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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

鼻敏感



有時候咳嗽動作太激烈，會對身體造成傷害。

慢性咳嗽者常伴有疲勞、頭痛、頭暈、出汗、胸痛、
失禁，
甚至發生肋骨骨折。

嚴重的還可能併發危急情況，例如氣胸、心跳、昏厥、
氣管或食道撕裂。

持續咳嗽不可避免地導致社交問題，令人感到壓力或
易有挫折感。

咳嗽怎樣損害健康?



中醫認為肺主一身之氣，負責管理呼吸活動。
肺是「氣」之交換地方。
吸氣時，肺吸入自然界的「清氣」，並往下輸送，
與其他氣結合而成「宗氣」。
呼氣時，肺則排出體內的濁氣。肺的呼吸正常，則氣道暢
順，呼吸均勻調和。

中醫認為鼻為肺之竅﹝肺的門戶﹞，亦為身體內氣出入的通道。
若肺失調，則鼻會受到影響，
例如，肺氣不利，則見鼻塞流涕、嗅覺不靈、打噴嚏等。
此外，喉與聲帶亦與肺相連繫。
有時候，肺虛會引起聲音嘶啞、失音等。

「肺主氣，司呼吸」 《黃帝內經·素問》

「肺開竅於鼻，其華在毛，上連於喉」
《黃帝內經·素問》



中醫認為肺有宣發和肅降的作用，
宣發是指升發和發散的意思，
肅降則指清肅和下降的意思。

宣發和肅降對人體的健康非常重要，
若肺失宣降﹝宣發與肅降﹞，
會出現咳嗽、喘促、胸悶及痰濕停聚等。

「肺主宣發和肅降」 《黃帝內經·素問》



何謂咳嗽？

有聲無痰為咳，有痰無聲為嗽。
一般多為痰聲並見，難以截然分開，故以咳嗽並稱。

分外感咳嗽及內傷咳嗽兩大類。
外感咳嗽：六淫外邪侵襲肺系
內傷咳嗽：臟腑功能失調，內邪干肺。

病機：不論邪從外入，或自內而發，
均引起：肺失宣肅，肺氣上逆作咳。



肺主氣，為五臟之華蓋，
開竅於鼻，外合皮毛，又與外界直接相通。

氣候突變或調攝不當，外感六淫從口鼻或皮毛入侵，
肺氣壅遏不宣，清肅失常，痰液滋生，
阻塞氣道，就會咳嗽。

因體質陰陽之偏，四時氣候之異，
人體所受外邪有所區別。

風為六淫之首，其它外邪多隨風邪侵襲人體，
因而有風寒、風熱、燥熱等不同的咳嗽。

1. 外感咳嗽

http://www.shen-nong.com/chi/principles/whatsixevils.html
http://www.shen-nong.com/chi/principles/yinyang.html


肺臟虛弱或其他臟腑累及肺臟，均可引起咳嗽。

肺臟虛弱：
肺系疾病日久，耗氣傷陰，失於清潤，肺氣上逆，引起咳嗽；
又或因肺氣虛不能輸布津液，
或肺陰虛而虛火灼津，聚生痰濁，阻滯氣道而咳嗽。

脾失健運：
脾虛，飲食不當，痰濁內生，上漬於肺，
肺失宣降，肺氣出入不利，逐咳嗽。
脾為後天之本，土虛不能生金，
脾虛致肺氣不足，清肅無權故而咳嗽。

2. 內傷咳嗽



肝火犯肺：
情志刺激，肝鬱化火，
氣火循經上逆犯肺，致肺失肅降而作咳。

腎臟虧損：
正常的呼吸運動是肺、腎二臟相互協調的結果；
肺吸入氣而下歸於腎，
由腎將之攝納，這樣呼吸才能暢通均勻。
腎氣衰弱，不能攝納而生咳；
或腎陰不足，陰虛火旺，虛火灼津成痰，
阻擾肺氣肅降，致咳嗽。久病甚者，更由咳致喘。

瘀血內阻：跌打損傷，瘀血阻絡傷肺，亦可咳嗽。





總括來說，咳嗽的基本病機，為內外病因引起
肺氣不清，失於宣肅，迫氣上逆。

外感咳嗽
多起病急，病程短，咳嗽之外兼有表証，病變性質屬實。

內傷咳嗽
多起病慢，病程長，咳嗽之外兼臟腑內傷之証，
病變性質屬虛實夾雜。

在診察辨証過程中，中醫師留意患者的咳嗽表現，
包括聲音、時間、節律、有痰無痰，以及其他兼症，
再根據病史、舌脈，來整體分析。

http://www.shen-nong.com/chi/exam/diagnosis_eightprinciples.html#041


咳嗽辨析
咳嗽表現 相關病變

乾咳無痰 屬燥屬火

咳聲重濁，痰色白 外感風寒

咳聲緊悶，痰多清稀 寒痰水飲

咳聲粗亢，黃稠痰，不易咯出 肺熱

咳如串，陣作 肝膽火旺

咳聲低弱無力，氣短 肺虛

冬重夏輕，遇風冷加重 體寒、陽虛

夏秋加劇 暑濕、秋燥

上午咳多 胃火

午後咳多 陰虛

黃昏咳多 陰虛火旺

清晨咳多 脾虛痰飲



痰液鼻涕辨析
分泌物性質 影響臟腑/病邪

痰少而黏，不易咯出 燥邪

痰黃黏稠 熱邪

黏稠塊狀痰 熱甚津虧

痰白而清稀 寒傷陽氣

痰有泡 風邪

痰白滑而量多，易咯出 脾虛水濕

膿樣或鐵鏽痰 熱毒蘊肺

痰帶血絲，鮮紅 熱傷肺絡

異常痰味：

甜味
酸辣味
鹹味

脾熱
肝氣犯肺
腎虛

鼻塞，流濁涕 外感風熱

鼻塞，流清涕 外感風寒

長期流濁涕 鼻竇炎



外感咳嗽 風寒咳嗽 風熱咳嗽 風燥咳嗽

証候 咳聲重濁，氣急，咽癢，
咯痰稀薄色白。可伴有
鼻塞，流清涕，頭痛，
肢體酸楚，惡寒發熱，
無汗。舌苔薄白，脈浮
或浮緊。

咳嗽頻劇，氣粗，咯痰不
爽，痰液黏稠或黃稠。可
有流黃涕，口渴，咽喉疼
痛，頭痛，惡風，身熱，
出汗。舌苔薄黃，脈浮數。

乾咳，無痰或痰少而黏稠難出，
或痰中帶有血絲，咽喉乾痛，聲
嘶，鼻燥，胸痛。初起或伴鼻塞、
頭痛、微寒、身熱等。舌尖紅，
苔薄黃而乾，脈略數。多發生在
夏末秋初或乾燥時季。

治法 疏風散寒，宣通肺氣 疏風清熱，宣肺化痰 清熱潤燥止咳

方劑 三拗湯合杏蘇散加減 桑菊飲加減 桑杏湯加味



內傷咳嗽 痰濕犯肺 痰熱郁肺 肝火犯肺 肺陰虧耗

証候 咳嗽反覆發作，痰白稠，
易咯出。常伴胸脘作悶，
無胃口，神疲乏力，腹
脹，大便時溏。舌苔白
膩，脈濡滑。

咳嗽氣息粗促，痰多黏厚
或稠黃，咳吐不爽，或痰
有腥味，或吐血痰。可伴
隨胸脅脹滿，咳時引痛，
面紅或有身熱，口苦口渴。
舌苔黃膩，脈滑數或弦滑。

氣逆咳嗽，陣陣發作，常
感痰滯咽喉而難咯出。可
伴有面紅咽乾，口乾口苦，
咳引胸脅痛，症狀隨情緒
波動而增減。舌紅或舌邊
紅，舌苔薄黃，脈弦數。
清肺平肝，順氣降火

乾咳，咳聲短促，少痰
或痰中帶血絲。常伴有
午後潮熱，兩顴紅，手
足心熱，失眠盜汗，口
乾，疲憊。舌質紅，少
苔，脈細數。

治法 健脾燥濕，化痰止咳 清熱肅肺，豁痰止咳 清肺平肝，順氣降火 滋陰潤肺，化痰止咳

方劑 二陳湯加味 清金化痰湯加減 黃芩瀉白散合黛蛤散加減 沙參麥冬湯加減



咳嗽是身體的一種保護性反應，
幫助清潔呼吸道和保持通暢。
偶然因熬夜、緊張，或氣溫驟降導致咳嗽，
最好不要急於用藥。
多休息，頻喝暖水，症狀自然緩解。



慢性咳嗽常見於肺呼吸道感染、鼻涕倒流、哮喘、胃酸逆
流、異物阻塞、氣道腫瘤或藥物副作用等等。
一旦明確病因，針對性治療，就可解除咳嗽症。
但有時經西醫詳細檢查也未能確定原因，
或西藥治療後咳嗽不見減輕，往往使病人憂心忡忡，



內傷咳嗽以祛邪扶正為治療原則，
須分清虛實的主次，
酌用祛痰、瀉火、清肝、健脾、補肺、益腎等療法，
以恢復肺氣宣暢而止咳。
治療內傷咳嗽，應避免宣散過度而傷正氣。



中醫治療內傷咳嗽手法很多，
包括內服中藥、中成藥、
飲食療法、針灸、「冬病夏治」等。

經常咳嗽者，
於治癒後繼續服用強化肺氣藥，
鞏固一段時間，使肺氣充盛，
可減少咳嗽發作。



潤肺育陰：針對乾咳、聲嘶、盜汗、痰中帶血、口渴不解等。
常用藥材包括麥冬、沙參、阿膠、蜂蜜、天冬、梨皮、生地、玄參等。

補肺氣兼顧脾腎：針對咳嗽兼見氣短、體弱、無胃口、清稀痰、精神不振等。
常用藥材包括黃芪、黨參、人參、白朮、山藥、冬蟲夏草、蛤蚧、甘草等。

久咳不癒，乾咳少痰，肺中確無實痰之証，宜酌加斂肺止咳藥，
常用的有五味子、烏梅、罌粟殼、百合、訶子、五倍子、白芨、白果、白蘞等。

化痰藥很重要：
化熱痰有瓜蔞、貝母、海蛤殼；
化燥痰有梨皮、杏仁、沙參、紫菀、款冬花、百部；
化濕痰有半夏、陳皮、膽南星、白芥子。

內傷咳嗽選藥配方要點：



中醫認為肺為嬌臟，稍為受到干擾，就會肺氣上逆而咳嗽。
「三分治，七分養」，平日調攝對咳嗽患者尤其重要。

慢性咳嗽者，增強身體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
遇有感冒及時治療，
兼有自汗者可服玉屏風散作預防。
留意痰液變化，咳痰不爽時，輕拍背部來促使痰液排出。

飲食為人所必需，而飲食不當，最易影響健康，
食養為中醫養生不可缺少的部分。
食物性味有偏頗，因而對身體產生不同影響，
患病時必須限制某些性味之飲食，
以確保藥物正常發揮，順應身體復原需要。



咳嗽類型 適宜食品 禁忌

寒咳
(痰稀白，喉癢)

宜選擇辛溫散寒，宣肺化痰食物，如生薑、蔥白、芫荽、
豆豉、熟蘿蔔、南瓜、杏仁、陳皮、花生、大蒜、肉桂、
陳醋、小米、豬肺、鯉魚、鰱魚等。

吃太多寒涼食物，如香蕉、柿子、蟹
肉、蚌蜆、竹筍、薄荷、白菜、瓜果
等，容易造成肺氣閉塞，加重症狀。
此外生冷黏膩食物，加重脾胃消化負
荷，易聚濕生痰，不利康復。

熱咳
(痰黃稠，喉痛咽乾)

宜多吃清熱化痰食品，如生蘿蔔、生藕、豆腐、薏苡仁、
綠豆、小麥、梨、羅漢果、柿子、枇杷、橄欖、馬蹄、
蘋果、草莓、芒果、菠蘿、楊桃、冬瓜、黃瓜、芹菜、
筍、豆芽、菊花、海藻、海蜇、鴨等。

酒、煎炸類以及辛熱性味食物，
如龍眼肉、荔枝、野味、辣椒等，會
令痰液更加黏稠難咯，加重咳嗽，必
須節制。太過黏膩溫補之品也不宜。

乾咳 / 頑咳 多吃潤肺生津食物，如小麥、百合、蜂蜜、甘蔗、豆漿、
橄欖、雪耳、木耳、松子、榧子、燕窩、芝麻、柿餅、
杏仁、梨子、番茄、桑葚、枇杷、牛奶、無花果、鴨、
豬皮、豬肺、鯉魚等。
久咳體弱者，飲食要清淡有營養，多食豆製品、牛奶、
青菜、雞蛋等，蒸煮類食品為佳。

辛辣、香燥厚味食物，如爆谷、烤肉、
辣椒、煙酒等，助火傷陰，會令咽喉
更加不適，不宜多食。

根據中醫辨証論治原則，
以下是咳嗽患者的飲食禁忌：

http://www.shen-nong.com/chi/principles/lungsfiveyinorgans.html
http://www.shen-nong.com/chi/principles/spleenfiveyinorgans.html
http://www.shen-nong.com/chi/principles/stomachsixyangorgans.html


咳嗽的中醫食療
慢性咳嗽病程反覆，治療難取速效，需要精心調治。
除了配合醫生治療外，平時用膳食調養，
對鞏固療效，預防復發非常重要。
適宜製作止咳食療的材料包括：

清熱利咽：菊花、薄荷、甘草、椰菜、橄欖、芒果、豬皮、
鴨蛋、油柑子等；

化痰：羅漢果、竹筍、蘑菇、蘿蔔、絲瓜、海帶、紫菜、海蜇、
洋蔥、陳皮、柚子、柑桔；

潤肺：百合、川貝、柿餅、冰糖、飴糖、杏仁、沙參、玉竹、
雪梨、無花果、花生、豬肺、雪耳、木耳。



風寒咳嗽
1.生薑絲10g、蘇葉(剪碎)5g、紅糖10g。
滾水沖泡10分鐘，頻頻熱飲。

2.杏仁(搗碎)10g、生薑3片、
白蘿蔔(切片)100g，水煎服。



風熱咳嗽
1.桑葉10g、菊花10g、杏仁(搗碎)10g。
用500ml清水煮15分鐘，白糖調味，熱飲。

2.菊花10g、金銀花10g、生甘草6g、胖大海6g，
將藥材洗淨搗碎，滾水沖泡，熱飲。

3.薄荷15g、紫蘇(剪碎)10g、陳皮10g，水煎
服。



風燥咳嗽
1.杏仁(搗碎)10g、雪梨(去核)1個、冰糖20g。
同500ml清水煮熟，熱服。

2.薄荷6g、沙參9g、炙百部9g、
甘草4g，水煎服。



痰熱咳嗽
1.羅漢果1/4個、南北杏10g、冰糖10克。
將藥材洗淨搗碎，滾水沖泡，熱飲。

2.劍花60g (又名霸王花，乾品)、
無花果5-6粒、陳皮5g、瘦肉或豬腳適量，
同清水3000ml慢火煲3-4小時。



痰濕咳嗽
1.陳皮6g、茯苓9g、生薑2片。
將藥材洗淨搗碎，滾水沖泡15分鐘，熱飲。

2.蘇子(15g, 水煎取汁)、
薏苡仁60g、茯苓粉15克。
煮粥當宵夜吃。

3.蘿蔔500g、白胡椒5粒、
生薑3片、陳皮10g。
同清水煎30分鐘，熱飲。



肺虛久咳
1.玄參6g、麥冬6g、桔梗6g、烏梅3g、生甘草3g。
將藥材洗淨搗碎，滾水沖泡15分鐘，熱飲。

2.沙參8g、麥冬6g、桑葉6g。
將藥材洗淨搗碎，滾水沖泡15分鐘，熱飲。

3.豬肺(洗淨切塊)、南北杏10g，北芪10g，
同清水適量慢火煲湯，
將好時加入薑汁1-2湯匙，調味熱服。





2.雲門穴：兩手插腰，左右鎖骨外側下方
的三角凹陷處，為肺經脈絡之一。

1.天突穴：正面頸部下方，左右鎖骨中間凹陷處。



3.尺澤穴：
手肘橫紋中間偏外側的凹陷處。

4.太淵穴：
手腕橫紋，拇指根部的凹陷處。

5.合谷穴：位於雙手手背虎口處。



咳嗽是人體的一種保護反應，
通過肺部強力呼氣，
將呼吸道內的廢物或分泌排出。

咳嗽的不利方面，是容易使呼吸道感染擴散，
加重心臟負擔，甚至可致咳血、氣胸、嘔吐等。

持續咳嗽超過8星期屬於慢性咳嗽，
即使咳嗽只是間歇地發生在早上、晚上或一年中的某些日子。
必須找胸肺專科詳加診治。

對付慢性咳嗽不只是「對症處理」，
一定要追究原因，治療原發病才是根本。



大多數的咳嗽經過一定病程會自然消失。
如果你咳嗽已超過10天，或者伴隨以下情況，要儘快看醫生：
• 感到咳嗽的性質有改變，如加劇、加頻、變成嗆咳等
• 咳嗽令你喉嚨痛、胸痛，或者吞嚥困難
• 痰液增多，變稠濁、黃綠色、鐵鏽色
• 咳血
• 氣促、喘鳴
• 胸口有燒灼感，或口中常有酸餿味
• 發熱或者夜間盜汗
• 不明原因的體重減輕

有咳嗽，什麼時候該看醫生?

對於某些咳嗽，如哮喘、胃酸倒流、結核病、腫瘤等，
消炎、止咳、化痰效果都不理想，
往往表現為頑固性咳嗽。需要及早就醫，
針對性治療，否則將會延誤病情。
記住，愈早看醫生，治療愈容易。



• 減少體力活動，充足的休息可加速痊癒
• 保持咽喉濕潤，多喝水，溫熱飲料或湯水最佳
• 頻頻以溫鹽水漱口，可減輕喉嚨乾癢不適
• 嚼含喉糖或普通硬糖，促進唾液分泌
• 用按摩膏例如薄荷膏等，塗抹胸膛及喉部
• 水蒸汽有助舒暢氣道，可提高居室的空氣濕度或洗熱水澡
• 戒煙，避免加重咳嗽的刺激物，如灰塵、強烈氣味、溶劑
• 如咳嗽讓你輾轉難眠，嘗試墊高枕頭及側睡
• 服止咳成藥，最好只在晚上用，不要超過2星期

上呼吸道感染遺留的持續咳嗽。
以下可使你舒服些：



鼻敏感
過敏性鼻炎，又稱變態反應性鼻炎，
是機體對某些物質敏感性增加，
引起不良反應的疾病。
其主要病變發生在鼻黏膜及其腺體，
分為常年性和季節性兩種類型。

臨床特徵為鼻癢、噴嚏、流清水樣涕、鼻塞。

本病特點是病情返覆，
症狀起得快，好得也快，
好後如正常人一樣，
早上及晚間為常見發作時間。



主要是接觸到過敏原，刺激人體產生免疫反應，
最常見的是塵蟎，其他如屋塵、黴菌孢子、花粉、
蟑螂排泄物、動物的毛髮等等，
都有可能引起鼻子過敏的一連串反應。

其次，
是自律神經機能異常，誘發副交感神經反射後，
造成血管通透性變化，產生過敏症狀，
例如突來的冷空氣、或是突然從冷氣房出來，
情緒的改變、異常的氣味，
都會增加副交感神經的活性而使症狀惡化。

機理及原因



有關症狀，
在中醫古籍《黃帝內經》中稱為
「鼻鼽」和 「鼽嚏」等。
「鼻鼽」指鼻流清涕，
「鼽嚏」即噴嚏頻頻並有大量清涕，
都是鼻病常見症狀之一。

http://www.shen-nong.com/chi/history/zhou.html#king
http://www.shen-nong.com/chi/history/zhou.html#king
http://www.shen-nong.com/chi/history/zhou.html#king


中醫認為鼻負責呼吸及嗅覺功能，
他與肺、脾、 腎及經絡有密切關係。
鼻為肺對外的門戶，氣體出入之通道。
鼻之功能主要依賴肺氣的作用。
肺氣調和，則鼻竅通暢，呼吸通利及嗅覺靈敏。
督脈循行于鼻柱到鼻頭，
而腎主督脈，腎經交匯于督脈，因此鼻與腎可相互溝通。
脾胃乃氣血生化之源，
鼻之功能皆賴以其生化之精氣濡養，方能發揮其正常活動。





肺氣虛弱，衛表不固，風寒乘虛而入；
犯及鼻竅，邪正相搏，肺氣不得通調，津液停聚，
鼻竅壅塞，遂致噴嚏流清涕；

脾虛則脾氣不能輸佈於肺，肺氣也虛，

而肺氣之根在腎，
腎虛則攝納無權，氣不歸元，風邪得以內侵。

故鼻鼽的病變在肺，但其病理變化與脾腎有一定關係。

鼻鼽的原因主要是：



以肺氣虛為主要證型，臟腑之間會互相影響，
一個臟腑虛弱，往往影響其他臟腑。
除肺氣虛外，亦可兼有脾氣虛及腎氣虛的症狀。

肺氣虛弱症狀︰
鼻癢噴嚏，鼻塞流清涕，
晨起稍遇風寒便發作，面色白光白，氣短，
動則易汗，惡風。患者平素易感冒。舌質淡，苔白

肺脾氣虛症狀︰
除噴嚏流清涕外，鼻塞較甚，鼻粘膜水腫明顯，
神疲氣短，頭重肢困，納呆，便溏。舌淡有齒印，苔白膩

腎陽不足症狀︰
鼻塞噴嚏，清涕連連，形寒怕冷，手足不溫，
伴腰膝酸軟，或陽痿早泄，夜尿多，舌質淡嫩，苔白潤



簡單中成藥治療：
肺氣虛：玉屏風散
脾氣虛：六君子丸
腎氣虛：金匱腎氣丸
因為不同牌子的中成藥有不同的服用方法，
所以提議大家要按中醫師建議服用。

肺氣虛：
鼻敏感症狀，無脾氣虛或腎氣虛症狀。
脾氣虛：
鼻敏感症狀，兼胃口差，易大便爛，腹脹等。
腎氣虛：
鼻敏感症狀，怕凍，夜尿，腰累等。











耳穴：
取神門、內分泌、肺、脾等耳穴，
用王不留行貼壓。



單味中藥治療：

辛夷為鼻科聖藥，
性味溫辛，歸肺經，能散風寒，通鼻竅。
早上剝取辛夷花蕾一到兩粒，除去外面毛茸茸的苞片，
將裡面棕色而油潤的花瓣放入口中咬碎吞服。
每日1次，10日為一療程。

特色防治方法：

三伏天穴位貼敷。依據冬病夏治的原則，
容易於秋冬發病的虛寒型鼻敏感可以於夏
天的三伏天貼上天灸藥物以鼓舞陽氣，從
而使鼻敏感病的發作次數減少，程度減輕。



組成：
肉蓯蓉15克，金櫻子15克，羊肉100克，
粳米100克，細鹽少許，生薑3片。

製法：
先將肉蓯蓉、金櫻子水煎去渣取汁，
入羊肉、粳米同煮粥，待熟時，入鹽、生薑稍煮即可。

功效：
肉蓯蓉味甘、鹹，性溫，歸腎、大腸經，可補腎陽、益精血；
金櫻子味酸、甘、澀，性平，歸腎、膀胱、大腸經，可固精澀腸；
羊肉也有補益腎陽的作用。

蓯蓉金櫻補腎粥



組成：
核桃肉12克、山藥15克、糙米1杯。

製法：
核桃肉切細，山藥切成小段，與糙米共煮成粥。

功效：
健脾補氣、益腎。

適應證：
適用於脾腎氣虛，反覆發作的鼻敏感。

核桃山藥粥



材料：
辛荑花12g 蔥白適量 雞蛋2個

製法：
雞蛋煮熟後去殼，
加入適量水與辛荑花及蔥白同煮，
煎煮約30分鐘，飲湯吃蛋。

用法：
一人量，每日分2次服完。
因應情況，過敏減輕後停服。

保健湯水—
辛荑花蔥白雞蛋湯

功效：
袪風通竅。

適應範圍：
過敏性鼻炎致鼻塞，頭痛，流清涕者。

服用須知：
肺熱、體質偏熱者不宜服用。



• 晨起前先在被窩裡穿好衣服保暖，坐 2-3 分鐘才起床。
• 雙手摩擦發熱後，可在鼻翼周圍按摩 20 下。
• 起床後做約 5 分鐘的柔軟體操後再開始工作。
• 保持輕鬆愉快的心情，要有充分的休息，不要熬夜。
• 適量的運動，

如慢跑、舞蹈、打球、瑜珈、太極拳、游泳、爬山等。
• 保持工作與居住環境的清潔，

明亮、乾燥、通風舒適的環境，較不容易有過敏原的滋生。
• 對動物皮毛、棉絮等過敏者，

應少用地毯、羽毛用具，並以人造纖維代替棉織物。







博愛醫院中醫治未病及健康管理中心
廣東省中醫院技術指導

地址：香港銅鑼灣伊榮街9號欣榮商業大廈17樓全層
聯絡電話：2416 7721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五 上午9時至晚上8時；星期六 上午9時至晚上6時

已於11月1日開始投入服務



中醫體質檢查及分析服務

中醫經絡檢測儀
➢體質檢查及辨識

●以“治未病”理念為核心，針
對個人健康狀態，特别是有
“慢性病”患者。

●透過中醫檢測儀器，收集體質、
經絡等數據進行中醫體質辨識，
中醫經絡、臟腑功能、血氣狀
態評估。



●使用西醫學指標的身體組成分析，測量身體脂肪率及脂肪分
布、水腫狀況、肌肉分佈、腰臀圍比例、體內的水份、蛋白
質、礦物質等。

身體成分分析儀
➢以生物電阻抗分析法(BIA) 測量人體脂肪率及脂肪分佈



●中風是香港第四大死亡殺手，而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和高血壓視網
膜病變都與中風有關。眼睛就是腦神經系統與心血管系統的匯集，
是唯一可直接以肉眼看見的血管，我們可藉由視網膜血管檢查，
來瞭解腦血管的狀況。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及生
物統計學學部徐仲鍈教授及其研究團隊成功研發一種全自
動的視網膜圖像分析系統(ARIA）

中風風險評估
全自動視網膜圖像分析(ARIA)

➢中風風險血管健康篩查及中風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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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設有獨立診室，除提供一般中醫内科、針灸科及骨傷科治療外，還推廣具有特色的中醫治療項目，包括：脫髮、
暗瘡、久咳、色斑、體重控制及保健調理等。

博愛醫院 - 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 針灸專科中心

地址：香港銅鑼灣伊榮街9號欣榮商業大廈17樓全層
聯絡電話：2416 7721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五 上午9時至晚上8時；
星期六 上午9時至晚上6時



博愛醫院中醫文化養生館

地址：東涌文東路29號東涌北公園B2地下 (中草藥園內)
聯絡電話：3496 6466

營業時間：上午10時至下午1時，下午2時至6時；逢星期三休館

已於2019年初開始投入服務，歡迎查詢及預約參觀！



1. 推廣中醫養生文化

2. 宣揚中醫治未病概念

3. 以中醫角度教育大眾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

4. 本著醫食同源的概念，提供改善體質偏頗的餐飲及產品

服務理念



服務項目
1. 提供養生花茶及湯水等餐飲服務

2. 售賣多種食療保健產品

3. 舉辦團體參觀、中醫講座及草藥園導賞

4. 提供健康咨詢、養生班組活動



博愛醫院—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教研中心（油尖旺）

地址：九龍佐敦加士居道30號伊利沙伯醫
院R座9樓

聯絡電話

 2618 7200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9:00 - 19:00

星期六：9:00 - 17: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