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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快速測試陰性代表完全康復嗎?

何謂「長新冠」?



「COVID-19長期影響被定義為發生在具有可能或確診
COVID-19感染史的人群中的疾病;通常在COVID-19發病後
三個月內發生，癥狀和影響持續至少兩個月。 COVID-19長
期影響的癥狀和影響無法用其他診斷來解釋。」

—世界衛生組織(WHO)

COVID-19長期影響(長新冠)

“Post COVID-19 condition (long COVID) is defined as the illness
that occurs in people who have a history of probable or confirmed
SARS-CoV-2 infection; usually within three months from the onset
of COVID-19, with symptoms and effects that last for at least two
months. The symptoms and effects of post COVID-19 condition
cannot be explained by an alternative diagnosis.”



根據中大醫學院的研究資料，76%新冠患者康復後6個月內出
現至少一種症狀，當中最常見的症狀包括疲倦（31%）、記憶
力差（28%）、脫髮（21%）、焦慮（21%）和睡眠困難
（21%）。

>75%



臨床觀察

新冠檢測陽性持續時間
3-21日

首次後遺症求診時間

新冠檢測結果轉陰性
14至60+日後

求診年齡
3-95歲

最常見癥狀

咳嗽、咽癢、
睡眠困難、食欲改變、
疲倦、記憶力衰退



病情差異

● 基本差異：每個人體質、年齡、病史不同

● 複雜因素

 天氣(如温度、濕度)、保暖

 飲食、睡眠作息

 距離疫苗注射時間



中醫如何理解?

發病 -恢復

 正邪交爭過程

 肺氣耗損

 氣短

 嗅覺減弱

 咳嗽痰多

 正氣受損

 原本虛弱的臟腑失去氣血濡養

 過往體質問題加重…



2
常見症狀及治療成效

中醫如何治療新冠後遺症



直至2021年5月，在南區中醫診所中接受治

療的 2019冠狀病毒病復康患者已超過100人，

年齡層由 11至78歲，男患者佔約37%，女患

者佔約63%。當中有多類型症狀，43%患者

有睡眠問題，29%有口乾/咽乾，28%有神疲，

27%有乾咳，25%失去嗅覺，23%氣短，

20%失去味覺，17%氣喘，16%大便異常，

14%夜尿，14%咽癢，13%咯痰，12%流涕，

12%焦慮/心情緊張，11%自汗。其他症狀包

括：乏力、鼻塞、咽痛、腹瀉、納差、惡風、

腰膝酸軟、盜汗、心悸、噯氣、脫髮、皮疹

及記憶力減退。

南區中醫診所



全港之冠

>400

4月南區中醫診所特別診療求診人次

18區特別診療新症及覆診人次

已收集之新冠後遺症相關案例數目

>3800人次



醫學觀察期/臨床治療期/
恢復期 診斷 醫囑處方

中醫治療新冠過程

何時停藥/食療/
戒口/調節作息

望聞問切
*望診、問診、舌象、脈象等

四診合參

擬定治法及用藥細節



3
湯水、運動適合那些情況?

如何在家中自行紓緩症狀?



咽癢、痰不多而咳

陳皮焗水
陳皮1-2塊

乾咳，喉嚨乾而疼痛不嚴重

羅漢果菊花茶
羅漢果1/4個，菊花3克

胃口不佳，咳嗽輕微

生薑紅棗茶
生薑3-4片，加入5粒紅棗(擘開)

簡易紓緩咳嗽茶療

沖服方法:

選擇以其中一種組合，以1杯熱水

沖入，加蓋後靜候5-10分鐘。以上

為一杯份量，亦可按比例加量放

入水樽或保温瓶。

適應範圍:
• 咳嗽為主

• 症狀輕微

• 平和，可日常沖飲

圖片來源：Google



咽癢咳嗽食療

功效：宣肺化痰
材料：
• 南杏仁、北杏仁各10克

• 川貝母(或浙貝母)10克

• 桔梗10克

• 陳皮4片

• 炙甘草10克

圖片來源：Google

煎煮方法:
以三碗水煲至二碗水，早晚各一次，每次一碗。
以上為二人份量，可按比例加減，又或按口味加入瘦肉煲湯。



運動
如:瑜珈、八鍛錦、
太極、行山

考慮:氣喘、下肢穩定性、體力

原則:輕量舒適

目的:流通氣血，舒展筋骨



CREDITS: This presentation template was created by 
Slidesgo , including icons by Flaticon , infographics & images 
by Freepik and illustrations by Stories

打坐、拉筋、瑜珈

• 入門難度： ★
• 適合各類人群
• 只練習有信心的式子
• 養靜
• 練習呼吸
• 舒展筋骨

圖片來源：Google

http://bit.ly/2Tynxth
http://bit.ly/2TyoMsr
http://bit.ly/2TtBDfr
https://stories.freepik.com/rafiki/?utm_source=slidesgo_template&utm_medium=referral-link&utm_campaign=sg_resources&utm_content=stories#f5a0a7


CREDITS: This presentation template was created by 
Slidesgo , including icons by Flaticon , infographics & images 
by Freepik and illustrations by Stories

八鍛錦、太極
• 入門難度： ★★
• 推薦人群：生活節奏過急人
士

• 要求：能穩定站立
• 建議導師指導下練習
• 養靜、練氣
• 強壯體魄

圖片來源：Google

http://bit.ly/2Tynxth
http://bit.ly/2TyoMsr
http://bit.ly/2TtBDfr
https://stories.freepik.com/rafiki/?utm_source=slidesgo_template&utm_medium=referral-link&utm_campaign=sg_resources&utm_content=stories#f5a0a7


CREDITS: This presentation template was created by 
Slidesgo , including icons by Flaticon , infographics & images 
by Freepik and illustrations by Stories

行山
• 入門難度： ★★★
• 推薦人群：長期居家抗疫、體力較
佳

• 要求：跌倒風險較低、有經驗
• 應選擇比較曾完成的更容易的路線

http://bit.ly/2Tynxth
http://bit.ly/2TyoMsr
http://bit.ly/2TtBDfr
https://stories.freepik.com/rafiki/?utm_source=slidesgo_template&utm_medium=referral-link&utm_campaign=sg_resources&utm_content=stories#f5a0a7


4
連花、金花、藿香等，如何用得其所?

中成藥應用及過剩的處理



抗疫中成藥

中成藥 藥性 功效 日常應用機會

連花清瘟膠囊

藥性偏寒

清瘟解毒 宣肺泄熱 低

金花清感顆粒 疏風宣肺 清熱解毒 中

藿香正氣片／膠囊 藥性偏溫 解表散寒 化濕和中 高

資料來源：pcm_covid.pdf (coronavirus.gov.hk)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pcm_covid.pdf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pcm_covid.pdf


使用宜忌

• 孕婦、兒童、敏感體質、長期病患、蠶豆症患者須慎用。

• 三款抗疫中成藥並非保健藥物，如沒有出現病徵，不建議服用。

• 因應不同人的體質、病因和病情，適合使用的中藥亦有所不同，為

保障健康和用藥安全，市民在服用中藥前應先徵詢中醫師的專業

意見，並在使用前應仔細閱讀說明書。



連花清瘟膠囊
過剩?



連花清瘟膠囊
外用方法簡介
適用表現：未潰破之暗瘡
禁忌：皮膚過敏

1. 清潔雙手及清洗暗瘡位置
2. 先於手背塗少量藥液
3. 5-10分鐘後，檢查有否出現痕癢、紅

腫
4. 排除過敏可能
5. 預備一塊清潔卸妝棉，加少許蘆薈凝

膠
6. 打開一顆膠囊，倒在微濕的卸妝棉上
7. 直接敷在暗瘡部位15-20分鐘
8. 用清水沖洗

注意：若瘡口已潰破流膿，應慎用。
如有問題，請先諮詢中醫師。



示範
可同步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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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S: This presentation template was created by 
Slidesgo , including icons by Flaticon , infographics &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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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keep this slide for attribution

計劃網站: 學生中醫樂齡計劃
(https://www.ln.edu.hk/apias/projects/chinese-medicine-cht.php)

我們希望聆聽您的意見!
講座回應表
 掃描QR Code
 點擊聊天室連絡
 發送Whatsapp致5421 5574

http://bit.ly/2Tynxth
http://bit.ly/2TyoMsr
http://bit.ly/2TtBDfr
https://stories.freepik.com/rafiki/?utm_source=slidesgo_template&utm_medium=referral-link&utm_campaign=sg_resources&utm_content=stories#f5a0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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