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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是由SARS-CoV-2引起的具有傳染性的急性呼吸道綜合徵，疫情發於武漢，此荊楚大
疫擴散全國及世界多國，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隨後，WHO進一步將其定性為
全球大流行 ( Global Pandemic )，並正式命名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目前，作為新發疾病，
尚未出現針對該病毒感染的特異性藥物，西醫治療主要以抗病毒、對症和支持治療為主。中國發佈新型冠狀病
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一至七版，自第三版起，公佈中醫藥具體防治方案，中西醫結合治療成為國內的主要治
療方式，加上各省市的治療方案，中醫治療豐富多彩。本文歸納總結本病的中西醫診斷和治療的演變，分析中
醫病因病機及其診療的多樣性，以及臨床研究和藥物研究方面的進展。基於國家和各省市的方案和臨床經驗，
提出香港大學中醫學院對本病的防治方案及中醫藥在香港急性傳染性新發疾病中應用的可行性和展望。 

 

[關鍵詞]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中醫；香港防治方案 
1 背景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暫命名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肺炎」，英文名稱為“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簡稱“NCP”，世界衛生組織將其正式命名為2019冠狀病毒疾病[1]（Cora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COVID-19是一種由β屬的冠狀病毒[2]（SARS-CoV-2，一種類似SARS的病毒[3]）引起的、具有
傳染性的急性呼吸道綜合徵，臨床表現為發熱、咳嗽、乏力，以肺部為主要病變部位，多呈現雙側肺部感染，
部分病例快速發展為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徵及急性呼吸衰竭[4-7]，死亡率約為2.38%[8]。根據目前的流行病學調查，
人群具有普遍易感性，存在人與人之間傳播[9, 10]。目前所見傳染源主要是病毒感染的患者，可通過呼吸道飛沫
和接觸等多個管道傳播[10, 11]，通常潛伏期為7-14天，但亦有病例潛伏期長達24天[5]，現已納入《中華人民共和
國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乙類傳染病，按照甲類傳染病管理[12]。2020年1月30日由世界衛生組織宣佈構成「國
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英語：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簡稱：PHEIC）[13]。
冠狀病毒（Coronavirus）最早於1937年從雞身上分離出來；1965-1968年間，Tyrrel、Byone、Hamre、Mclntosh、
Almeida等人先後利用體外培養方法，從感冒患者鼻腔沖洗液中分離出人類冠狀病毒HCoV-229E、HCoV-OC43
株，並利用電子顯微鏡進行形態學研究，發現病毒的包膜上有形狀類似日冕的棘突，將其命名為冠狀病毒，並
於1975年正式由病毒命名委員會命名為冠狀病毒科[14]。冠狀病毒感染在全世界非常普遍，2003年，冠狀病毒感
染引起至今最大的公共衛生事件，即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徵（SARS），其後，2012年，MERS-CoV引發中東呼
吸綜合徵，以及2019年於中國武漢地區發生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導致的肺炎疫情。目前研究顯示其與蝙蝠SARS
樣冠狀病毒（bat-SL-CoVZC45）同源性達85%以上，認為是一種新型的冠狀病毒感染[15]。 

 

2 新冠肺炎的臨床流行病學特徵： 
COVID-19自2019年12月以來，初起認為於病毒宿主與人之間傳播感染，後出現在密切接觸人群中的人際傳播

[6]。根據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世衛組織公共衛生學院傳染病流行病學和控制合作中心預測，在疫情爆發的早期階段
（2019年12月1日到2020年1月25日），COVID-19的R0為2.68，即疫情規模每6.4天翻一倍，推測截止2020年1
月 2 5 日，武漢及周邊地區可能有 7 5 8 1 5 名感染者（ 9 5 % 可信區間 3 7 3 0 4 – 1 3 0 3 3 0 ) [ 1 6 ] ， 
實際截止至2020年3月12日，我國全國累計報告COVID-19確診病例80813例，累計死亡3176例[17]，與預測結果



基本一致。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選取截至2020年2月11日中國內地傳染病報告資訊系統中上報所有新型冠狀
病毒肺炎病例進行分析，中國內地報告的72314例病例中，確診44672例（61.8％）、疑似病例16186例（22.4
％）、臨床診斷病例10567例（14.6％）、無症狀感染者889例（1.2%）、確診病例中死亡1023例，病死率為
2.3％，發病人群86.6％的為年齡在30-79歲之間[18]。疫情自2019年12月從湖北武漢向外擴散，截至2020年2月
11日，全國21個省的1386個縣區受到影響，從首次報告病例日後一個月內蔓延全國並向海外擴散，疫情在1月
24-26日達到第一個流行峰[18]。鑒於這個病毒和相關病例依然在增加，其流行病學特徵有待進一步追蹤。隨着中
國採取了一系列的響應措施，疫情發展在中國大陸地區有被控制的趨勢。但是，隨着復工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個
案增加，疫情存在進一步擴散的風險，需要世界各國的積極響應。目前已經形成世界大流行，迄今為止，全世
界的確診病例超過150萬，死亡病例超過9萬[1]。 

 

3 新冠肺炎的臨床特徵、西醫治療現狀及中西醫結合治療的意義 
在防治新冠肺炎方面，國家衛健委根據臨床防治情況先後發布了七版方案，以指導臨床診斷和治療用藥。

目前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發佈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五版）》，對於湖北省以外的新
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的確診標準分需具備病原學證據，即呼吸道標本或血液標本即時螢光RT-PCR檢測[19, 20]

新型冠狀病毒核酸陽性或標本病毒基因測序與其高度同源，疑似病例連續兩次呼吸道病原核酸檢測陰性方可排
除[10]。對於湖北省內的疑似患者可做出臨床診斷，臨床診斷標準包括流行病學史，即與武漢市及周邊地區或感
染者有接觸史，臨床表有發熱和/或伴有呼吸道症狀，以及臨床表現，包括發熱和/或呼吸道症狀，白細胞總數正
常或減少、或淋巴細胞計數減少，及影像學具有早期呈現多發小斑片影及間質改變，以肺外帶明顯，進而發展
為雙肺多發磨玻璃影、浸潤影，嚴重者出現肺實變的肺炎特徵[10]。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對138名新冠肺炎患者的
流行病學特徵、臨床特徵回顧性單中心病例研究顯示，確診患者中位年齡為56歲，54.3%為男性。院內傳染率
約為41％。臨床症狀為發熱（136例，98.6％），疲勞（96例，69.6％），乾咳（82例，59.4％）。實驗室檢
查顯示淋巴細胞減少、凝血酶原時間延長、乳酸脫氫酶升高。胸部CT顯示，所有患者肺部均有雙側斑片狀陰影
或毛玻璃樣渾濁。患者分別接受奧司他韋、莫西沙星、頭孢曲松、阿奇黴素及糖皮質激素等治療。其中，36例
（26.1%）患者出現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徵（ARDS）、心律失常、休克等併發症，從首次症狀至呼吸困難的中位
時間為5天，至入院的中位時間為7天，至出現ARDS的中位時間為8天。36例重症患者中，4例採用高流量氧療、
15例接受無創通氣、17例接受有創通氣或體外膜氧合治療。截至2月3日，出院47例，死亡6例，其餘患者
仍在住院，中位住院時間為10天[7]。一篇臨床研究報告了59例COVID-19患者腎功能的病例研究（包括28例重症
病例和3例死亡病例），血液生化顯示，血漿肌酐和尿素氮水準升高的患者分別佔19%（11/59）和27%（16/59），
63%（32/51）的患者出現蛋白尿，提示腎功能損傷。CT顯示100%的患者腎臟影像學異常，提示COVID-19患
者存在的腎臟損傷，可能是病毒感染導致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且可能最終導致多器官衰竭和死亡[21]。 

根據第一至七版診療方案，目前西醫對本病的治療主要以抗病毒治療、對症治療和支持療法為主，重症必
須循環支持和呼吸支持[10,11,22-25]，缺乏針對COVID-19的特異性治療手段。根據第六、七版診療方案，目前處於
臨床階段抗病毒治療可試用α-干擾素霧化吸入、洛匹那韋/利托那韋基礎上，增加或加用利巴韋林，磷酸氯喹，
及阿比多爾，但需要在臨床應用中進一步評價目前所試用藥物的療效[11]。 另外，第六、七版方案根據《新冠肺
炎康復者恢復期血漿臨床治療方案（試行第一版）》提出，對於病情進展較快、重型和危重型患者，可增加參
考使用「康復者血漿治療」[11]。有關療效有待進一步的證實。  

此外，在缺乏針對COVID-19的特效治療藥物及明確有效的預防性藥物的背景下，自疫情發生以來，出現大
量旨尋找針對本病預防或治療的有效藥物的臨床試驗。根據鄧宏勇等的研究報導[26]，截至至2020年2月14日，
通過中國臨床試驗註冊中心和美國臨床試驗註冊中心，共檢索到有關COVID-19的臨床試驗專案139項。其中，
66.2%為西藥治療相關項目（92項），33.8%為中醫藥（含中西醫結合）治療專案（47項）；73.4%為幹預性
研究（102項），26.6%為其他研究 (含觀察研究、預防性研究、診斷實驗等，共37項)；90.6%為中國國內研究



（126項），9.4%為國外研究（13項）[26]。西藥治療相關的臨床試驗涉及的治療手段比較多，包括抗病毒藥物、
疫苗、抗體、血漿療法和細胞療法等，其中較為受關注的臨床試驗是針對病毒的RNA聚合酶或蛋白酶抑制劑抗
病毒藥[27]，其中關注度較高的有洛匹那韋/利托那韋（Lopinavir/Ritonavir, 商品名：柯力芝）、達蘆那韋/考比
司他（Darunavir/Cobicistat，商品名：普澤力）和瑞德西韋（Remdesivir）。  

洛匹那韋/利托那韋是中國已上市的一種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蛋白酶抑
制劑[28]，對於SARS-CoV和MERS-CoV的體外半數有效濃度，分別為17.1和8.0 μmol/L[29]。洛匹那韋/利托那韋被
列入第三版診療方案，為首個被納入診療方案的康HIV藥物[24]。截至2月14日，已註冊的相關抗SARS-CoV-2臨床
試驗共12項，為所有相關藥物臨床試驗中註冊項目最多且普遍被作為對照組的一種藥物[30]。 

達蘆那韋/考比司他是中國已上市的治療愛滋病藥物，是 HIV-1 蛋白酶二聚化和催化活性抑制劑[31]。最早
由李蘭娟團隊通過新聞發佈：「發現達蘆那韋在 300 μmol濃度下能顯著抑制病毒複製，與未用藥物處理組比
較，抑制效率達280倍」 [32]，此外，通過電腦學習運算模型研究發現，其對SARS-CoV-2螺旋酶的Kd值為
90.38nmol/L[33]。自2020年2月3日起，達蘆那韋 /考比司他治療COVID-19的臨床試驗分別在分別在武漢
（ChiCTR2000029541）和上海（NCT04252274）開展。 

瑞德西韋作為廣譜核苷類抗病毒藥，是靶向絲狀病毒RdRp的病毒複製抑制劑[34]。其在體外培養體系中，抑制新
型冠狀病毒EC50為0.77μmol/L[35]，並作為同情用藥於美國首例確診患者進行試驗性治療，並在使用該藥物第二天，病
情出現迅速的緩解[36]，自從2020年2月6日起，瑞德西偉在中國進行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的三期臨床試驗
（NCT04252664，NCT04257656）[37,38]。目前仍然缺乏對多種抗病毒藥物療效的相關臨床證據，藥物相關的
副作用和與其它藥物的相互作用的研究，未來還需更多研究聯合用藥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中醫中藥在這次新冠肺炎的治療中起了很重要作用。自從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發
生以來，中西醫結合治療引起了各方的關注，國家衛生健康委發佈的第一至七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均
有中醫治療，隨着對疾病認識的加深及診療經驗的累積，所提方案越來越詳細，中醫全程參與COVID-19的治療
[10,11,22-25]，國家及地方先後制定中醫藥治療COVID-19的具體指導方案，先後組建中醫藥專家隊伍、探索中西醫
結合治療方法[39]，提倡中醫藥早介入、早治療，發揮中醫藥優勢，協同救治，以期提高治癒率。張伯禮課題組
對52例回顧性分析顯示，中西醫結合組治療的（34例）病人在臨床症狀消失時間、體溫復常時間、平均住院天
數、中醫證候量表評分、CT影像好轉率、臨床治癒率及普通型轉重型方面均優於單純西藥組（18例）[40]。根據
中國中醫科學院醫療隊收治的86例患者（重症65例，危重症21例）中，已治癒出院33人。其中，中西醫結合治
療組的核酸轉陰時間比西醫組顯著縮短，發熱、咳嗽、咽乾等症狀也明顯改善；且中西醫結合治療組的平均住
院時間顯著短於西醫組。中西醫結合治療新冠肺炎療效具有以下三個特點：對普通型患者能改善症狀，縮短療
程，促進痊癒；對重症、危重症患者，可減輕肺部滲出，控制炎症過度反應，防止病情惡化；對恢復期患者，
可促進其康復進程[41]。雖然系統的中醫藥療效的臨床研究尚未見文獻報道，但以上研究提示了中西醫結合治療
新冠肺炎的有效性，期待系統的研究報告可以進一步闡明中醫藥在治療新冠肺炎的優勢及中西醫結合治療在防
止新冠肺炎向重症轉化的作用。 

鑒於中西醫結合治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取得較好的臨床效果，值得香港醫療借鑒，有必要對中醫診治新冠
肺炎的概況和特點進行歸納和分析。 

 

4 中醫病名及古籍認識 
中醫藥學有悠久的抗溫疫治療歷史，根據不完全統計，中國歷史上有321次疫病流行[42]。中醫對傳染病的

流行病學調查多通過預測及回顧性資料分析，例如，中國中醫科學院名譽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王永炎曾於2019
年6月預測「在2019年冬至關後到2020年春季會有瘟疫發生」，其預測的理論基礎是基於五運六氣學說，通過
「觀天地之象，觀萬物生靈之象，觀疾病健康之象」作出相應預測[43]。《素問‧六元正紀大論》中提出「陽乃大
化,蟄蟲出見,流水不冰,地氣大發,草乃生,人乃舒,其病溫厲」，吳鞠通在《溫病條辨》「厥陰司天之年終之氣，民



病溫厲。」相似地，2002—2003年發生的SARS，其五運六氣病機主要是庚辰年的「剛柔失守」及「三年化大
疫」，本次COVID-19疫情從「三年化疫」角度考慮，《黃帝內經‧刺法論》：「丁酉失守其位，未得中司，……
故柔不附剛，即地運不合，三年變癘」，熊繼柏國醫大師分析 「在厥陰司天這個年份，最後一步是少陽相火在
泉，受火熱之氣的異常干擾，那就是應寒而不寒，變成一個暖冬。如果這個時候氣候的反覆很大，就容易發生
傳染病。」這些結合五運六氣理論及天干地支記曆法的中醫疾病預測學，在預測分析有疫情爆發的可能性方面
值得進一步研究[44,45]。 

COVID-19為一種新發的傳染病，中醫古籍沒有相關記載，目前根據其病變部位及病變性質，以感受疫戾之
氣（新型冠狀病毒）為病因，並具有較強的傳染性[46]。《黃帝內經》的《素問‧刺法論》記載：「五疫之至，皆
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條文指出此類疾病具有特異的治病因素、傳染性、流行性，無論年齡，具有
主症類似的特點。明代醫家吳又可在《溫疫論》中提出：「夫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
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疫者，感天地之病氣，在歲運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時有盛衰。此氣之來，
無論老少強弱，觸之者即病，邪從口鼻而入。」說明疫病是通過呼吸道傳播的，自然界疫癘之氣，吳又可最早
創立了「戾氣」病因說理論，廣泛地影響後世醫家。清代吳鞠通《溫病條辨》曰：「溫疫者，厲氣流行，多兼
穢濁，家家如是，若役使然也。」至今，中醫對於這一類的外感病的認識，仍然還是以「戾氣」為主。 

 

5 病因病機分析 
對於COVID-19的發病機制，《黃帝內經》云：「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人體

正氣不足，感染病毒，疫毒入侵而發[47]。中醫界公認本次新型肺炎屬於中醫「疫病」，然而對於病因病機上，
早期多認為屬於「濕溫」，後認為屬於「寒濕疫」與寒濕有關，無論何種認識，多認為與「濕毒」有關。這種
認識上的差別，多與醫生的診療體驗有關，例如，劉清泉認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屬於中醫「瘟疫」「 濕毒疫」
的範疇[48]；仝小林院士認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當屬「寒濕疫」，是感受寒濕疫毒而發病，病性上屬於陰病，
是以傷陽為主[49]。因為溫病和傷寒都包含有疫病的辨證，有地方以溫病辨證為主，例如葉天士《外感溫熱篇》
提出「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與本病病理過程相似，就出現了以衛氣營血辨證來討論本病，或因
濕邪為患，以三焦辨證為主，而有的以六經辨證為主，例如，六、七版方案推薦的清肺排毒湯以傷寒論的經方
為主組成，另外，以國醫大師熊繼柏教授為顧問的湖南省防治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中醫藥高級專家組研討
的湖南省新冠肺炎中醫藥診療方案指出，其病因是感受疫癘之氣，病位在肺，病性特點為「溫熱濁毒」[50]。對
於本病出現各種繁雜的觀點和方案及其治療上出現的多樣性明顯是以中醫的整體觀念、辨證論治，三因制宜的
理論和特點密切相關。以國家和地方發佈的方案來說，國家衛健委公佈的試行第三版診療方案提出[24]，其基本
病機特點為「濕、熱、毒、瘀」，初起臨床表現為低熱或未發熱、乾咳、少痰、咽乾咽痛、倦怠乏力、胸悶脘
痞、或嘔惡、便溏、舌質淡或淡紅、苔白或白膩、脈濡。第四版診療方案在治療方案上強調了分期，包括臨床
觀察期和臨床治療期[10,25]，第六、七版延續上一版對疾病全過程的分期外，並增加了每期的寒、熱分型和專病
專方，令六、七版中醫診治方案更加全面[11]。總的來說，COVID-19病情纏綿，病程中可伴有兼寒、兼熱的特點，並
遷延不愈，皆為濕邪致病的特點，又為疫病，病情變化多端，傳變迅速，易熱化，具有毒邪致病的特點，各方
對本疾病的認識雖有不同，但共同點是多認為此次疫情以「濕、毒」為主要特點。 

 

6 中醫藥在新冠治療中的應用 
    6.1 辨病與專病專方及辨證分型 
辨病有中西醫之不同，西醫辨病是新冠肺炎，中醫辨病是疫症，故七版診療方案有了通治的專病專方，清

肺排毒湯，適用於新冠肺炎輕型、普通型及重型，甚至危重型也可以結合患者實際情況合理應用的，但中醫也
強調辨病與辨證相結合的分型論治，自疫情發生以來，在國家《方案》的基礎上，各省、市、自治區衛健委、
中醫藥管理局也根據當地情況相繼發佈了地方防治方案[39]。第四版診療方案，根據疾病的發展情況（預防期、



觀察期、臨床治療初期、臨床治療中期、重症期、恢復期）發佈了相對應的治療方案[25]，多個省份的診療方案
[51]也大致總結為臨床觀察期多為時邪犯表證，治以解表為主，加以祛濕健脾；臨床治療初期（輕症），多為寒
濕鬱肺證，當以宣肺化濁作為主要方向，化濕解毒，宣肺透邪；臨床治療中期，濕毒入裏化熱，濕熱疫毒蘊肺，
鬱閉肺衛，當以宣肺解毒，利濕化濁。對於重症期患者，多表現為內閉外脫證，應中西醫結合，開閉固脫，解
毒救逆。恢復期多見肺脾兩虛，氣陰兩傷，治以健脾補肺，益氣養陰。 

在COVID-19的治療過程中，中醫還強調整體觀念和三因制宜的原則,因此，第三版診療方案在分期辨證論
治的基礎上，就已經提出可根據各地病情、當地氣候特點以及不同體質等情況進行辨證論治[24]。如從因時制宜
角度分析，專家團隊綜合武漢金銀潭醫院收治患者，認為本病為「非其時而有其氣」所致，與2019年12月份氣
候相對溫熱，2020年1月份卻降溫幅度大，降雨明顯增多，呈陰冷濕寒的氣候特點，仝小林院士及王永炎院士
均推薦藿香正氣散或其中成藥作為預防用藥[44,49]。從因地制宜角度分析，在中藥預防新冠肺炎方面，將南方五
省（湖北、武漢、江西、湖南、雲南）的預防處方與北方8省、直轄市（北京、天津、山東、陝西、甘肅、河北、
山西、河南）比較可見，南方多用芳香化濕之品，如佩蘭、蒼術、藿香等；北方多用滋陰潤燥之品，如麥冬、
蘆根、玄參、石斛等[39,46]。同樣是南方，仍然存在進一步的地域差異，例如湖北省認為是寒濕[49]，湖南省認為
是溫熱犯肺[50]，廣東省認為是風熱[52]。從因人制宜角度分析，《靈樞經‧陰陽二十五人》中說：「審察其形氣有
餘不足而調之，可以知逆順矣。」提示體質狀態與發病急感邪後從化與傳變相關。新冠病邪感人後，雖然早期
症狀很相似，但是會隨着體質特點發生從化。溫病大家吳又可亦提出「因其氣血虛實不同，臟腑稟賦之各異，
更兼重感輕感之別」，說明體質不同，疾病的病理轉歸也就不同，需要根據疾病發展階段幾體質狀態調整處方
用藥。對於健康人群，各地區預防用方多以玉屏風散或含有黃芪藥味為主，對於特殊人群，如兒童、孕婦、健
康老年人、患有糖尿病、高血壓、冠心病、呼吸疾病等慢性病人群，在益氣固表的基礎上，予以辨證加減預防[39]。 

6.2 中醫藥治療的優勢分析 
本次COVID-19的診治中，中醫藥的優勢體現在以下三點：第一、靈活性、個體化的治療:整體觀念、辨證

論治，三因制宜體現了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針對病人個體的具體的方藥，如各省市的方案和國家診療版本三版
以後的分期論治；第二、治療的穩定性：意識到本病為一種疫病，《素問‧刺法論》云：「五疫之至，皆相染易，
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並開發了專病專方專藥，如清肺排毒湯，肺炎一號方。第三、中西醫結合治療優勢互
補，尚未知中藥對於冠狀病毒是否有抑制性，但在對改善患者個別症狀和全身狀況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 

針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專病專方值得深入研究，如國家中醫藥局聯合山西、河北、黑龍江、陝西四省試
點開展清肺排毒湯救治新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臨床療效觀察，使用麻杏石甘湯、小柴胡湯、五苓散、射干
麻黃湯、橘枳薑湯的組合方經方的合方，宣肺平喘、理氣利水、調和脾胃、和解少陽，全方能夠緩解以發熱、
乾咳、乏力、納差、氣喘為主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症狀，初步有效率達90%以上[53]，其中60%以上患者症狀和
影像學表現改善明顯，30%患者症狀平穩且無加重[54, 55]。然而缺乏嚴格的臨床設計、安慰劑或西藥對照研究。
廣東省第八人民醫院提出的「透解清瘟顆粒」（又名「肺炎一號方」），蘊含小柴胡湯、清瘟敗毒飲、達原飲
及補中益氣湯之方義，疏風透表、清熱解毒、益氣養陰，於廣東全省30家定點救治醫院臨床使用，用於輕症確
診病人[52]。鐘南山院士牽頭的聯合近60家新型肺炎定點收治醫院報名參加的「血必淨注射液治療新型冠狀病毒
感染的肺炎療效的前瞻性對照研究」（註冊號：ChiCTR2000029381，註冊時間為2020年1月27日），紅花、
赤芍、川芎、丹參、當歸化瘀解毒，以評價血必淨注射液對新型肺炎合併的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徵、凝血功能障
礙、膿毒性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徵等危及患者生命的嚴重併發症的阻斷與改善作用[56]。 

目前各地已經開展了一系列基於循證醫學原則的臨床觀察性研究及臨床試驗，新冠肺炎相關臨床註冊中以
干預性研究為主；中醫藥或中西醫結合干預性研究41項，佔全部中醫試驗的87.2%。涉及中成藥8種（痰熱清膠
囊 ChiCTR20000029813/ 注 射 液 ChiCTR2000029432 、 血 必 淨 注 射 液 ChiCTR2000029381 、 八 寶 丹
ChiCTR2000029819 ， ChiCTR2000029769 、參芪扶正注射液 ChiCTR2000029780 、喜炎平注射液
ChiCTR2000029756、金葉敗毒顆粒ChiCTR2000029755、雙黃連口服液ChiCTR2000029605、熱毒寧注射液



ChiCTR2000029589) , 另含中西醫結合療法研究12項, 非藥物療法研究1項，其中，中成藥干預新型冠狀病毒
肺炎臨床研究中，參芪扶正注射液、八寶丹、金葉敗毒顆粒、雙黃連口服液的臨床研究為隨機對照試驗，痰熱
清注射液的研究為真實世界研究，可提供較高級別循證醫學證據。 

6.3 針對新冠肺炎中藥活性成分篩選的實驗研究 
雖然中醫藥有上述的治療優勢，但目前需要明確是否對COVID-19的病原具有抑制作用，例如以上已經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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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療，趙靜等[55]通過網路藥理學方法，分析清肺排毒湯的主要活性成分及作用靶點，發現清肺排毒湯成分中
的790個潛在靶標中的232個與新型冠狀病毒 （SARS-CoV-2）的受體血管緊張素轉化酶2（ACE2） 共表達。
清肺排毒湯除了可能影響宿主核糖體蛋白與病毒蛋白間的相互作用，而起到抗病毒作用，其多個重要靶標富集
在病毒感染和肺部損傷2大類疾病通路上，參與調控內分泌系統、免疫系統、信號轉導、翻譯等生物學過程的一
系列信號通路。研究提出清肺排毒湯可能通過多靶標調控免疫相關通路Th17細胞分化通路、T-細胞、B-細胞通
路，以及細胞因數作用相關通路，例如TNF、MAPK、VEGF等信號通路，起到抑制細胞因數活化及消除炎症等
作用，為清肺排毒湯治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提供了一定的科學證據支持。 

在探索中藥治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方面，自疫情發生以來，多個團隊基於前期抗SARS藥物研究積累的
經驗，開展抗2019-nCoV藥物研究。上海藥物所對部分藥物進行了篩選，發現了30種可能對SARS-COV-2有治
療作用的藥物，其中包括四種中藥提取物，紫草素、去氧土大黃苷、虎杖苷、山豆根查爾酮，其中，虎杖苷和
去氧土大黃苷與2019-nCoV水解酶（Mpro）結合較好，可能對病毒有抑制作用[57]。華中科技大學藥學院及其合
作團隊通過篩選FDA批准藥物分子庫的2924個小分子化合物和其團隊建立的中藥和天然產物資料庫（約1000個
化合物）發現，如來源於水飛薊的水飛薊賓（Silybin），杜仲的紫雲英苷（Astragalin），金銀花的山奈酚3-O-
芸香糖苷（Kaempferol 3-rutinoside），和元寶草的Samphenzophenone B為冠狀病毒nsp3編碼的木瓜樣蛋白
酶（papain-like protease，PLP）的潛在抑制劑，預期有較好的抗病毒活性[58]。此外，基於既往SARS-CoV及
MERS-CoV的研究報導，以及對2019-nCoV的S蛋白的結構建模，發現2019-nCoV的受體結合域能夠進入表達
人ACE2的細胞，提示人類ACE2為其受體，ACE2作為一種I型整合膜蛋白，其活性位點暴露於細胞表面，因此，
靶向ACE2有可能預防2019-nCoV感染。Hansen Chen及Qiaohui Du[59]通過分子對接方法，預測黃芩苷、野黃
芩苷、橙皮苷、煙鹼胺和甘草酸這五種來源於中草藥的天然化合物，可能通過靶向ACE2受體並發揮抗病毒作用，
以預防新型冠狀病毒的潛在化合物，然而仍需要進一步的實驗研究測試並驗證這些化合物抗新型冠狀病毒的作
用。 

 

7 展望及中醫藥在香港流行性傳染性疾病的應用和可行性探討 
目前中醫藥在2019冠狀病毒疾病的防治各種實踐中，取得了一些臨床經驗，顯示較好的療效，並據此開展

了一些臨床研究和科學實驗。但由於目前病例資料有限，大多基於一般臨床觀察，偏倚風險高，缺乏高級別循
證醫學證據，疫症當前，情況緊急，除了嚴格的臨床試驗以外，需要同時開展臨床真實世界研究，收集資料，
嚴格的統計學和大資料分析，研發出更具針對性和有效的方案和中西藥物，在疫情防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本次COVID-19疫情的爆發，香港為疫區之一，根據香港衛生防護中心資料，截止至2020年3月13日，香港
目前確診病131例，死亡4例[60]。COVID-19在港治療仍以西醫為主，目前臨床治療還沒有中醫藥介入，但是香
港中醫界非常關注本病在香港和國內外的發展。 

在2003年年SARS疫情期間香港醫管局邀請廣東省中醫院參與數十位本港住院病人的治療，並取得較好的
效果[61]。對於中醫藥在SARS疫情中的作用表示能夠用作醫護人員的預防，並且指出可減少患者治療中激素用
量[62]。既往在SARS、H5N1禽流感、甲型流感期間，中醫治療分別有減輕疫情、減少發熱時間及降低死亡率等
作用[63]。本次COVID-19疫情發生以來，內地中醫由國家和各地政府主導積極參與新型肺炎防治全過程，中西
醫結合救治患者，具有一定的療效，中西醫結合診治具有互補性，也成為國家推廣的根據。在香港，本次COVID-19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以來，醫院管理局中醫藥部，註冊中醫學會及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也都成立了應對小組，積
極參考國家和各地預防及診療方案，因地制宜提出適用於香港的中醫預防、治療和康復方案，考慮COVID-19
需要在傳染科隔離情況下進行診治，目前香港中醫介入COVID-19治療的可行性需要中西醫之間完善的理解、協
調、溝通的情況下才可能實現。香港政府規管和發展中醫藥已超過20年，又有三家大學的中醫藥學院長期從事
中醫藥的基礎和臨床研究，如果需要中醫藥參與COVID-19的治療，香港中醫界應該能夠提供香港的中醫防治方
案和相關的診療服務。 

目前香港的醫療體系下，我們認為中醫藥在COVID-19的預防和康復方面，可以發揮積極的作用。基於全國
各地的經驗和香港的地域、氣候及體質特點，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流感與肺炎應對小組從「未病先防」、「既
病防變」以及「愈後防複」三方面，重視正邪兩方面的因素，提出以下方案： 

未病先防」，一是增強體質，提高抗病能力，根據體質提供2種食療方；二是切斷病原，基於過去用於瘟疫
的臨床方藥，對於冠狀病毒有抑制的中藥研究以及本次對於新冠狀病毒有抑制作用的中藥研究，結合中醫理論，
提供三個預防方。「未病先防」方藥，列表如下： 

表一、「未病先防」方藥：體質的辨認，需要專門知識，有關湯藥應在中醫師指導下服用 

 

食療方 

 

方名 

 

體質特點 

 

功效 

 

方藥 

 

加減 

 

服法 

 

羅漢果茶 

 

平和体質 

 

潤肺化痰，

預防呼吸道

疾病 

 

羅漢果1/2個、無花果3-5枚、

南北杏各12克、雪梨（帶皮）

2個、橙（帶皮）1個、白蘿蔔

（帶皮）半個 

 

熱重者可加青橄欖5枚 

 

以上諸味用6-8碗

水，煎煮30分鐘即

可。代茶水頻服

用。每日一劑，連

服一周。 

 

固金湯 

 

平和体質 

 

固金補肺，

預防呼吸道

疾病 

 

生黃芪40g、百合30g、白果20

粒、白蘿蔔一個、紅棗3 枚、

陳皮1 個 生薑3片 

 

白蘿蔔切塊，可選排骨，

或豬皮，或豬肺等。 

 

煲湯全家服用。每

日一劑，連服一

周。 

 

預防方 

 

證型 

 

體質特點 

 

治法 

 

方藥 

 

加減 

 

服法 

 

熱重於濕

證 

 

易上火，大

便幹結，有

口氣，小便

色黃。 

 

清熱解毒，

芳香祛濕 

 

白茅根30g、板藍根10g、銀花

10g、甘草6g、藿香10g、鮮竹

蔗200g、馬蹄200g 

 

白茅根可用鮮茅根150g；糖

尿病患者鮮竹蔗減半 

 

上各味加水 2000

毫升，煮開後小火

30分鐘。每日一

劑，每次一碗，每

日一次，連服3-5

天。 

 

濕重於熱 納差，易大 芳香化濕， 藿香10g、茯苓12g、厚樸花 平素容易乏力，納差，加  



證 

 

便粘膩或大

便正常、舌

苔偏厚、小

便偏黃。 

 

運脾清熱  

 

15g、蘆根15g、炒山楂10g、

炒神曲10g、茵陳15g、薄荷梗

6g。 

 

黨參15g、砂仁6g、白扁豆

15g。 

 

寒濕證 

 

體 質 偏 寒

者，怕冷，

易腹瀉，小

便清長。 

 

健脾益氣，

散寒除濕 

 

黨參30g，黃芪30g，茯苓15g，

白術15g，防風6g，桂枝6g，

藿香15g，大棗3枚，生薑3片 

 

若畏寒怕風重，加乾薑

3g，肉桂3g 

 

 

 
「既病防變」，根據國家6版診療方案和三因制宜理論，制定適合香港的COVID-19的專病專方及分期論治

方案。「既病防變」方藥，參照國家第七版方案，根據香港情況隨證加減。  
「愈後防複」，根據COVID-19病邪所傷和病人體質特點，以益氣健脾，祛濕解毒為核心治法，調和臟腑氣

血陰陽的平衡，以利康復並防復發。「愈後防複」方藥，列表如下： 

表二、恢復期「愈後防複」方藥：辨證，需要專門知識，有關湯藥應在中醫師指導下服用 

證型 

 

臨床表現 

 

治法 

 

方藥 

 

香港加減 

 

服法 

 

肺脾兩虛 

 

氣短，倦怠乏力，

納差嘔惡，痞滿，

大便無力，便溏不

爽，舌淡胖，苔白

膩，脈弱。 

 

益氣健脾 

化濁 

參苓白朮散、 

香砂六君子湯 

法夏9g、陳皮10g、生曬參

15g（焗）、炙黃芪30g（或

五指毛桃30g）、茯苓15g、

姜半夏6g、佩蘭10g、砂仁

6g（後下）、炒白術15g、

炒白扁豆 15g 、焦山楂

20g、炙甘草6g   

 

上各味藥物冷水浸泡

30分鐘，加水蓋過藥

面，煲滾後20分鐘，

翻渣2次，方法同前

（不用再浸泡）。2次

藥液混勻後約400ml, 

早晚各一次飯後1小

時服，每日一劑。 

 

氣陰兩虛： 

（ 餘 邪 未

盡，氣陰兩

傷） 

乏力氣短，口乾

渴，心悸，汗多，

納差，低熱或不

熱，乾咳少痰。舌

乾少津，脈細或虛

無力 

 

益氣養陰， 

清熱潤肺 

參麥散、 

竹葉石膏湯 

花旗參10g（焗）、南沙參

10g、麥冬15g、五味子6g、

竹   葉 10g、生石膏 15g   

生甘草6g、桑葉10g   蘆

根15g、生山楂20g 

 

 

 

 
在過去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中醫學面對了各種瘟疫，而中醫學中一些重大理論創新，都是在處理流行

性傳染性和感染行急症中誕生的，諸如傷寒論裏的六經辨證是處理狹義傷寒和寒疫的診治體系，溫病學是處理
溫病和溫疫的診治體系，本次COVID-19，由於有濕毒特點和寒熱的不同，中醫在內地既用了寒濕疫的診治體系，
又用了溫熱疫的診治體系，中醫治療特色和中西醫結合治療正在發揮着有益和重要的作用。回顧分析這次中醫



在COVID-19的脈因證治，結合中醫在歷史上及其他新發傳染病的應用，說明中醫治療疫病有一定的效果，其優
勢之一是不明病原時仍有方法，因為中醫是「有是證，用是藥」，「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所以
將來對任何新發傳染病，根據中醫理論和過往的實踐經驗，中醫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診療方案，但缺點是缺乏臨
床和科學證據，如果加入現代研究方法（臨床觀察、隨機雙盲對照的臨床試驗、真實世界的臨床實踐記錄、體
內外科學實驗等），在治療患者的同時，就可以快速得到臨床證據和科學實驗的證據，如這次的COVID-19就加
入了科研因素，與西醫一樣快速獲得了一些臨床和科學證據，中國政府一向重視中醫和中西醫結合工作，認為
西醫、中醫、中西醫結合醫療同等重要，所以國家新冠肺炎診療方案一直都有中醫方案，做到了中醫治療早期
介入和全程介入，中西醫結合取得了很好的療效。古今的中醫藥實踐證明，中醫不僅在養生、保健和慢性病上
有優勢，在急症方面也有優勢，事實上中醫、中西醫結合的一些重大成果，都是在危急重症中取得的，諸如中
西醫結合治療急腹症，青蒿素治療瘧疾和三氧化二砷治療早幼粒細胞性白血病等。香港特區政府也非常重視推
動中醫藥發展，食物衛生福利局、衛生署和醫院管理局都設立了中醫藥相關的職責部門，SARS已經開始了嘗
試中西醫結合治療，中醫和中西醫合作治療新發流行傳染性疾病需要臨床基地，香港政府已經立定目標2024年
建成中醫院，根據中醫治療優勢和特色，發展中醫專科和住院服務，期待政府和社會各界善用中醫藥這一獨特
的醫療資源和創新資源，造福香港社會和人類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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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VID-19 is the infectious disease caused by the new coronavirus SARS-CoV-2. The 
COVID-19 outbreak began in Wuhan, China, but is now affecting the most provinces in China and many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Since COVID-19 is a completely new disease in clinics, no effective and specific drugs 
are available to control SARS-CoV-2 infection and resolve the subsequent cytokine storm. A few existing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s are mainly antiviral, symptomatic management and physiological support. 
China authority has sequentially released six versions of clinical treatment guidelines to cope with COVID-19. 
Remarkably, specific Chinese medicine (CM) strategies have been included since the third version. 
Integrated CM and western medicine protocols have now dominated the therapy of COVID-19 in China. The 
present review summarizes the evolution of CM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gainst COVID-19, discusses the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of this new diseas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M, examines the diversity of CM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highlights the progress in clinical research and drug discovery. In line with the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effort and clinical guidelines, a CM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plan for COVID-19 is 
proposed and put forward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plan of the disease and the feasibility and prospect of 
the applic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in Hong Kong's acute infectious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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