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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劉漢長教授治療銀屑病的學術觀點和臨床經驗。 方法 通過跟師門診學習、

老師傳授經驗以及整理臨床醫案等方式，從病因病機、治療原則、辨治思路與治療過程中需注意

的問題等對劉漢長教授治療銀屑病的學術觀點和臨床經驗進行總結，並舉一臨床案例予以佐證。 

結果 銀屑病反復發作，頑固不愈，病情遷延，劉漢長教授認為致病因素主要是「風」「熱」「瘀」

「毒」「濕」「虛」。治療上當遵循「祛風」「涼血」「活血」「清熱」「解毒」「祛濕」兼以

「扶正」的辨治思路；強調臨床用藥當「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根據嶺南地域及氣候差異、

患者長幼老少體質強弱的不同，靈活的選擇藥物和加減運用；同時提出本病應配合「適當日曬、

戶外運動、調暢情志、充足睡眠」十六字的預防調護。案例中患者經治療皮疹基本消退，諸症緩

解。 結論 劉漢長教授根據多年在香港地區的臨床經驗，審證求因、辨證論治，將銀屑病分為

陽虛風盛型、血熱風熱型、陰虛濕熱型三型，臨床經驗行之有效,對臨床實踐具有指導意義。 

 

[關鍵詞] 銀屑病；牛皮癬；劉漢長；臨證經驗 

銀屑病（Psoriasis）俗稱牛皮癬，是一種以角質細胞過度增殖為特點的慢性炎症性皮膚病，

中醫名「白疕」，俗稱牛皮廯，古代文獻中有許多類似銀屑病的記載，故又有「乾癬」、「松皮

癬」、「蛇虱」「銀錢瘋」、「乾癬」、「白殼瘡」等名稱。本病慢性遷延、病程較長，有易復

發傾向，有的病例幾乎終生不愈。該病發病以青壯年為主，臨床表現以局限或泛發的紅斑，上覆

厚白色鱗屑為主，全身均可發病，以頭皮、四肢伸側較為常見，伴有不同程度的皮膚瘙癢，冬重

夏輕。本病能增加患者肥胖、高血壓、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的發病率[1]。臨床常見分型包括尋常

型、關節病型、紅皮病型及膿皰型銀屑病，其中以尋常型銀屑病最為常見[2]。隨著社會的發展，

人們生活節奏加快，銀屑病的發病呈逐年增高的趨勢。世界衛生組織（WHO）2016年流行病學

調查報告顯示，全球銀屑病患病率在0.090%到11.43%之間[3]。中國銀屑病的患病人數與1984的

年研究報告相比，患病率由0.123%上升至0.470%。其中首發年齡20到29歲及40到49歲多見，

發病年齡呈雙峰，並且首發年齡在40歲以下人群發病率高達50%以上[2]。作為一種與免疫和炎症

相關的慢性疾病，本病佔用大量醫療資源，花費巨大，目前抗銀屑病藥物的世界市場約為每年33億美元[4]。

2004年美國用於銀屑病的直接和間接治療費用分別達到12億美元和1140億美元[5]。並且對銀屑

病患者本身在身體和精神健康影響較大，嚴重影響生活品質。 

目前現代醫學認為銀屑病的發生和發展與多方面因素有關，醫學界存在遺傳、感染、免疫

異常、內分泌因素、藥物誘發及飲酒、吸煙、精神緊張可能會誘發銀屑病等學說，現代醫學對銀

屑病的發病機制至今仍未清楚[6]。治療主要包括藥物治療、物理治療、生物治療、心理治療等[7]，



其中外用藥主要為糖皮質激素、維A酸、角質松解劑、氟尿嘧啶、維生素D3衍生物等；內用藥的

一線藥物為甲氨蝶呤；物理療法就是通過光學途徑進行治療；此外還有生物製劑。但是光照帶來

的皮膚老化、色素沉著以及免疫抑制劑長期使用後導致的免疫抑制和感染[8]等不良反應眾多，並

且昂貴的費用讓患者望而卻步，即便很多患者接受但是治療停藥後病情容易反復，因此銀屑病仍

然是人類面臨的疑難病症之一。劉漢長教授為東華三院皮膚科顧問醫師，從事皮膚科中醫臨床教

學科研工作三十餘年，對於此病的治療有豐富的臨床經驗，療效顯著。筆者有幸師從劉漢長顧問

醫師臨證學習，現將其治療銀屑病的經驗總結淺述如下，以資借鑒。  

 

1 病因病機 

1.1 隋朝-風毒邪氣致病 

目前認為比較早的對於本病病因病機的認識，可追溯到隋代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乾

癬，但有匡部，皮枯索癢，搔之白屑是也，若其風毒氣多，濕氣少，則風沉（疹）入深，故無汁，

為乾癬也。」首先提出其發病是因風毒邪氣所致。[9] 

1.2 唐宋-風邪、寒邪、濕邪致病 

唐代《外台秘要》記載「《病源》乾癬，但有匡郭……皆是風濕邪氣客於腠理，複值寒濕

與氣血相搏所生。」[10] 宋代《太平聖惠方》「夫乾癬，但有棱廓，皮枯癢，搔之有白屑出是也，

皆是風濕邪氣客於腠理，複值寒濕與氣血相搏所生。」[11] 宋寶佑元年《嚴氏濟生方》「夫癬之

為病，種狀不同…此由風濕邪氣與氣血相搏，凝滯而為此疾也。」[12]唐宋時期沿襲了隋朝時期

風毒邪氣致病學說，豐富為風、寒、濕邪氣客於肌腠，邪氣與血相互搏結，使局部氣血瘀滯，腠

理失其濡養發為本病。 

1.3 明清-內因血分燥熱，外因風、毒、濕熱、蟲邪致病 

明代《外科正宗》記載「頑癬乃風、熱、濕、蟲四者為患，發之大小圓斜不一，乾濕新久

之殊…狗皮癬白斑相簇，此等總皆 血燥風毒克於脾、肺二經」。其「狗皮癬」的描述被後代醫

家認為指的就是現代的銀屑病[13-16]。明代王肯堂《證治準繩》稱其為「蛇虱」，認為「蛇虱遍身

起如風疹疥丹之狀，其色白，不痛但癢，搔抓之起白疕」[17]。 

清代鄒嶽《外科真詮‧白疕》「白疕俗名蛇虱，由風邪客於皮膚，血燥不能營所致。」 [18]

清代《外科證治全書》「初起如錢，漸漸增長，或圓或歪，有匡廓，癢痛不一，其證有六：一曰

乾癬，搔癢則起白屑，索然凋枯；……五曰松皮癬，狀如蒼松，紅白斑點相連」，認為白疕「因

歲金太過，至秋深燥金用事，乃得此症，多患於血虛體瘦之人」[19-20]。清代祁坤曾任太醫院院判，

專門研究外科，在《外科大成》中第一次提出了白疕的病名，曰「白疕膚如疹疥，色白而癢，搔

起白疕，俗呼蛇風，由風邪客於皮膚，血燥不能榮養所致。宜搜風順氣丸、神應養真丹加白蛇之

類」[21]。明清醫家除了認識到外邪致病以外，也逐漸重視內因血分燥熱，進一步豐富了中醫學

對銀屑病的認識。 

1.4 近現代-血熱、血毒、血燥為主要致病因素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西醫專家為區別民間所指的「牛皮廯」，根據其紅斑上覆蓋多層鱗

屑的皮損特點取名「銀屑病」。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中醫醫院皮膚科創始人趙炳南教授根據自

身臨床經驗，認為「血熱、血毒、血燥」是發病的主要根據，針對血熱血毒自創了經驗方白疕1



號；血熱血燥為主者，自創經驗方白疕2號。[22]朱仁康教授認為「血分有熱」是主因，並且貫穿

疾病發展的始終。對於銀屑病新病者，朱仁康認為多因「血熱血燥」發病，以自擬清熱解毒的「克

銀方」治之；日久邪毒稽留虧耗陰液，津液不足，予滋陰潤燥養血、兼以清熱解毒「克銀二號方」[23]。

當代醫家多認為銀屑病的發病與血熱、血燥、血瘀相關，三者在疾病發病過程中相互轉化，根據

不同發病時期有所偏重。禤國維認為本病是血燥為本、瘀毒為標而發病[24]。 

1.5 劉漢長教授的個人體會 

在繼承前輩學術經驗的基礎上，劉漢長教授認為，在整個銀屑病的治療，風為百病之長，

風邪鬱於肌表，加上血分熱毒，影響經絡水液通調，產生體內之濕，導致氣機不利，內不得疏泄，

外不能透達，熱毒濕壅滯於裡，由於香港地區的濕熱的氣候特點，外來的濕邪亦蒸騰於外，濕邪

具有「黏滯、重濁、氤氳」的特性，內外相合，導致疾病纏綿難愈，疾病日久熱邪煎熬血液成瘀，

加之久病多瘀多虛，故在香港地區治療銀屑病當注重「風」「熱」「瘀」「毒」「濕」「虛」六

大病理因素的共同作用，除了辨證論治，重視活血涼血、清熱解毒以外，祛風除濕也應該貫穿整

個治療過程，同時兼顧患者病情變化和體質強弱加減用藥。與此同時，在患者接受治療前，應事

先說明本病的治療需要耐心堅持，忌隨意停藥，方可取得較好的臨床療效。 

  

2 辨治思路 

2.1 審證求因，辨證論治 

劉漢長教授根據多年在香港地區的臨床經驗，審證求因、辨證論治，將銀屑病分為三型：

陽虛風盛型、血熱風熱型、陰虛濕熱型，其中以後兩種為香港地區銀屑病患者常見證型，陽虛風盛型

的 患 者 當 明 辨 。 

2.1.1 陽虛風盛型 

臨床表現：此型見於陽虛體質、病久及關節型銀屑病患者，皮損乾燥脫屑白屑迭起，癢甚，

或見關節紅腫不甚，但關節疼痛較重，筋脈拘緊，活動受限，伴頭昏，乏力，腰酸背痛，部分患

者雖面赤灼熱、煩躁惡熱、口渴咽乾，但四肢不溫、畏寒，舌淡胖，苔滑，脈沉細無力。此型香

港地區較少見，若真為此型當明辨寒熱虛實。 

治法：溫陽通絡、疏風祛濕 

選方：真武湯、荊防敗毒散加減 

藥物：黑順片、白朮、茯苓、薏苡仁、仙鶴草、皂角刺、枳椇子、羌活、獨活、防風、川

芎、垂盆草、石上柏、益母草、牛膝。 

方義：黑順片、白朮、茯苓溫陽利水；薏苡仁、仙鶴草祛濕解毒；羌活、獨活、防風疏風

散寒；垂盆草、石上柏清熱解毒；祛風除濕；川芎、益母草、牛膝活血化瘀。 

2.1.2 血熱風熱型 

臨床表現：此型香港地區多見，皮疹發生及發展迅速，新生鱗屑性紅斑不斷出現，自覺皮

膚瘙癢難忍，常伴有咽喉腫痛，口乾舌燥，心慌易怒，小便短赤，大便秘結等症狀，舌質紅，苔

薄白或黃厚膩，脈象弦滑或數。 

治法：涼血祛風、清熱祛濕 

選方：犀角地黃湯、白虎湯加減 



藥物：水牛角（先煎）、地黃、玄參、麥冬、牡丹皮、石膏（先煎）、知母、仙鶴草、薏

苡仁、白茅根、石上柏、烏梅、板藍根、大青葉、防風。 

方義：水牛角、地黃、玄參、麥冬、牡丹皮、仙鶴草清熱涼血；石膏（先煎）、知母、白

茅根清熱生津；薏苡仁健脾祛濕；烏梅、防風疏散風邪；板藍根、大青葉、石上柏清熱解毒。 

2.1.3 陰虛濕熱型 

臨床表現：此型香港地區常見，患者皮疹以肥厚的鱗屑性紅斑為主，呈汙褐粘膩狀，癢甚，

可伴胸腹脹滿，口苦咽乾，食少納呆，白帶量多、清稀或黃臭，大便乾或先乾後溏，溲赤。舌質

紅，苔黃膩，脈弦滑數。 

治法：滋陰活血，清熱除濕 

選方：滋陰除濕湯加減 

藥物：生地、玄參、麥冬、赤芍、牡丹皮、澤瀉、豬苓、茯苓、茵陳、薏苡仁 地膚子、金

銀花、皂角刺、紫花地丁、白茅根、益母草、石上柏。 

方義：生地、玄參、麥冬、赤芍、牡丹皮涼血養陰；澤瀉、豬苓、茯苓、茵陳、薏苡仁、

白茅根清熱祛濕；金銀花、皂角刺、紫花地丁、石上柏、地膚子清熱解毒；益母草活血化瘀。 

2.1.4 加減用藥： 

特別需要注意，在銀屑病急性期或紅皮病型銀屑病，部分患者常表現為熱毒較重，可見全

身皮膚掀紅潮熱、腫脹、大量脫屑，或兩手指關節呈畸形彎曲不能伸直，常伴壯熱口渴、發熱煩

躁、形寒身熱、溲赤便秘，當治以清營涼血，祛濕解毒，基礎方：板藍根、大青葉、桃仁、紅花、

赤芍、牡丹皮、煆赭石（先煎）、煆磁石（先煎）、紫草、薏苡仁、老鸛草、鬼羽箭、垂盆草、

白茅根、石上柏。若癢甚加皂角刺、蒺藜、蜈蚣、全蠍搜風剔絡；熱甚者加野菊花、蒲公英、紫

花地丁等清熱解毒；濕甚者酌加重薏苡仁、蒼術等除濕；關節痛甚加桑枝、獨活、秦艽、防風、

威靈仙、土茯苓等；病久難愈、皮損頑厚屬血瘀阻絡者，加三棱、莪朮、雞血藤、鬼箭羽或烏梢

蛇等散結化瘀之品以促進皮損癒合。  

 

2.2 把握病程，分期施治 

對於銀屑病的治療，亦可根據不同的時期，大體上把握治療方向： 

2.2.1 進行期：患者大多急性發病，病情進展較為迅速，皮疹為鱗屑性紅斑，不斷發生新疹，

可泛發全身，容易發生同行反應，即在外傷處出現新的皮疹。本病此期當根據患者皮損特徵、皮

損進展速度、患者發病情況及其他體徵進行中醫的辨證論治。 

2.2.2 靜止期：病情保持相對穩定，基本無新紅斑鱗屑出現，舊疹色淡緩慢擴大，上覆有較

厚鱗屑，多伴面色萎黃、頭暈眼花，女子月經量少，伴口乾，便乾，舌淡，少苔，脈弦細。

此時銀屑病漸漸步入後期熱毒耗傷營陰，生風生燥，故注重養血潤燥，祛風止癢。  

2.3 消退期：紅斑縮小變平，鱗屑減少，部分皮疹周圍有淡白色暈，有的皮疹中央先消退呈

環狀。此期當守方，囑患者堅持治療，切勿自行斷藥，同時加強戶外活動、每日儘量日光照射十

分鐘以上，把握好時機，以促疾病儘快恢復。 

 

3 醫案 



李某，男，34歲，2018年10月27日初診。 

主訴：全身皮膚鱗屑性紅斑瘙癢脫皮2年，加重6+月 

現病史：自2016年開始全身皮膚多處紅斑，上覆鱗屑性，曾就診西醫，診斷為「銀屑病」，

給予患者外用類固醇治療，具體藥物不詳，症狀無明顯改善。患者亦長期于外就診中醫，服藥後

效果不佳。現見全身皮膚錢幣狀鱗屑性紅斑，伴乾燥脫皮脫屑，瘙癢，納眠可，二便調，舌紅苔

白，脈弦。 

診斷：白疕-濕熱瘀滯證 

治則：清熱化濕行滯 

處方： 

水牛角30g（先煎），地黃30g，玄參15g，麥冬12g，牡丹皮12g，石膏30g（先煎），知

母10g ，仙鶴草12g，薏苡仁15g，白茅根30g ，石上柏30g，烏梅12g，板藍根15g，大青葉15g，

防風9g。3劑，水煎煮，每日早晚2次，飯後服。 

醫囑：每天適當日曬；适量戶外運動；調節情緒節，保持心情舒暢；避免熬夜，保證充足

睡眠。 

2018年10月29日二診，患者述葯後輕微腹瀉，餘症同前。醫者根據患者情況決定繼續守方

治療，2019年5月16日最後就診，此時患者全身皮膚紅斑鱗屑已無，僅見原紅斑處褐色色素沉著

斑，偶瘙癢。2019年8月5日隨訪，病情穩定。 

體會： 

劉漢長教授一直在皮膚科臨床的一線，長期治療各種皮膚病，除了以上所介紹的臨床治療

銀屑病的方法以外，尚且有幾點需要醫師在臨床中留意。 

第一，藥物的安全性：切忌不可因為盲目追求療效，使用一些已經經過臨床研究證實對人

體毒副作用較大的藥物，如雷公藤、生附子等，醫者當認真仔細權衡。 

第二，重症銀屑病：對於重症銀屑病，主張中西醫結合治療，一切以患者的生命安全與療

效為臨床選取治療方案的標準。 

第三，藥物過敏問題：有時醫者辯證準確、用藥正確的情況下，患者口服或外用後出現了

不尋常的反應，比如皮膚突起片狀紅疹瘙癢劇烈，甚至呼吸困難，當立即停藥，予以處理。 

第四，小兒的特殊性：小兒臟腑嬌嫩，肺脾腎常不足，用藥當顧護脾胃，不可過於苦寒。 

第五，中藥耐藥性：若是患者在服用初起效果較佳，然長期服用病情控制不佳，當變換藥

物或配合其他中醫療法。 

第六，預防與調護：除了口服中藥，應當適當日曬、戶外運動、調暢情志、充足睡眠，同

時預防感冒，減少上呼吸道感染。 

筆者在跟隨劉漢長教授學習期間有幸親眼見到不少銀屑病患者在長年接受西醫手段治療效

果不佳的情況下前來就診，獲得肯定的療效，皮疹消退後復發率較低，銀屑病由於影響美觀，很

多患者長期十分自卑，皮疹消退後很多患者生活治療提高，人也變得自信起來，同時患者普遍反

映治療費用相對低廉易於接受，並且毒副作用小，很多的患者都從中受益，療效是中醫的生命力

所在，中醫治療皮膚病有獨特的優勢，值得我們進一步挖掘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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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cademic viewpoint and clinical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Liu Hanchang in the treatment of psoriasis. Methods Through the follow-up study of 

teachers, teachers to teach experience and organize clinical cases, from the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treatment principles, treatment ideas and problems in the treatment process, 

Professor Liu Hanchang’s academic views and clinical treatment of psoriasis The experience 

is summarized and a clinical case is supported. Results Psoriasis recurred, stubborn and 

unhealed, and the condition was prolonged. Professor Liu Hanchang believed that the main 

pathogenic factors were “wind”, “hot”, “blood stasis”, “poisonous”, “wet” and “virtual”. The 

treatment should follow the “hurricane”, “cool blood”, “blood-activating”, “clearing heat”, 
“detoxification”, “dampness” and “fuzheng”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ideas; stressing that 



clinical medication should be “adapted to local conditions”, “because of people According to 

Lingnan region and climate differences,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physical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flexible choice of drugs and additions and subtractions; at the same time 

proposed that the disease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appropriate sun, outdoor sports, 

emotional, adequate Sleep” 16-word prevention and care. In the case, the patient’s rash was 

basically relieved by the treatment of rash. Conclusion Based on years of clinical experience in 

Hong Kong, Professor Liu Hanchang is divided into yang deficiency and wind type, blood heat 

and wind type, yin deficiency and damp heat type. The clinical experience is effective. It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psoriasis; psoriasis; Liu Hanchang; clinic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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