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醫藥界抗疫聯盟製作



防疫多面睇
(中醫防疫成績、香港防疫情況)

中醫以辨證論治，透過「辨別證候」，將不同病徵分
類，再利用中藥調理身體機能、配合食療、推拿、氣功
等增強人體免疫功能同抗病能力，身體有足夠抗病
能力，便可以將體內病邪趕走，所謂「正氣存內，邪不
可干」；正勝則邪退。

雖然「新冠肺炎」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病毒，但是中醫有
辦法將它歸類為「瘟疫」，而它的癥狀包括發燒、咳
嗽、腹瀉等等，中醫認為病因是因為身體正氣不足，給
病邪入侵，便會發病。由於「新冠肺炎」會大型爆發，
中醫又將它視之為瘟疫。

談到瘟疫，中國人已經和瘟疫搏鬥了幾千年。有學者研
究相關統計，發現民國以前中國每隔六年會有一次大型
瘟疫。古代專門有一班大夫去治療和研究疫症的成因和
特徵，並且編輯成書，一代一代留傳後世。早期記載瘟
疫的是中醫古籍《黃帝內經》，書裏面對疫病的傳染特
性、症狀及預防方法有詳細記載；到宋朝、明朝、
清朝，每一代的醫師，都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不斷優
化這一套系統性的理論和治療方法。這次我們用中醫治
療新冠肺炎，就是用前人累積的經驗做參考，再配合廿
一世紀先進的醫療技術，幫助我們在最短時間內了解這
種病，並去尋找最針對性、最恰當的治療。

幾千年前的古代醫籍，都有可以用治療新冠肺炎的
處方，不得不令人讚嘆中醫學博大精深。內地一份醫學
報告詳細記載治療新冠肺炎用哪一種中醫藥方劑。

 

國家衛生健康委聯合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新型冠狀病
毒肺炎診療方案》報告中提到，應用最廣泛的是「清肺
排毒湯」，而另一款中成藥「連花清瘟膠囊」，更加是
汲取漢、明、清三代名方，對治療發燒、咳嗽等症狀，
療效顯著。

看到內地用中醫藥治療新冠肺炎的成效，業界都非常鼓
舞，希望香港可以效法內地，將中醫藥用來治療新冠肺
炎。在疫症爆發初期，香港中醫業界立刻推動中醫參與
防疫抗疫工作，在這方面，包括政府、中醫學會、香港
註冊中醫學會等學術團體都做了很多努力。香港註冊中
醫學會更加組織了一班專家編寫《防疫抗疫－新冠肺
炎、流感防治必備》小冊子，為廣大市民提供防疫抗
疫指導。
     
參考內地治療新冠肺炎的經驗，對於輕症、普通症病
患，會用中醫治療，早期辨證用到中藥湯劑；重症、危
重症患者更加會中西醫雙管齊下。

中西醫共治是各取所長。不單止可以減輕患者的病情、
改善症狀、還可以減少死亡風險和促進康復。
內地結合中西醫抗疫治療，有顯著成效。香港、以至全
球國家，應該參考內地的經驗，儘早推動中西醫合作。

相信大家都對中醫藥防疫抗疫的認識加深。只要大家參
照中西醫防疫措施，加強身體抵抗力，有病及早求醫，
我們一定可以戰勝這場病毒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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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語云：「食色性也」，食是中華文化裡面佔據很重要的地位。幾千年來，中國人將食物和烹調手法發揮得淋漓盡
致，甚至在飲食裡面加入中藥，變成藥饍，達至寓醫於食。

《黃帝內經》『「素問．至真要大論」有云「夫五味入胃，各歸所喜攻，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
肺，鹹先入腎」』，意思是利用食物的甜酸苦辣鹹五味對應人體五臟，將有藥效食材和中藥互相配合，煮成色、
香、味俱全和有治療價值的藥膳。

疫症當前，病人可以用藥饍調理身體，加強身體防疫能力；健康人士可以用來養生。以下向大家介紹一些預防新冠
肺炎的中草藥處方、湯水和外用香囊。

針對疫情，中藥預防是其中一個重要環節，但是疫病流行期間，是否每一位市民都需要服藥？就這方面，我們分為
三種情況，分別處理。

第一種是低風險人士：疫病流行階段，無明確接觸確診者，屬於低風險感染者，他們可以按平時養生調理，注意休
息、合理飲食等等。

第二種是高風險而無症狀的人士：曾經與確診者有密切接觸，但沒有症狀，可以按體質進行預防性治療。治療上可
以參考以下兩款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擬定的處方。

至於高風險人士，包括曾經與確診者有密切接觸，同時出現發燒等症狀，屬於醫學觀察期，應該立即求醫就診。

除服用中醫藥，用吳茱萸這種草藥製作香囊都可以用來對抗疫症。

新冠肺炎屬於中醫「疫病」範疇，防治各種疫病關鍵就是要：避毒氣、袪邪氣、寧神氣、養正氣、復元氣等等。
佩戴香囊由古至今都廣泛用來防治各種瘟疫。有「辟邪翁」之稱吳茱萸是製作香囊常用的材料。
吳茱萸味道辛辣芳香，外用有殺蟲消毒、逐寒祛風等等功能，將其製成香囊，佩戴身上，香氣隨著呼吸進入上呼吸
道、支氣管及肺泡，有助疏通肺絡、化濕袪痰等等功效。以下介紹其中一種配方：

中醫藥膳湯水，在疫情反覆的時候飲用，可以增強身體抵抗力，總比不停檢測好，「扶正祛邪」是中醫防治疫症的
最好方法。以下介紹兩款防疫湯水：

中醫藥膳有過千年傳承，是不同節氣和疫情下，保衛市民健康。疫情當前，防疫於未病是市民首要任務。藥膳既可
治病，也可強身防病，但是大家切勿盲目聽信坊間藥方。有需要的時候，應該向註冊中醫師查詢適合自己體質的涼
茶、藥膳，以達到真正的藥食同源。

以上處方都是成人份量，每天一劑，用三碗水浸半小時，大火煲滾，用中火煲多二十分鐘，隔走殘渣，剩一碗半
藥，早晚各服一次。以上中藥處方含有治療性中藥，建議市民在註冊中醫師指導下服用，千萬不要自行執藥服用。

處方有助清肺解毒，祛濕化濁的功效，適
合體質平和，或者比較強壯、消化功能正
常人士。

材料包括： 金銀花 10克
  連翹  10克
  板藍根 10克
  蘆根  10克
  桑白皮 10克
  白朮  10克
  藿香  8克
  生甘草 3克

防疫中草藥及湯水

新冠肺炎預防一號方
這處方有助益氣固表，燥濕解毒的功
效，適合體質偏虛寒、消化功能差、沾
寒沾凍、四肢偏涼、胃口差、大便稀的
人士服用。

材料包括： 黃芪  15克
  白朮  10克
  蒼朮  10克
  防風  10克
  藿香  10克
  板藍根 10克
  金銀花 10克
  連翹  10克

新冠肺炎預防二號方

以上材料是二人份量，煲兩小時便可。可以煲素
湯，亦都可以加豬展及響螺一起煲。

以上材料是四人份量，煲兩小時便可。可以煲素
湯，亦可以加豬展或者排骨一起煲。

第一款黃芪玉竹桂圓湯能補益強身、補
肺、潤燥和安神。

材料包括： 黃芪  5錢
  玉竹  5錢
  桂圓  5錢

黃芪玉竹桂圓湯
第二款清補涼健脾湯平補、清潤能健
脾祛濕，養心潤肺，預防感冒。

材料包括： 淮山  1兩
  蓮子  1兩
  肇實  1兩
  百合  1兩
  薏苡仁 5錢
  圓肉  5錢
  陳皮  2片

清補涼健脾湯

將以下材料磨成粗粉，裝入布袋仔裡，隨
身佩戴，掛於室內，不時拿出來聞一下，
有助疏風散寒祛濕，辟穢化濁避瘟功效。

材料包括： 吳茱萸、艾葉、蒼朮、
  荊芥、佩蘭和丁香

吳茱萸香囊



2020年初出現至今的新冠肺炎，已經蔓延全球，病毒對人類的生命和世界經濟發展帶來意想不到的威脅。為了戰
勝這個無形的敵人，由預防到治療，中醫藥都用到不同應對措施，我們會重點介紹以穴位推拿抗疫。 

穴位推拿原則是可以扶助正氣、袪除病邪和調整臟腑。
扶助正氣是預防關鍵。
《素問遺篇．刺法論》提到「正氣存內，邪不可干」，意思是當一個人有強健體魄、有足夠抵抗力，病邪入侵不到
身體，就不會容易生病。但當人體臟腑功能失調，正氣虛弱；或者人體陰陽失調，病邪內生，邪氣很容易入侵
身體。

中醫角度，邪氣入侵是身體發病一個重要因素，所以扶助正氣是非常之重要，所謂「扶正可祛邪，邪去則正安」就
是這個意思。

袪除病邪是為了消除致病元素，包括祛除外來疫毒，六淫，以及內生痰濕、瘀血等，在《內經》「實則瀉之」的運
用。臨床根據不同病情，採用相應的祛邪方法，例如發表、瀉下、消導、破血等，達到扶正、恢復健康目的。

至於調整臟腑，是因為人體是一個有機整體，臟與臟、臟與腑、腑與腑之間，生理上相互為用，病理上相互影響。
調整臟腑意思指治療臟腑病變的時候，要考慮一臟一腑陰陽氣血失調，更加要注意調整各臟腑之間的關係，令它重
新恢復平衡狀態。

以下有幾種穴位推拿方法。穴位推拿基本治法包括：上焦治療、中焦治療、四肢治療及下焦治療。

病人恢復期，出現：體倦乏力，納差，舌紅苔白，脈沉的癥狀，會用基本治療，以中焦、下焦為主，再施以捏脊法
和膝關節內側拍擊法。

除基本治療，亦都有針對康復階段既推拿法 。
在病人康復階段，應該加強自身既體魄，提升正氣，才可以抵抗外邪。以下會介紹四款病人恢復期穴位推拿法。

中醫穴位推拿與保健

病人選取躺臥或者平坐座位上，用一指禪或者按揉法在膻中(胸部正中
線平第四肋間隙處，約當兩乳頭之間。)、中府穴(胸前壁外上方，前
正中線旁開6寸，與第一肋間隙相平的凹陷處)、心俞穴(背部第五胸椎
棘突下旁開1.5寸處)、肺俞穴(背部第三胸椎棘突下旁開1.5寸處，約與
肩胛岡內側端相平。)各半分鐘至一分鐘；在胸部由胸部正中線開始，
平掌式向左側、右側分別施以擦法，以透熱為度；在背部由正中線開
始，向左側、右側分別施以擦法，以透熱為度。

上焦治療：

用一指禪或者按揉建裡穴(上腹部正中線臍中上3寸處，當中脘下1寸)、
中脘(上腹部正中線臍中上4寸)、氣海(下腹部正中線臍中下1.5寸處)，
各半分鐘至一分鐘；點揉章門(側腹部第十一肋游離端下方)一至兩分
鐘；按揉氣海半分鐘至一分鐘；以肚臍眼為中心，逆時針方向揉腹24
圈，再順時針方向揉腹36圈。

中焦治療：

分別在左右兩側之肘窩、順序依次為：左右側肘窩，各拍擊50-100
次，以病人的忍受程度為準則。邪氣實病人，以上部位出痧，是驅邪
外出徵象；一指禪或者按揉法於足三里(外膝眼下3寸，脛骨前緣外一
橫指處)、太白穴(足內側緣，第一蹠趾關節後下方赤白肉際凹陷)各半
分鐘至一分鐘。

四肢治療：

病人俯臥床上，平掌式是腰骶部施以橫方向擦法，以透熱為度。病人
仰臥姿勢，用一指禪或者平掌式振法或者拍法是關元穴(下腹部正中線
臍中下3寸)一至兩分鐘。

下焦治療：

第一款推拿法，病人躺在床上，由按摩者用手掌在腰骶部（兩側髂骨連線，
或找到腰眼）進行橫向來回摩擦法，需要透熱，有微暖感覺，可以每日早晚
各做一次。
這個位置覆蓋很多穴位，當中包括命門穴、腎俞穴、腰陽關穴，利用來回摩
擦法可以增溫驅寒。而且腎是先天之本，應該加強保護。經常做，可以增強
陽氣，壯腰補腎，改善各個臟腑功能。

推拿法 一：

第二款推拿法，病人躺在床上，由按摩者用雙手在骶骨兩側既肌肉度捏，一
路捏一路推進，好像推土機一樣，由骶骨開始推上條頸，可能中途遇到比較
難捏的肌肉，雙手在停留的位置向上拉起，拉起連續兩至三次，再繼續向上
推，可以做三至五次。這個位置在脊椎旁稱為「夾脊」，靠外都是足太陽膀
胱經的循行路線，透過捏按肌肉，可以促進氣血運行，理順筋骨。

推拿法 二：

第三款是敲膽經，病人可以用站立姿勢或者坐著，用雙手虛掌，在髖、
大腿外側，小腿外側，由上至下敲打，每天早晚八次。緊記站立的時候
需要把腳屈曲。
敲膽經是一路沿著足少陽膽經，肝膽經是主筋理氣，透過敲膽經可以通
氣通經活絡。 由於方法簡單，病人可以自行做。

推拿法 三：

第四款按摩方法，由病人坐著按摩足三里穴。
找足三里穴的方法是：屈曲膝關節 90 度，找到膝蓋外側凹陷位置
，即是外膝眼，對落三寸，大概四橫指下方，脛骨外側邊，用拇指
按摩，每次按36次，亦都可以用艾條灸，每次約十分鐘左右。
足三里穴作為足陽明胃經的穴位，有助調理脾胃作用。經常按摩這
個穴位可以延年益壽，所以自古以來足三里穴都被稱為長壽穴。足
三里按摩法簡單，病人可以自行做。

推拿法 四：



中醫有一句說話：先天之氣結合後天之氣，是為真氣。真氣又稱為正氣，是維持人體生命活動精微物質。

透過鍛鍊真氣導引功，真氣可以順著經脈運行遊走全身組織，將風、寒、濕及穢濁邪氣帶出身體，達到固本培元、
抵抗外邪侵襲的功效，是現時預防及治療新冠肺炎一個不錯的鍛煉方法。

「真氣導引功」

真氣導引功，兼顧上焦、中焦、下焦的氣機鍛煉，合共需時二十分鐘，每日至少需要鍛煉一次，早上五時至九時效
果最佳。如果有條件，可以早、午、晚各鍛練一次。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具體狀況，選擇部分鍛煉，當然，按照以上
的順序，全部鍛煉效果會更加好。

新冠肺炎突如其來，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習慣，但同時亦都開拓了我們對中醫認知。真氣導引功以中醫理論為依據，
簡單易練，效果快捷，大人小朋友都適合，加上不受場地限制，如果市民勤加練習，不單止可以抗疫，長遠更可以
延年益壽。零成本的鍛鍊，可以有高效益，希望大家可以多鍛鍊真氣導引功。

強身防疫氣功

一） 吸氣的時候，兩隻手由身體兩側慢慢上移，屈肘變陰陽掌，掌心相對，放在前胸部位；

二） 呼氣時將雙手掌向前推出，五指伸直上翹，勞宮穴前凸，兩臂運勁，立掌用力向前推出，勁蓄大魚際
 和拇指、食指的位置。直至手臂伸直，肩肘腕互相平衡為止，望著外面樹木或者空曠地方；

三） 吸氣的時候，雙臂慢慢收起，屈肘變陰陽掌，掌心相對，放在前胸部位。意守中丹田。

以上一共做18次，大約需要三分鐘。

出爪亮翅式：

一） 首先，吸氣的時候，雙手移至下丹田，掌心向外，手背相對。然後慢慢向兩側推開，直至和肩部位置
 一樣闊。

二） 呼氣的時候，兩隻手翻開手掌，手心對著下丹田，慢慢內收，直至大約一個拳頭距離。意守下丹田，
 一共做9次。

三） 然後兩對手移到中丹田，以同樣的方法在中丹田開合9次。

四） 再將兩對手移到上丹田，以同樣的方法在上丹田開合9次。

五） 兩隻手移到前額上面，手掌心向下，指尖相對。呼氣的時候，雙手逐漸向下推至恥骨聯合的位置，以
 意向下丹田引氣，貫通上、中、下三個丹田。

三田開合是全套功法的起勢，令上、中、下三個丹田真氣流轉，開通三焦氣機，調動及激發全身的陽氣。

三田開合式：

預備姿勢：雙手重疊，虎口交叉，男士將左手放在裡面，女士就右手在裡面，放在丹田位置，自然呼吸。

一） 首先，以肚臍為中心，逆時針方向摩擦腹部20個圈，轉圈由大至細，最後回到肚臍眼位置。圓圈上至
 劍突，下至恥骨聯合。

二） 再順時針方向旋轉按摩腹部20個圈，轉圈由細至大，最後返到肚臍位置；

三） 由丹田開始，沿住腹部正中線向下平推至恥骨聯合，一共20次；

四） 手掌分開，分別按在同側上腹部，在肚臍上6寸，旁開正中線2至4寸位置，同時向下平推至腹股溝
 位置，一共20次。

以上操作的時候，自然呼吸，一共需時兩分鐘。

運土利水式：



秋冬天來到是呼吸道傳染病的流行季節，幾千年來，中醫藥對傳染病預防及治療累積了非常豐富的經驗。
中醫藥更加關注身體抵抗力及人體機能平衡調整。養正氣，提升抵抗力，是防治傳染病，特別是呼吸道傳染病重要
內涵。

近年來，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及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在不同時期對各種傳染病，例如禽流感，H5N1而頒佈的診療方
案，其中，中醫藥的內容是越來越豐富。

針對今年初爆發新冠肺炎而公佈診療方案入面，介紹到中成藥對治療新冠肺炎有一定作用：
例如醫學觀察期，出現乏力及胃腸不適的症狀，會用到藿香正氣膠囊、片劑、口服液；而出現乏力及發燒的症狀，
就用連花清瘟膠囊。

危重型患者，就用到蘇合香丸或者安宮牛黃丸。

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連花清瘟膠囊適應症上，增加治療「輕型、普通型」的新冠肺炎患者。
市面上亦有很多受大眾歡迎的感冒中成藥，中醫藥治療流感的效果是非常好。

特點：退燒時間較快、較穩、較持久。這個是中醫藥治療流感重要特色。
其次是紓解喉嚨痛、關節酸痛等等流感症狀，對減輕感冒後出現咳嗽症狀有很好的療效。

除用口服中藥、針灸外，用含有豆蔻成份藥膏或者藥油配合推拿等等，都有一定功效。
我們要充分發揮中醫藥的特色優勢，結合治未病的理念和方法，使大眾利用中醫藥防治流感、新冠肺炎等呼吸道傳
染病。

中成藥防疫方位話你知 香港中醫藥界抗疫聯盟成員

鳴謝：中醫藥發展基金

香港中醫中藥界國慶常設委員會
香港中藥業協會
香港中藥從業員協會
香港中藥聯商會
香港中華製藥總商會
香港南北藥材行以義堂商會
香港中成藥商會
香港中成藥製造商聯合協會
港九中華藥業商會
香港藥行商會
香港中醫藥業聯合會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香港中藥師協會
國際藥膳食療學會
香港參茸藥材寶壽堂商會
香港中醫師公會
名醫名方研究會
香港針灸醫師學會
香港華夏醫藥學會
香港中華經筋醫學研究會
南方醫科大學香港校友會
香港中醫整脊學會
香港頭針醫學會
國際自然療能研究學會
香港中醫學會
現代中醫進修學院
南京中醫藥大學港澳校友會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
香港表列中醫協會
國際中醫中藥總會
廣州中醫藥大學香港校友會
香港大學中醫校友會
香港經絡醫學會
香港中藥學會
港九中醫師公會
香港中醫骨傷學會
香港本草醫藥學會
港九中醫師公會會立港九中醫研究院
新華中醫中藥促進會
香港中華中醫學會
中醫學術促進會
國際中醫暨綜合自然療法學會
香港汕尾中醫協會
中國醫藥學會
香港針灸學會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中醫學會
古今中醫名家學術研究會
現代中醫藥研究發展(慈善)基金
香港中醫藥膳專業學會
中華中醫師學會
國際中醫藥研究學院
香港中醫師權益總工會
僑港中醫師公會

（排名不分先後）

查詢/ 聯絡：
香港中藥業協會  info@cmia.hk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 info@hkcmp.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