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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慢性腎病的中醫藥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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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草藥材 免煎中藥顆粒及粉劑 代煎中藥湯劑



慢性腎病病人
可以服用中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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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有慢性腎病的病人，

原則上都可以服用中藥。

• 但由於這些病人的腎功能較差，

而且他們大多正服用西藥，可能較易出現

高血鉀或中西藥物相互影響的情况，

因此有些地方是要特別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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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服用中藥嗎？



為什麼還要接受
中醫治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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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現今醫學昌明，但西醫治療

慢性腎病的效果，仍有不足之處。

• 中醫藥博大精深，源遠流長，

結合中西醫藥治療，或可互補長短，

提高整體治療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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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還要接受中醫治療呢？



中醫師是如何
診治腎病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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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藥是在辨證的基礎上施治的，

同時也要參考西醫檢查報告。

• 大部分腎病患者已經在接受西醫治療，

中醫師一定要留意西藥的作用和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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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師是如何診治腎病病人的？



什麼是中醫的辨證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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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腎”的概念和西醫“腎”的概念

有分別，包括生理及病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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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中醫的辨證施治？

• 中醫治療腎病既要通過四診

─ 望聞問切，

也要參考西醫有關的化驗指標。



中醫師是如何確保
中醫藥的療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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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師所有西醫檢查報告都要看，

包括腎功能及腎組織活檢等檢驗報告。

• 要詳細了解病情，認識疾病來指導用藥。

• 要客觀評價療效及時調整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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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師是如何確保中醫藥的療效呢？



2. 治療慢性腎病
中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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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治療的預期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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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可以穩定或減慢腎功能衰退的速度。

• 舒緩一些西藥療效不太理想的病徵和病狀。

• 減輕服用某些西藥如類固醇引起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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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治療預期可以達到什麼療效呢？



• 慢性腎病，中藥越早參與 療效越好。

• 早、中期慢性腎病，中醫藥的療效比較好。

中藥可以改善腎功能，延緩病情發展。

• 晚期慢性腎病，中醫藥可作輔助治療，

能改善臨床症狀，減慢腎功能下降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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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或減慢腎功能衰退的速度



• 中藥可以調節免疫，改善體質，

令病人精神好轉，改善疲勞。

• 中藥亦可增加食慾，改善便秘和瘙癢等症狀。

• 此外，中藥還可令血壓下降，減輕水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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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緩慢性腎病的病徵和病狀



• 服用類固醇的病人，同時使用中藥，

或可使類固醇減量或完全撤退。

• 使用中藥亦可減輕類固醇引起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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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類固醇引起的副作用



哪些腎病病人較適合
接受中醫治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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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體而言，患有早、中期慢性腎病，

而且没有出現高血鉀或嚴重水腫的病人，

均適合接受中醫治療。

• 患有末期腎病並已開始接受腹膜透析治療

的病人，也適合接受中醫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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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腎病病人較適合接受中醫治療呢？



服用中藥
可以避免透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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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末期腎病病人的腎組織，大部分已經損壞，

不可能透過服用中藥來復原。

• 病人應先按西醫建議開始透析治療，

往後再考慮服用中藥來調理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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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中藥可以避免透析嗎？



哪些腎病病人不適合
接受中醫治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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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鉀。

• 嚴重水腫。

• 對中草藥有過敏病史。

• 正服用可能和中藥出現嚴重交互作用的西藥。

• 腎病發展速度快（如患有急進性腎小球腎炎）。

• 患有嚴重感染或嚴重心功能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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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腎病病人不適合接受中醫治療呢？



腹膜透析病人
可以接受中醫治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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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接受腹膜透析病人，一般血鉀水平不高，

水腫亦較易受控，原則上都可以服用中藥。

• 腹膜透析病人服用中藥，可增強心臟功能，

提高免疫力，幫助消化功能，改善低蛋白，

舒緩便秘和減輕皮膚瘙癢。

• 中藥或有助保存腹膜透析病人的殘餘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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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膜透析病人可以接受中醫治療嗎？



腎移植病人
能否使用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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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腎移植的病人也可以使用中藥。

• 必須謹慎。

特別要避免中藥影響抗排斥藥

的水平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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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移植病人能否使用中藥？



3. 副作用與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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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中藥可能會
出現什麼副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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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鉀

特別是患有晚期腎病和血鉀偏高的病人。

• 血壓升高

麻黃和人參可以引起血壓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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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中藥可能會出現什麼副作用呢？



• 胃不適、噁心、嘔吐

例如苦參、桔梗、秦艽等。

• 腹透或血透的患者體質弱，胃腸功能差

避免使用藥性峻猛的中藥，

例如生大黃、番瀉葉、芒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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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中藥可能會出現什麼副作用呢？



• 腹膜透析病人

個別收斂的中藥可能影響透析的出水。

• 服用抗凝血劑的患者

須慎用活血破血藥，

例如：丹參、紅花、川芎、水蛭等。

• 個別病人可能對某些中草藥出現過敏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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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中藥可能會出現什麼副作用呢？



中藥是不是
沒有任何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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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份中藥沒有毒性 。

• 只有少部份中藥有毒性，

例如含有馬兜鈴酸的一些中藥

如川木通（關木通），

川防己，廣防己等對腎有害，可引起腎衰竭。

• 生何首烏損害肝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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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是不是沒有任何毒性的？

關木通 廣防己



• 雷公藤對骨髓造血有明顯的抑制作用，
要慎用。

• 川烏、草烏含有烏頭鹼，
可致心臟麻痹，甚致停止跳動。

• 附子是常用的中藥也含有烏頭鹼，

但經過加工炮製久煎可以大大降低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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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是不是沒有任何毒性的？



4. 選擇中醫藥
的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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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如何選擇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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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慢性腎病病人的病情一般比較複雜，

所以病人如欲接受中醫治療，

最好找一位富有經驗、

專長醫治腎病以及有一定西醫基礎，

可以和西醫互相溝通的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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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如何選擇中醫師？



腎病病人服用中藥
有什麽地方要注意呢？

41



• 選擇信譽良好的中藥材供應商，

以確保中藥材的質素。

• 服用中藥的時間，

應和服用西藥的時間，

相隔二至三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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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中藥有什麽地方要注意呢？



• 在食物鉀質攝取量和水分飲用量方面，

要作適當的調節。

• 對於中醫藥治療的效果，要有合理期望，

並願意有恆心地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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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中藥有什麽地方要注意呢？



何謂對中醫藥治療
的合理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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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藥不是萬能的，慢性腎病腎臟受損

是不可復元。

• 末期腎衰竭，腎功能<10%，

中醫藥是不可以取代透析的。

• 慢性腎病患者不可亂服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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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對中醫藥治療的合理期望？



5. 中西醫結合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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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腎病中西醫
結合治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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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中西醫結合治療，就是由腎科醫生

和專長腎科的中醫師，

以會診模式，共同診治病人。

• 定時進行西醫的常規檢驗包括驗血常規、

肝腎功能和驗尿蛋白等，

以監察中西醫藥共用的療效和可能出現的副作用。
48

什麼是腎病中西醫結合治療呢？



中西醫合作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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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醫必須互相信任，互相配合。

• 中醫師必須充分掌握患者病情。

• 西醫也要了解中醫藥的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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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醫合作要有什麽的基礎？



中西醫結合治療
有甚麽好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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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醫和中醫師之間可以直接溝通，
就病人的病況、檢驗報告和用藥資料，進行討論。

並按病人的病況，共同製定治療方案。

• 透過中西醫的緊密合作，
可減少中西藥並用可能出現的副作用

如電解質失衡和中西藥物間交互作用等問題，
從而提高整體治療成效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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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醫結合治療有甚麽好處呢？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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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腎病病人原則上都可以服用中藥。

• 中醫藥越早參與療效越好。

• 要注意中西藥物可能相互影響及中藥可能有副作
用。也要留意中藥材的質素。

• 患有高血鉀、嚴重水腫等，建議要待病情穩定後
才接受中藥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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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 末期腎病病人服用中藥不可以避免洗腎。應先接
受洗腎，再考慮服用中藥來調理身體。

• 如欲接受中醫治療，最好找有經驗、專長醫治腎
病、有一定西醫基礎及可以和西醫互相溝通的中
醫師。

• 腎病中西醫結合治療透過共同診治病人、製定治
療方案、 緊密合作和直接溝通提高整體治療成效
和安全性。

55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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