煩躁易怒等症狀，可用丹梔逍遙散、丹皮
、梔子、白芍、柴胡等以疏肝解鬱、清熱涼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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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食療湯水



蔗梨汁

材料: 

雪梨汁 1份、竹蔗汁 2份

功效: 

滋陰清肺、增液養胃；癌症放射治
療期間出現煩躁口乾、惡心納呆、
便結溺黃

註：

雪梨能清熱降火、潤肺止咳； 竹蔗能補中益氣、
和胃潤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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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茶

材料: 

梨15克、綠茶/紅茶 1克、少量冰糖

可加玫瑰花5-8朵同煎/焗服

加減: 陳皮、川貝、天冬、麥冬、石斛

功效: 

疏肝解鬱，化痰散結； 情緒鬱結、肝
鬱而引起脅痛、煩燥易怒、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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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雪梨3-4個，南北杏12-15克，冰糖適
量

功效：

清熱潤肺、化痰止咳； 能改善喉嚨
乾癢、喉嚨痛、咳嗽、有痰

註：

雪梨能清熱降火、潤肺止咳；南北杏有潤肺化痰、
止咳定喘、通便之功效；冰糖則能補中益氣、和胃
潤肺，對於小兒肺燥咳喘有很好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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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杏雪梨水



川貝雪梨炖猪肺

材料: 

川貝10克、梨1個、豬肺半個

加減: 蘋果、陳皮、芹菜

功效: 

滋陰清肺、增液養胃； 煩躁口乾、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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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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效：

清熱生津、通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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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棗海參瘦肉湯

材料: 

大棗 5-8枚、海參 150克 、瘦肉 100克、
豬骨 300克

加減: 枸杞子

功效: 

滋補脾腎、養陰生血；眩暈短氣、心悸
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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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參葉玉竹瘦肉湯

材料: 

人參葉15克、玉竹15克、瘦肉200克

功效: 

潤肺止咳、養胃生津； 胸悶咳嗽、短
氣、口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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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貝海底椰燉雪梨

材料：

花旗參15克 、川貝母15克、海底
椰100克、雪梨两個、(瘦肉200克)

功效:

潤肺養顏，養陰清熱；肺燥肺熱
引起的肺部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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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蹄百合魚湯

材料: 

馬蹄30克、百合15克、魚一條
(400克)

功效: 

滋陰清熱涼血、補脾利水； 煩
熱發斑、心悸口乾、二便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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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參麥冬湯

材料: 

沙參3錢、玉竹2錢、甘草1錢、麥冬3
錢

功效: 

清養肺胃、生津潤燥； 咽乾口渴、乾
咳少痰、甚或咳血、舌紅少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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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子海參瘦肉湯

材料: 

枸杞子 18克、海參 150克 、瘦
肉 100克、豬骨 300克

功效: 

滋補脾腎、養陰生血； 眩暈短
氣、心悸納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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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參煲雞

症狀: 

材料: 西洋參 10克、烏雞 1隻

功效: 

滋養肺腎、益氣養陰； 身體瘦弱
、納呆口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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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雞海參煲

材料: 

大棗 15克、海參 150克、烏雞 1隻

–加減: 枸杞子、黨參

功效: 

補腎益精、滋陰養血； 納呆乏力、
眩暈體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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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燉牛奶

材料：

百合30克，冰糖少許，牛奶適量

加減：花膠/桃膠/雪耳20克，紅棗8粒
，龍眼肉10克

功效：

清心除煩，鎮靜安神

註：百合潤肺止咳，寧心安神，清心除煩，有助紓緩失
眠失夢，抑鬱，心煩口渴，改善記憶力下降；牛奶幫助
產生睡意，幫助放鬆入睡；花膠/桃膠/雪耳滋陰養顏補
筋脈；紅棗幫助補氣血，養心安神，改善脾胃虛弱等症
狀；龍眼肉補心脾，益氣血，安神補腦，改善健忘，失
眠，盗汗，心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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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山蓮子百合湯

材料：

百合20克，龍眼肉20克，淮山
100克，蓮子30克

（可加減：柏子仁10克，無花果
5-10粒，蜜棗3-5粒）

功效：

寧心安神，健脾養陰

註：百合潤肺止咳，寧心安神，清心除煩，有助紓緩失
眠失夢，抑鬱，心煩口渴，改善記憶力下降；龍眼肉補
心脾，益氣血，安神補腦，改善健忘，失眠，盗汗，心
悸等；淮山幫助消化，止咳袪痰，補脾肺腎等；蓮子養
心安神，補脾益氣，健腦益智，改善疲勞，心悸失眠多
夢等；柏子仁用於陰血不足的心悸失眠，能養心安神，
潤腸通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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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蓮山藥羹

材料: 

人參15克、淮山50克、蓮子50克、冰糖適
量

功效: 

健脾補氣、醒胃止瀉； 神疲乏力、眩暈氣
促、納食無味、腹脹腹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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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眠湯

材料：

酸棗仁15克，麥冬5克，遠志5克

（加減：紅棗8粒，茯神20克，百合15
克）

功效：

寧心安神，鎮靜

註：酸棗仁寧心安神，養心補肝，斂汗生津，改善失眠、心
悸、健忘；麥冬潤肺止咳、清熱潤燥，益胃生津，還可清心
安神除煩，常用治療心悸、心煩、失眠；遠志可改善失眠健
忘，寧心安神，咳嗽多痰；茯神寧心、安神、利水，改善心
悸，健忘，失眠；百合潤肺止咳，寧心安神，清心除煩，有
助紓緩失眠失夢，抑鬱，心煩口渴，改善記憶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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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沙參30克、玉竹30克、雪耳1朵、蘋果2
個、蜜棗4粒

功效：

養肺滋陰、生津止咳； 改善口乾、痰少
、乾咳、心煩口渴

註：

沙參能養陰清肺，適合肺熱燥咳、乾咳少痰、咽乾口渴、
乾嘔、胃脘隱痛；玉竹同樣能養陰潤燥，生津止渴，用於
乾咳止痰，煩熱口渴等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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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參玉竹雪耳湯



材料:

竹蔗 1斤、茅根1紥、馬蹄10粒、甘荀1條

(需要可略加冰糖調味)

功效:

清肺胃熱、利咽潤肺； 可改善發燒、喉嚨
痛、咳嗽、、熱嘔、小便黃口乾口渴、便
秘

註：

竹蔗清熱潤燥，清肺胃熱、對於咳嗽氣喘、口咽乾燥、反胃
嘔吐、退熱均有功效； 茅根能清熱利尿，對於發燒、喉嚨痛
、流鼻血、小便黃、胃熱嘔吐有幫助；馬蹄清熱生津、袪痰
止咳，對於呼吸道疾病、咽炎、便結等均有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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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蔗茅根馬蹄水



無花果生地竹蔗水

材料: 

無花果15克、生地30克、竹蔗30克

功效: 

清熱養陰、解毒消腫；口腔潰瘍、
飲食困難

HKBCF＿潮熱_20220723 39



生地藕節綠豆汁

材料: 

生地30克、藕節20克、綠豆20-30克

功效: 

養陰生津、清熱止血； 煩熱咳嗽、口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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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穴位按摩



合谷穴

取穴：

在手背，第1、2掌骨間，第2掌骨橈
側的中點

功效：

頭面疾患，如外感頭痛，頭暈，目
赤腫痛，鼻淵，牙痛，牙關緊閉，
耳聾，面癱，咽腫，惡寒，發熱，
汗出不止，胃腹痛，便秘，泄瀉

註：妊娠婦女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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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陰交穴

取穴：

在小腿內側，當足內踝尖上3寸，
脛骨內側緣後方

功效：

失眠，頭痛頭暈，两脅下痛，月經
不調，遺精，陽痿，早泄，遺尿，
水腫，小便不利，腹脹，腸鳴，泄
瀉，肌肉疼痛，濕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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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沖穴

取穴：

在足背側第1跖骨間隙的後
方下陷處

功效：

頭痛，眩暈，目赤腫痛，口
眼歪斜，鬱症，脅痛，腹脹
，嘔逆，下肢痿痹，月經不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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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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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分泌
• 神門
• 交感
• 皮質下
• 肝
• 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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