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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對爆發於武漢正危及世界的新冠肺炎（COVID-19），現代醫學疫苗以及抗病毒藥物的研發和臨床試
驗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但離投入臨床應用還「遠水不解近渴」。自2020年1月以來，中國內地中醫藥投入治
療新冠肺炎取得了顯著效果。而早期治療，把病毒殺滅在感染初期更是以無數國人生命為代價換來的血的經驗
教訓。中醫不同於西醫，早期治療也要辨證論治。而對於大規模擴散的疫情，中成藥顯然是比隨證處方的中藥
湯劑更為簡單，適於大規模推廣的抗疫方式。如何使處方和適用範圍相對固定的中成藥在大規模的群體應用中，
符合中醫辨證論治的原則，盡可能恰當地吻合患者個性化的病情，是本文重點探討的問題。本文也探討了中西
醫學治療傳染病不同的機制以及中醫學治療方法的優越性，進而基於世界藥物評價體系變革的大趨勢，為未經
針對新冠病毒的「隨機對照試驗」的中成藥直接投入抗疫應用提出了科學的理據。這將有助於從現代科學和現
代醫學角度對中醫學治療方法的再認識，同時也為全球應對疫情提供了一種極具可操作性的解決方案。 

 

[關鍵詞] COVID-19；冠狀病毒；傳染病；抗病毒；瘟疫；中医；新冠肺炎 
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肺炎爆發於武漢，目前正在世界範圍內失去控制地迅速蔓延，被感染及死亡的人數急

劇增加。病毒在全球傳播的過程中，日前已發現了多種變異。像以往一樣，人們把遏制病毒的希望寄託在疫苗
和抗病毒藥物的研發上。根據早前分離出的病毒株進行的疫苗研製仍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很快將投入臨床試驗。
抗病毒藥Remdesivir治療新冠肺炎的臨床試驗已在多地（包括香港）啟動, 不久將會看到試驗結果。這些似乎
給面臨新冠病毒威脅的世界帶來了希望。然而目前還不清楚，基於已經分離出的病毒株開發的疫苗對新冠病毒
以及它的各種變異類型有多大的治療覆蓋面，對新的病毒變種是否需要啟動新的疫苗研究。但顯然疫苗的研發
速度很難跟上病毒突變的速度。目前也不清楚正在臨床試驗的抗病毒藥對感染重症以及新冠病毒的新變種都可
發揮人們期待的作用以及是否對人體有人們難於接受的副作用。這些不確定性都給借助新疫苗和抗病毒
藥戰胜病毒的希望蒙上陰影。  

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除了企盼疫苗、抗病毒藥物, 就沒有其它辦法抗擊病毒了嗎？在這種背景下，
具有悠久歷史的中醫再次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1 新冠肺炎初期的臨床表現及中成藥治療方案 
在2003年SARS流行期間，中醫藥的卓越療效給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在治療SARS和其後的甲流時，

因使用幹擾素、達菲以及大劑量激素產生的嚴重副作用和後遺症也令人難忘。面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現代醫
學只有支持療法和對症治療，對病毒無藥可用。因此，中醫在中國成了抗疫的主力。 

據中央指導組專家張伯禮院士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介紹，此次抗擊疫情，在綜合醫院組建了中醫病區，確定
了中醫定點醫院，全部由中醫組建隊伍進行治療。中醫藥在改善退熱、惡心嘔吐、便秘症狀，在控制病情進展，
穩定血壓、血氧飽和度，靶器官保護，維護心、肺、腎功能等方面都具有顯著作用。中醫藥在新冠肺炎治療中
已經顯示出明顯療效[1]。「截至2020年3月中旬，「在全國確診的病例中，中醫藥參與治療的病例達到了92.58%，
其中湖北省和武漢市的參與比例分別為91.86%和89.4%」[2]。 

綜合中國國家衛健委和中醫藥管理局聯合發佈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7版）》[3]，
世界衛生組織關於感染新冠肺炎的臨床表現的問答，以及中國內地中醫診治新冠肺炎的臨床研究，新冠肺炎感



染初期的以發熱、乾咳、乏力為主要臨床表現。但綜合感染人群中有辨證意義的症狀，可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1） 風寒：鼻塞、流清涕、噴嚏、怕冷，肩背痛 
2） 風熱：發熱、咽痛，流濁涕、肌痛 
3） 濕困：頭身困重，頭暈、惡心、嘔吐、腹瀉、腹部不適或脹或痛，納呆、大便粘膩不爽、舌苔白膩 
4） 呼吸道感染：乾咳、咯痰、胸緊憋氣 
5） 肺胃熱盛：高熱、口渴、多汗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推薦的初期治療的中成藥主要有兩類： 
以乏力伴胃腸不適為主要臨床表現的患者，適合用藿香正氣丸。藿香正氣散出自宋代《太平惠民和劑局方》，

由大腹皮、白芷、紫蘇、茯苓、半夏曲、白朮、陳皮、厚樸、桔梗、藿香、炙甘草、生薑和大棗等13味藥組成。
具有解表化濕，理氣和中之功效。主治外感風寒，內傷濕滯證。惡寒發熱，頭痛，胸膈滿悶，脘腹疼痛，噁心
嘔吐，腸鳴泄瀉，舌苔白膩，以及山嵐瘴瘧等。臨床常用於治療急性胃腸炎或感冒屬濕滯脾胃，外感風寒者。
顯然，藿香正氣丸適用於出現風寒和濕困兩類臨床表現的患者，如果患者兼有兩類臨床表現，則更為適宜。 

以乏力伴發熱為主要臨床表現的患者，則適用具疏風清熱作用的中成藥，在中國內地推薦的主要有金花清
感顆粒、連花清瘟膠囊。國家中醫醫療救治專家組副組長、北京中醫醫院院長劉清泉表示，對於輕症且發熱乏
力的患者，使用金花清感治療；對於輕症且發熱便秘的患者而言，使用連花清瘟治療更適宜[4]。連花清瘟膠囊
與香港註冊的雙花解毒膠囊均是2003年SARS期間開發的中成藥。2009年甲流H1N1流行期間，金花清感、雙
花解毒、連花清瘟三種中成藥的優異表現，曾引起了醫藥界的廣泛關注[5]，雙花解毒膠囊被《2011年中國藥學
年鑒‧藥學記事》列入2010年1月中國藥學界發生的重大事件。三種配方均是基於清代吳鞠通的銀翹散和漢代張
仲景的麻杏石甘湯加減化裁而成，均由解表、清熱解毒、清肺胃熱及宣肺止咳四方面的藥物配合組方，均適用
於風熱、兼肺胃熱盛及輕度呼吸道症狀的患者。不同之處在於： 

1） 雙花解毒膠囊中用性能較溫和的解表藥替代了麻杏石甘湯中發汗力猛、適於北方地區使用的麻黃，
因而更適合氣溫較高的南方使用。 

2） 連花清瘟膠囊由於方中有大黃，因而更適於兼見便秘的患者。 
3） 雙花解毒膠囊由於方中既沒有發汗峻猛的麻黃，也沒有瀉下峻猛的大黃。因而，具有更好的安全性，

在患者體溫較高（超過39℃）的情況下，可以加大劑量服用，有更好的退熱效果。 
4） 三方均不適宜於純粹風寒類型的患者，對於脾胃虛寒的患者，均有可能引發胃腸道的不適，但由於

連花清瘟膠囊方中大黃的作用，胃腸道的反應會更為突出。而雙花解毒膠囊通常在加大劑量服用才會出現胃腸
道的不適。 

綜合目前對新冠肺炎初期的臨床研究，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上述五方面臨床表現往往不是單獨出現的。
風寒兼濕困而出現胃腸道不適的，適用藿香正氣丸；風熱和肺胃熱盛同時出現，或同時兼見呼吸道感染症狀的，
適用金花清感、雙花解毒、連花清瘟這類具疏風清熱作用的中成藥。亦有風寒和風熱的症狀同時出現的，中醫
通常認為是風寒化熱；或者風熱兼見濕困的胃腸道症狀，則需要兩類中成藥配合應用。 

新冠肺炎患者初期病理狀態的個性化，對於病情單純的患者會表現為所屬基本分型的不同，而對於病情複
雜的病人則體現為各基本分型組合的差異。這種個性化的差異，經過專業訓練的中醫師是容易辨識的。但面對
大規模擴散，中醫師的資源遠不能滿足病人需要時，使中醫應對疫情的體系簡單化，使患者很容易分清自己實
際的病理狀態，恰當地使用中成藥，便成了應用中藥控制疫情蔓延首要解決的問題。 

由於上述兩類中成藥的適用範圍涵蓋了新冠肺炎初期常見5個方面的臨床證征，因此，兩類中成藥單獨或配
合使用，基本可以涵蓋新冠肺炎初起患者各種個性化的病理狀態。當患者經過檢測確診為新冠肺炎或有類似感
冒的症狀，懷疑新冠肺炎時，所要做的就是在患者的臨床表現中尋找兩類藥的使用特徵。 

 
1.1 藿香正氣丸的使用特徵 



有風寒或濕困兩方面征象之一的，即可用藿香正氣丸（口服液）。風寒的主要特徵是打噴嚏、流清稀鼻水
（不粘稠、不黃），與類似感冒的不適同時出現的怕冷或怕風。濕困的特徵有胃腸道的噁心、嘔吐、腹部不適、
腹瀉、納呆，也包括頭身困重，頭暈等全身的不適。 

 
1.2 疏風清熱類中成藥的使用特徵 
在此主要介紹在香港註冊的中成藥雙花解毒膠囊和連花清瘟膠囊。雙花解毒膠囊在常規劑量使用時性較溫

和，門檻較低，新冠肺炎患者或可疑患者，不論有無發熱，只要出現咽痛，甚至咽乾，即可使用。連花清瘟膠
囊則宜於發熱較明顯的患者，尤其兼大便不暢更為適宜。 

對於發熱溫度較高的病情相對較重的患者，則宜按常規劑量的上限使用雙花解毒膠囊，或在醫生指導下大
於常規劑量使用，如每次8粒，每日3次或每次6粒，每日4次。但對於肺部感染較嚴重或有其它嚴重並發症的患
者，則只能作為退熱的輔助用藥。 

以上兩類中成藥，只要患者的臨床表現中出現某類中成藥的應用特徵，即可使用該類中成藥。而如果患者
的臨床表現同時具有兩方面的特徵，則兩種（類）藥物可同時使用。藿香正氣丸、銀翹散和麻杏石甘湯均歷史
悠久，是千百年來中醫師屢試不爽的針對特定證候的有效方劑，隨證變通是中醫師每當面對病人時都要完成的
功課。不論傳染病由何種病毒引發，甚至不論疾病起源於病毒還是細菌，「有是證則用是方」，總能收到很好
的療效。中成藥與中藥飲片等配方中藥不同，是經過法定認可的安全性審覈，可以自由銷售的藥物。尤其是藿
香正氣丸和雙花解毒膠囊，組成中甚至沒有需要慎用的成份發，即使辨證不準確，也不會產生副作用。因此是
應對新冠肺炎初期最佳中成藥組合。 

 

2 中醫治療病毒性傳染病機理的科學解析 
特效藥，通常是指對某種疾病有特殊療效的藥物。以往人們談到特效藥，總是相對於某種現代醫學有明確

定義的疾病的。基於中醫辨證論治的中藥，大多只適用於某種（或某些）疾病的特定類型。對可以出現多種不
同證候類型的疾病，通常不具有普適性。因而很少能夠談得上「特效」。近年來，隨着精准醫學的興起，基於
生物標誌物的靶點的引入，現代醫學有了「同病異治」和「異病同治」理念，這與中醫學辨證論治的理念完全
一致的。針對某種（或某些）疾病特定分型的標靶藥物的興起，使人們對特效藥物有了全新的理解，針對特定
生物標誌物異常有顯著療效的標靶藥物同樣被視為特效藥物。由此，把中醫學針對特定證候，而不侷限於某種
疾病的有效藥物作為特效藥物同樣有了合理性。治療冠狀病毒引發的新冠肺炎，可以通過直接殺滅病毒產生作
用，不同的病毒選用不同的抗病毒藥物（或疫苗）；也可以通過糾正病毒引發的不同反應狀態產生作用，即不
同的反應狀態（證候）選用不同的辨證論治藥物。 

目前已有研究證實，有檢測出攜帶病毒而沒有發病的「健康帶病毒者」存在[6]。也有研究表明，從病毒感
染中痊癒的患者仍被檢測出携帶病毒[7]。但此時的病毒通常對攜帶者已經不再為患了，原因可能是患者對這種
病毒產生了免疫力或病毒已被滅活。可見，感染病毒未必一定發病，而不清除體內的病毒未必不會痊癒。也就
是說，病毒在病毒性傳染病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並不總是决定性的。而殺滅病毒的途徑，可以是疫苗或藥物對病
毒的直接作用，也可以通過調動、強化人體的免疫力間接實現。另一方面，病毒學的研究表明，病毒性疾病對
人體的損害並非都是病毒直接造成的，有些是病毒的直接損害與人體異常反應狀態沿著疾病固有的因果關係鏈
形成的繼發損害。因此，在疾病過程中，即使我們能够殺滅病毒，並不意味解决了病毒性傳染病的所有問題。 

顯然，直接針對病毒的治療方法，並不是解决病毒引發疾病的唯一途徑，著眼於病毒引發的人體反應狀態，
或者著眼於阻斷疾病發展的因果關係鏈，同樣有可能達到治愈病毒性傳染病的目的[8]。而把人體反應狀態作為
參照系發現的有些有效藥物，其作用機制不排除正是通過強化了人體的免疫力，或阻斷了疾病的發展過程。 

病毒學的研究表明，病毒引發的機體出現的反應狀態，並非由病毒單方面決定，也與人體受病毒影響的部
份的結構及功能特性有關。也就是說，在人體的同一部位，並不是有多少種病毒侵犯就會有多少種反應狀態，



許多不同的病毒感染人體引起的反應狀態是同樣的，或是相近的。如今天的新冠肺炎、2003年的SARS，2009
年的甲型流感，乃至2014年非洲的伊波拉。這些不同病毒感染的初期，均經常出現發熱、咳嗽、頭痛，咽喉疼
痛等臨床表現，甚至細菌引發的上呼吸道感染初期出現的臨床表現也與此相近。 

病毒造成的人體器質及功能的損傷以及引發的機體的反應，會以症狀、體徵、血液、排泄物理化分析的異
常指標、CT或超聲等成像技術顯示的異常影像特徵等形式反映出來。感染新冠病毒後，咳嗽、咯痰、氣促、呼
吸窘迫無疑是肺部感染的症狀。如果患者呼吸窘迫，在CT上可能會出現肺損傷的「磨玻璃」與「白肺」影像。
嘔吐、腹瀉通常是消化系統抵禦病毒侵犯的正常反應，但嚴重的嘔吐、腹瀉可導致血壓降低以及出現低鈉、低
鉀血症。發熱是人體對抗病毒入侵的常規反應，血液常規分析通常表現為白細胞總數不升高，而淋巴細胞計數
減少。乏力則反映了病毒對人體造成的損害以及在與病毒抗爭的過程中體能的大量消耗。[3] 

在現代醫學傳入中國之前，在100年前的科學技術水平下，人們還看不到病毒，看不到病毒引起的人體內
部器官的病理變化，也看不到血液以及排泄物中某些微觀成份的變化。但中國古代的醫學家相信，人體在疾病
過程中出現的症狀、體徵是人體內在的器官組織損傷的反映。咳嗽、咯痰、氣促、呼吸窘迫等症狀出現，意味
著主司呼吸的肺和呼吸道的結構功能的損傷。這些症狀、體徵的改善和消失，則意味著相應的內在損傷得到了
修復。而嘔吐、腹瀉等症狀的消失則意味著病毒對消化系統的侵害得到了控制，患者的消化、吸收和排泄功能
恢復了正常。 

 

圖1的4種反應狀態是中國古代醫學家總結出來的傳染病初期常見的人體反應狀態類型。針對傳染病的藥物
的療效評價就是以這些反應狀態為參照系進行的。如果一種中藥或基於中藥處方的混合物，能消除某種反應狀
態對應的症狀、體徵，就意味著它能修復與這一反應狀態對應的人體內部器官結構及功能的損傷。  

當病毒感染性疾病的治療關注點被放在病毒引發的機體反應狀態上，就不必關心引發疾病的是哪種病毒及
其病毒不停的變異過程，甚至不必關心究竟是病毒還是其它病原體引發了疾病。只要我們找到了應對這種反應
狀態的方法並將這種反應狀態及時糾正，阻斷了疾病沿著固定的因果關係鏈傳遞的過程，同樣可以達到治愈疾
病的目的。至於這種能消除病理反應狀態的治療方法，是殺死了病原體，還是使其被滅活對於治癒疾病已經不
重要了。總之它已經失去了為患人體的致病作用，因為如果它繼續為患的話，它引發的機體反應狀態不可能被
糾正，損害也不可能被修復。近年來，一次次面對瘟疫爆發，直接針對病毒的治療方法的研究總是受到時間和
技術上的限制而跟不上應對疫情的步調。為甚麼一定要糾結於殺滅病毒，而不能從病毒引發疾病的因果鏈上的
其它環節想辦法呢？ 



今天，免疫學研究的進展已經揭示了人體免疫系統對病毒的強大殺傷力。這提供了另一種殺滅病毒的途徑，
即通過強化人體的免疫力，使免疫系統在與病毒的抗爭中得到源源不斷的支援和補充，這或許是更有效的殺滅
病毒的方法。如圖1所示，以殺滅病原體作為藥效評價的參照標準發現的有效藥物，如疫苗或抗病毒药，作用於
人體通常能夠起到直接殺滅（或滅活）病原體的作用，但不能指望它們同時會修復病原體造成的機體損害。服
藥後，如果出現機體損害的修復，通常是在病原體的致病作用減弱或消除後，機體自愈能力的作用。以人體反
應狀態為參照系發現的有效藥物，一定能夠改善病原體入侵引發的異常反應狀態。其作用機制可能是直接作用
於異常的反應狀態，可能作用在於強化人體的免疫力，也可能直接作用於病原體，或者是同時作用於一個以上
的環節。總之，不論藥物作用於疾病因果鏈上的哪個環節，只要最終能夠改善人體的反應狀態，便可能作為有
效藥物被發現。顯然，把藥物研究的參照系放在機體的反應狀態而不是病原體上，藥物篩選會有更廣闊的視野，
將大大增加作用機制不是直接殺滅病原體的藥物被發現的機會。 

自古以來，中醫學對引發流行性傳染病的病因的認識從來就無關真實病原體。其通過「審證求因」建立的
病因理論就是把對病因的認識放在機體的反應狀態（證候）上，這正是在科學技術遠落後於現代的古代，中醫
學家們仍能找到應對類似「冠狀病毒」引發的大規模瘟疫的有效方法的奧妙所在。 

針對機體反應狀態的治療方法不僅在適用病原體種類的廣譜性上優越於直接針對病原體的治療方法（如疫
苗），而且具有修復病原體造成的損害的作用，因而它的治療效果常常是多方面的綜合作用。另一方面，中醫
目前應用的針對機體反應狀態的治法，從總體上說，是在中國應用了數千年，具有广泛的「真實世界」證據的
直接在人體內殺滅（或滅活）病原體的方法。與通過體外試驗、動物試驗開發的藥物，對人體通常會有更好的
適應性和更小的副作用。顯然，與直接針對病原體的抗病毒、免疫療法不同，基於機體反應狀態的方法是人類
應對病毒性傳染病的更安全、更有效而且有更廣泛適用性的方法。 

 

3 走向個性化的藥品評價體系帶來的中藥評價新理念 
根據1月27日《Science》發表的一篇文章的推測：瑞德西韋具有抗新冠病毒活性。提出瑞德西韋與單克隆

抗體的組合可能是新冠肺炎的理想治療方案。為甚麼在還沒有充分的臨床證據支持的情況下，科學家就敢出此
斷言。用病毒學家馬克‧丹尼遜博士的話說：「瑞德西韋對我們測試過的每一種冠狀病毒都有活性，如果它對新
冠病毒沒有活性，我會感到很驚訝。」[9] 

為甚麼每當出現一種病毒性流行病時，只要了解了其初期的臨床表現和基於中醫辨證的分型，在中醫沒有
經過現代醫學認可的隨機臨床試驗證明的情況下，中醫學家會斷定用甚麼方法和中藥一定有效。根據中醫學家
數千年在對抗傳染性疾病的經歷，只要出現某種特定的反應狀態類型，用相應的中藥處方就會有效。今天，新
冠肺炎呈現出的初期的反應狀態和疾病發展過程中呈現的各個階段的病理狀態，均未超出中醫學治療傳染性和
感染性疾病已有的理法方藥的涵蓋。如果「有是證用是方」而沒有療效的話，同樣會令中醫學家感到驚訝。
今天，越來越多採用中醫藥治療新冠肺炎的臨床報導，已經充分證實了它的有效性。  

機體反應狀態進行治療，儘管侵犯人體的病毒不同，只要人體出現的反應狀態相同就可使用同一種治療方
法。中國古代的醫學家，在漫長的應對形形色色的傳染性疾病的過程中，已經大致了解了各種病原體侵犯人體
后會出現的反應狀態類型以及疾病發展演變過程中，機體反應狀態的變化規律。針對每一種證候，均有了行之
有效的施治方法和方藥。這就是每次傳染病流行，經過良好訓練的中醫師，根據古人流傳下來的這個辨證論治
體系，很快就能確定該病初期的反應狀態類型及其演變規律，進而找出切實可行的治療方法的原因所在。 

中醫學是一個個性化的醫學體系。近年來隨着精准醫學的興起，現代醫學已經開始探索適於個性化醫學的
藥物的評價體系，如「籃式試驗」和「傘式試驗」[10]。2017年，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首次批准了不是針對
疾病而是針對可出現在多種疾病中的生物標誌物的治療方法和藥物[11]。在這種背景下，對中醫學的療效評價，
自然也應當跳出以現代醫學疾病分類體系為唯一參照系的侷限，不應再要求一種中藥（或複方中藥）適用於一
種疾病的不同人群或不同類型。「籃式試驗」適於評價針對不同病原體感染引發的同一反應狀態的藥物；而



「傘式試驗」則適於評價針對同一病原體感染引發的多種不同反應狀態的多種藥物。  
FDA最新批准的不依照腫瘤來源，而是依照生物標志物進行區分的抗腫瘤药物，一種是默沙东（MSD）的

KEYTRUDA（Pembrolizumab），另一是小分子抑制劑Larotrectinib，兩者均是直接針對生物標誌物異常而非
特定部位的腫瘤的藥物。Pembrolizumab適用於治療帶有微衛星不穩定性高（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
MSI-H）或錯配修复缺陷（mismatch repair deficient，dMMR）的实体瘤，目前已發現MSI-H与dMMR這两种遺
傳异常可出現於結直腸、子宮內膜、胃腸道、乳腺、前列腺、膀胱、甲狀腺等多个部位的癌症；Larotrectinib
則適用於涉及携帶原肌球蛋白受体激酶（TRK）基因融合突变的实体瘤，目前已發現13种不同的实体瘤类型，
包括肺癌、甲狀腺癌、黑色素瘤、GIST、結腸癌、軟組织肉瘤、涎腺腫瘤和嬰儿纤維肉瘤。美國FDA批准這兩
種藥物的里程碑意義在於，它們是針對生物標誌物異常，而不是針對特定的癌症，只要臨床發現與藥物作用相
應的生物標誌物異常，不管是哪種癌症，藥物均可以使用。 

同樣，我們前面談到的藿香正氣丸、雙花解毒膠囊、連花清瘟膠囊是針對特定的中醫證候的，只要臨床出
現適合上述藥物的證候，相應的藥物就可使用，而不必顧及是哪種病毒或病原體引發的疾病。在現代醫學的藥品評
價體系為適應精准醫學個性化藥物的發展進行變革的今天，對幾千年來，一直秉承個性化理念發展的中醫針對證候
的藥物，再去按照基於疾病醫學的「隨機對照試驗」的理念要求，是否太不合時宜了！ 

今天，以隨機雙盲對照為特徵的大規模臨床試驗依然是檢驗治療方法安全有效性的金標準。但以往基於這
種貌似嚴謹科學的試驗發展的藥物，在臨床應用一段時間後，常常會發現一些遠期的副作用，嚴重的甚至會導
致藥物的淘汰或禁用。目前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這種臨床試驗結果的可靠性產生質疑，這種臨床試驗的經濟性
和合理性也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詬病。在美國，病人團體聲稱大規模的臨床試驗耗時費力，而且會拖延可能挽
救生命的突破性藥物進入市場的速度。激進的市場化政策推動者宣導以「市場決定」的模式代替FDA的審批，
宣稱只要藥品的安全性得到保證，不管有效性存在與否，都應該被許可在市場上銷售，因為市場競爭和理性的
消費者會讓真正性價比高的藥物自然勝出[12]。在這種背景下，真實世界證據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美國FDA
目前已開始在評價新批准的藥物在真實人群中的可靠性以及擴大藥品適應症的審批時引入真實世界證據[13][14]。 

另一方面，現代醫學的藥物基本上以化學合成、有效成份提取以及生物技術為製造方法。研究參照系多為
單一的特定靶點，用於人體大多有副作用。但即使針對這樣的藥品，目前已有人對其研究過程中耗時費力的臨
床試驗的合理性和經濟性提出了質疑。常用中藥大多是無毒無害的動物、植物、礦物的組成部分。經過幾千年
的臨床實踐，中醫學對常用中藥的性能（包括毒副作用）均有了系統、全面的瞭解。中藥的毒副作用大多可以
通過炮製以及合理的配方進行減毒或佐制，安全性問題與西藥完全不在同一等級。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中醫師
因人而異的隨證處方均不需要任何預先的臨床試驗，只要辨證準確，用藥符合中醫的規範，臨床很少會出現不
良反應。對這樣藥物的臨床評價更沒有必要一定跟進現代醫學的臨床試驗和療效評價體系。 

顯然，在現代醫學臨床評價越來越重視「真實世界證據」的今天，幾千年來一直基於「真實世界研究」發
展起來的中醫藥學體系，它的臨床評價體系更不應脫離「真實世界證據」。 

 

4 結語 
在近兩千年與傳染性疾病抗爭的歷史長河中，中國人的祖先以無數生命為代價，創造了一個包括診斷和治

療在內的完備的應對體系，保障了中華民族的生存與繁榮。今天，面對新冠病毒的肆虐，中醫學與前所未有的
病毒的抗爭中，用祖先流傳下來的方法和技藝取得了令人驚異的療效，向世界展示著中醫學的「神奇」。 

今天，面對百年不遇的大瘟疫，疫苗和抗病毒藥「遠水不解近渴」，而且面臨著病毒變異帶來的療效的不
確定性以及尚不清楚的副作用問題。中醫針對機體反應狀態的治療方法，通過強化人體的免疫力，糾正人體對
病毒侵犯的反應狀態發揮治療作用。雖然存在證候分型的個性化問題，卻是「以不變應萬變」的方法，體現了
適用於各種病毒及其變異的抗病毒的廣譜性。而針對新冠肺炎病初期各種可能的證候類型，選擇針對性強、覆
蓋面廣，安全性有保障且服用方便的中成藥，無疑是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大規模擴散的最佳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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