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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局長： 
 

本港中醫師致陳肇始局長的公開信 
 
 
作為中醫師，眼見肺炎疫症不斷肆虐，感染人數每日以千計攀升，未來2個月更是疫症高峰
期。大量前線醫療人員疲於奔命，加上其醫療防護裝備嚴重不足，已在雪上加霜情況下，叫苦

連天，本來滿目蒼痍醫療體系已面臨崩潰邊緣。 
 
可惜至今醫學界對於新型冠狀病毒控制仍未有良策。作為受感染患者，只有躺在隔離病床上期

盼得救；作為廣大市民只能活於恐慌之中，終日搶物資自救。中醫師作為香港醫療界別的一群

亦痛心疾首，願為社會出分力，共赴抗疫，以解病患及市民之困厄。現要求現今醫療當權者懷

先賢之態度，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接納中醫等不同專業領域之見。 
 
根據【中國疫病史鑑】，中國近二千多年來發生過321次大型瘟疫，每次以中醫智慧及技術控
制疫情，避免出現像歐洲黑死病等毀滅性溫疫災難。再者，國家衛生部對於沙士疫症或新型肺

炎已明確地指出中西結合治療是具可行性及有效性。如果醫療當權者仍繼續固步自封，沿用舊

有治療方針，就等同於以廣大市民生命作賭注。 
 
以下是中醫師們的建議方案：  
1）前期溫病治療： 建立以中醫為本溫病治療中心，並提供免費中醫治療，解決積存 
     社區感冒發熱個案，減輕現時醫療體系負擔。 
2）後期康復治療： 繼續為出院病患提供讓中醫康復調理。 
3）必須為前線中醫師提供有效醫療防護裝備。 
4）必須將成功中西醫並治方案公布，並納入日後流行病處理常規流程。 
5）由280億抗疫基金中撥出1億元，其中派發免費防疫保健湯水包給各市民， 
    ，另建議部份資助每間前線中醫診所增購防護裝備。 
 
 
冀以市民健康為福祉，中西醫共抗疫為王道。 
 
 

香港註冊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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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局長及高醫生： 

 

有關本港中醫對新型肺炎處理之建議信 
 

  本團隊於 2020 年 2 月 19 日向香港註冊中醫師發出有關「致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之公開信」，並已收取超過 300 位註冊中醫支

持及超過 100 位醫師具體建議。有關建議經過整理及業界討論

後，現撰寫此中醫抗疫之建議信。  

  

五大建議: 

  

一）促請食衛局及醫管局向巿民及中醫師交代中醫參與抗疫治療

之安排及進度 

相對於內地對新型肺炎的治療方案，香港中醫參與抗疫治療比例

明顯不足，亦沒有向本地中醫業界及內地中醫專家團體進行公開

諮詢。在中西醫缺乏溝通及互信情況下，難免有損香港世界醫療

城市之美譽。懇請當局盡快交代中醫參與抗疫治療之安排及進

度，以解各界疑慮。 

  

二）建立香港新型肺炎病案中醫紀錄，為制定社區預防方案作指

導參考 

以問卷及遠端視頻方式，讓受過中醫培訓的護士為本地肺炎患者

作紀錄其症狀及舌像表現，有關醫療數據可交由學術機構或專家

作醫學分析，並制定針對性防治方針供業界參考。另外有關患者

數據亦可作日後中醫臨床研究，以循証醫學角度，有助提升香港

中醫學術地位。 



（附載：香港新型肺炎症狀調查表  https://jinshuju.net/f/EwBt6X） 

 

三）開辦有關診所防感染控制等學分課程及為中醫護增添防護裝

備 

開辦網上或線下學分課程，以十八區中醫教研中心作培訓基地，

為中醫開辦診所感染控制或傳染病學知識，以提高中醫防感染意

識及操作守則。在香港的中醫私人執業的佔 8 成以上 ，他們經

常接觸各區患者，是屬高度受感染的一群，故此為中醫前線醫護

人員提高防感染意識及資助其增添有效防護裝備是必需的。 

   

四）致力推行「全民中醫計劃」，讓中醫進入社區醫療聯網 

以區議會為協調中心，邀請當區中醫及西醫組織社區醫療小組，

為當區市民傳揚「治未病」及「注重個人衞生」的重要性，亦可

加強中西醫雙方通訊，減低疫症於社區爆發之風險。 另外建議

從抗疫基金中，撥備 2 億元為巿民提供全面性防疫保健湯包或茶

療，可由當區中醫先為市民作評估，之後再由區議員辦事處協助

將保健湯包分派給市民，讓中醫發揮保障社區市民健康的優勢。

除此，應允許私營中醫及西醫可通過醫健通查閱病人病歴記錄，

在徵求病人及主治醫生同意下, 可在非探病時間入院為病人提供

中醫治療服務。 

   

五）要求食物及衞生局中醫處成立醫護物資供應小組 

香港大部份中醫都以個體戶式診所營運，加上又每日接觸著不少

社區患者，故有效醫療防護裝備是必需的。建議食衛局應成立中

醫醫護物資供應小組，統一協調各區診所之防護裝備需求，穩定

供應，以防因缺乏防護裝備而引發交叉感染的危機。 

  

冀當局廣納意見，以市民健康為福祉，中西醫共抗疫為王道。 

  

  

香港中醫抗疫義務團隊 

2020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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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師對新型肺炎處理和抗疫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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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閣下於2020 年2 月 19 日和 2 月 25 日致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的來函，表達對新型肺炎處理和抗疫的建議。

政府自 2020 年 1 月 25 日將「對公共衛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

染病預備及應變計劃」的應變級別提升至緊急。特區政府採取

了「圍堵」的策略和一系列具體措施，以達至「及早識別、及

早隔離和及早治療成染者」的目的，通過隔離檢疫手口消毒以有

效防止疫情在香港散播。自疫情出現以來，以上措施有效將本

地社區傳播速度盡量減低，目前香港仍可守住「圍堵」階段以

控制疫情。

中醫藥作為本港醫療系統的一部份，會和其他醫療專業

合作，共同參與防控工作。政府亦一直與中醫界保持密切溝通，

自疫情出現以來因應最新情況多次致函全港中醫師，各中醫學

會及提供中醫藥服務的非牟利機構和大學等，提供了有關疫情

最新的資訊和應對疫情的指引，尤其是衛生防護中心建議的懷

疑個案定義和處理，

為加強中醫界了解和參與防控工作，衛生防護中心曾在

2020 年 1 月 16 日和 1 月 20 日舉辦了有關 COVID-19 的論壇，邀

請各中醫師參加。衛生防護中心亦已編著〈預防2019冠狀病毒

香港~馬~美道 2 號政府總部來翼 17一19 椏 電話：（852) 3509 8765 傳真：（852) 2541 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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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爆發給中醫診所的成染控制措施重點（暫擬）》給各中醫師參

考，並定時作出更新，冀中醫界能共同為COVID-19預防和控

制而努力。有關上述提及致全港中醫師的信件和給中醫診所的

成染控制措施重點，亦可透過衛生防護中心專題網頁

(www. corona virus .gov . hk/chi/index.html）查閱。

我們留意到有中醫師希望獲得政府支援購買足夠的個人

防護裝備，然而在口罩及個人防護裝備供不應求的情況下 ， 公

營機構包括衛生署及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目前面對同樣緊張的

供應。政府有需要優先確保公營醫療人員得到充足的供應，所

以過去並沒有向任何業界（包括私家西醫）提供個人防護裝備。

儘管如此，我們會密切留意業界需要，在可行的情況下盡量提

供支援。

為讓中醫藥界在抗疫方面能發揮更大作用，尤其在預防

和康復治療方面，以及提升中醫師在臨床方面、疫情及傳染病

防控和成染控制等能力，特區政府的中醫藥發展基金特別力口入

了「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相關項目」作為優先考慮、主題，由 2020
年 2 月 27 日起接受業界申請 ， 以推行相關的培訓、研究及推

廣項目。

此外，中醫藥發展基金亦會贊助中醫業界改善中醫診所

設施，當中獲資助項目包括提升臨床操作的安全和衛生，加強

應對傳染病的相關成染控制設備，以保障中醫診所內的人員及

病人的健康，及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中醫服務。上述項目的細

節和詳情可瀏覽中醫藥發展基金網頁（www . CMDevFund . hk ）。

我們明白很多中醫師積極希望參與前線治療COVID-19

患者的工作。按照〈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第 599 章）的指引，

現時所有確診病人均需送往備有成染控制和隔離設施的公立

醫院進行隔離，並按既定醫療程序提供治療。現時疫情的發展

和變化非常快，醫管局臨床傳染病治療專責小組亦就COVID-

19努力研究及制定治療方案，相關的醫院亦加緊配合處理應變

工作。現階段讓中醫師參與住院治療，除了中醫和西醫需要作

詳細討論及協調外，還需了解中西藥的相互作用 、 用藥的安全

性等。因此，我們認為現時並不是適當時機改變現行的治療方

案和安排。

在成染控制方面，醫管局已為 18 區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

（中醫診所）的中醫師和其他員工提供成染防控資訊及多次舉辦

成染預防及控制培訓，包括由醫管局總是位染控制主任辦事處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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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的座談會，提供COVID-19疫情信息、診治方案、診所防疫

措施、懷疑個案處理等以加強中醫診所對成染控制措施的知識，

提升防控能力。現時中醫診所均設立分流站，並按照衛生防護

中心的相關政策及指引將符合監測範圓的病人轉介至就近的

公立醫院的急症室作過切的檢查及診治。為提高公眾對防治意

識，醫管局已將疾病相關資訊，例如對流成的中醫防治資訊，

於中醫動網頁及社交媒體專頁發放，以便市民查閱。

此外，醫管局已於2月初邀請了三間本地大學中醫槃學院

的中醫專家成立中醫專家交流小組，並聯同以三方伙伴協作模

式設立的 18 區中醫診的中醫服務主任，蒐集內地專家對

COVID-19的資訊及文獻作多次討論，並將中醫藥參與防治之

建議予 18 區中醫診所作為參考方案。另一方面，在食物及衛生

局全力支持及推動下，醫管局經過諮詢專家意見後，初步計劃

在部分 18 區中醫診所試行為於公立醫院出院的 COVID-19 病

人提供復康方案，並正與相關非政府機構協商，期望能獲得相

關機構和中醫師的鼎力支持和踴躍參與，讓方案可於短期內盡

快推出。醫管局會繼續探討 18 區中醫診所於應對疫情的角色，

會的口在預防傳染病控制方面的相應配合措施等，進一步發揮中

醫藥的優勢。

長遠而言，中醫藥在本港的醫療系統中將擔當更重要的角

色。我們希望可透過基金、 18 區中醫診所及未來中醫醫院的網絡

進一步加強中醫師的母訓，給予中醫師更有效的支援，並提升業

界處理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讓中醫藥的優勢得以充分發揮，配

合中醫醫院的發展。

謝謝 閣下對COVID-19疫情的關注。

2020年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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