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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十年 源自責任

為了更好地推動中醫藥事業的發展，2008 年 7 月，協會更成立了一個非牟利慈善機構“現
楊國晉會長致辭

代化中醫藥國際基金有限公司”。基金會成立的目的，是支援教育研究、公共衛生、贈醫施
藥、獎學金及獎勵行業有貢獻人士。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創辦於 2000 年，迄今為止已走過十個年頭。作為協會的創會會董
之一，有幸與大家見證了國內外中醫藥行業迅猛發展，更有幸與大家推動協會伴隨著行業一
同發展。用心回首，我們心潮起伏；放眼未來，我們信心滿懷。

協會的成長，得益于擁有一群滿懷傳播中醫藥使命的有志之士，得益於它所傳承的中華
五千年優秀養生文化，得益於它所立足的得中醫藥發展先機的香港，更得益於我們這個正在
走向偉大復興的民族和這個飛速發展的大時代。在此，我要感謝歷屆會長的辛勤耕耘，各位

歲月不居，天道酬勤。在黃伯偉創會會長、陳宇齡會長、歷屆董事、理事及全體會員的
努力經營下，協會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逐步建立了較為完善的體系，持續實現了跨越式的

董事、理事的無私奉獻，以及全體會員的積極參與。你們的支援，是對我們工作最大的鼓勵
和鞭策。

發展。儘管十年在歷史長河中只是滄海一粟，但協會在這十年所取得豐碩成果，對於行業的
發展舉足輕重，對於在現代環境下新生的協會更有著決定性的意義。承蒙大家的認可，2008
年開始本人有幸擔任會長一職，讓我更感身肩的責任。
中醫藥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繁衍生息的支撐，是值得全人類共同珍藏的巨大財富。從《黃
帝內經》、《本草綱目》，到上千種中藥材的使用，臟腑、氣、血的調養等，其中蘊含的智
慧是無窮的。

十年僅僅是跨出成功的第一步。站在新的起點，有許多寶貴的東西和經驗值得傳承、發
揚。源於責任，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在第一個十年才有所建樹。面對未來環境不斷變化的
挑戰，協會要取得持續的進步，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只有堅守責任，我們才可以在下一個十
年、更多的十年再創成功。
十年風雨，當年那棵小苗已枝葉繁茂。十年發展，參天大樹指日可待。

在豐厚的中醫藥文化面前，我們迫切的感到將這些瑰寶融入現代社會發展的必要性。回想
協會剛啟動時，資金和人員都很匱乏。但大家為了發展中醫藥事業這一共同目標而聚首一堂，
各位董事、理事和會員都以一個義工的心態為協會事務積極奔走，懷著滿腔熱忱為中醫藥發
展貢獻力量，憑著一份信念和激情一直堅持到現在。十年滄桑，許多感人的往事歷歷在目。
秉持推動中醫藥現代化和國際化的信念，協會一直希望成為會員、行業、政府之間溝通的
橋樑，全心打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平臺，要讓傳統的中醫藥為現代社會謀福祉，也要讓會員
在參與這個過程中獲得增值。
自 2002 年開始 , 協會每年定期舉辦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 , 時至今
天 , 已至第九屆。歷屆大會，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員、專家學者、科研單位、行業企
業以及公眾人士參加，進一步推動行業的發展和交流，同時協會通過互聯網、研討會、展覽
會、會員聚會、培訓班、訪問考察等多類活動和渠道，將中醫藥領域最新之思想、理論、發
現、成就和商機迅速傳播至全球各地會員。從而促進中醫藥科技及商務活動在海內外的拓
展。協會並就有關中醫藥事宜，推進醫藥業界、科研界及政府互相之間的溝通、協調和合作，
以促使中醫藥現代化與國際化早日實現。2008 年，協會召集行業、政府、科研機構等代表，
共同研討發展中醫藥為香港經濟新支柱，並製作《建設香港國際中醫藥中心建議書》，向政
府提出有關發展香港中醫藥產業群的具體建議，得到政府和業界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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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會長及歷屆會長
Honorable Presidents & Former Presidents

榮譽會長 任德權教授
Honorable President, Prof. REN De Quan
( 國家食品及藥品監督管理局 原副局長 )
Former Deputy Commissioner of SFDA

榮譽會長 李大寧教授
Honorable President, Prof. LI Da Ning
(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副局長 )
Deputy General Director of SATCM

創會會長 黃伯偉博士
Founding President, Dr. Albert WONG
(2000-2004)

原會長 陳宇齡先生
Former President, Mr. Abraham CHAN Yu Ling
(200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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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

董事會成員

Council Members

Council Members

會長 楊國晉先生
President, Mr. Harry YEUNG Kwok Chun
(2008-2012)

6

創會董事 黃伯偉博士
Founding Council Member
Dr. Albert WONG

創會董事 陳宇齡先生
Founding Council Member
Mr. Abraham CHAN Yu Ling

副會長 周薇薇女士
Vice President, Ms. Vivien CHOU
(2010-2012)

副會長 劉永銓博士
Vice President, Dr. Brad WC LAU
(2008-2012)

創會董事 徐宏喜博士
Founding Council Member
Dr. Kevin XU Hong-Xi

創會董事 楊顯榮博士
Founding Council Member
Dr. YEUNG Hin Wing

董事兼義務司庫 胡恩權先生
Council Member & Honorary Treasurer,
Mr. Bertrand WU Yan Kuen
( 2010 - 2012 )

董事兼義務秘書 吳澤森博士
Council Member & Honorary Secretary,
Dr. Sidney NG Chak Sum
( 2010 - 2012 )

創會董事 陳國才先生
Founding Council Member
Mr. Matthew K.C. CHAN

創會董事 潘福生先生
Founding Council Member
Mr. Thomas POON Fook 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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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成員 (2010 - 2012)

董事會成員
Council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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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Committee

創會董事 蔡錫聰先生
Founding Council Member
Mr. Peter CHUA Sek Chon

董事 梁錦芳博士
Council Member
Dr. LEUNG Kam Fong

董事 黃偉亮先生
Council Member
Mr. Whelan WONG Wai Leung

董事 黃譚智媛醫生
Council Member
Dr. Vivian TAAM WONG

董事 林志秀博士
Council Member
Dr. LIN Zhi Xiu

董事 黃文秀博士
Council Member
Dr. WONG Man Sau

理事長 黃偉亮先生
Chief Executive
Mr. Whelan WONG Wai Leung

理事 吳澤森博士
Executive
Dr. Sidney NG Chak Sum

理事 黃文秀博士
Executive
Dr. WONG Man Sau

理事 林志秀博士
Executive
Dr. LIN Zhi Xiu

理事 梁曦雲博士
Executive
Dr. LEUNG Hei Wun

理事 楊定華先生
Executive
Mr. Arthur YEUNG Ting Wah

理事 楊成安先生
Executive
Mr. Alan YEUNG Shing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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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成員 (2010 - 2012)
Executive Committee

理事 吳巧妍女士
Executive
Ms. Debby NG How Yin

理事 鄧位河先生
Executive
Mr. Wayne TANG Wai Ho

理事 許斐女士
Executive
Ms. HUI Fei

理事 朱家榮博士
Executive
Dr. Kevin CHU Ka Wing

理事 譚天樂先生
Executive
Mr. Timothy TAM Tin Lok

理事 馮振華先生
Executive
Mr. Dennis FUNG Chun Wah

理事 卓文嬿女士
Executive
Ms. Coral T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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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沛年先生

Mr Simon GALPIN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投資推廣署署長
Director-General of Investment Promotion
Invest Hong Kong
HKSAR Government

恭賀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成立十週年誌慶
Congratulations to the
Modernized Chinese Medicin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n its
10th 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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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十週年會慶

弘揚中華醫藥
譜寫世界新篇
魯世巍

中國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
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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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創會十周年會慶

造福同業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中藥管理小組主席黃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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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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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十週年會慶誌慶

團結業界翹楚
共拓四海機遇
香港貿易發展局總裁林天福

賀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成立十週年

秉承傳統 推動創新
十載協作 弘揚中醫
香港科技園公司
行政總裁
陳蔭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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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成立十周年誌慶

弘揚現代化中醫藥
促進國際科技發展
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十週年會慶

聯繫同業
嘉猷續展

敬賀

香港賽馬會中藥研究院董事局主席
劉文煒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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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atulation on MCMIA’s 10th anniversary from Kelvin Chan*
I was one of the founding advisers of this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 when I was in Hong Kong in
2000. I still remember going to the Quarry Bay office more often than not in evenings attending meetings.
MCMIA has been set up by enthusiastic leaders in the industry sector in Hong Kong as a coordinating body

To MCMIA and its Members:

to help furthering the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s.
Over the past decade, this body has walked through various difficult paths; and now has achieved success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10th Anniversary!

in continuing the work with pride and confidence.
MCMIA has made great impact worldwide as a NGO in fost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s by
inviting international experts to provide their wisdom of how best to development of products originated from
the wealth of Chinese medicine.
Hong Kong has benefited the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MCMIA; in particular the Annual August Conference

May you continue to inspire others to insure
quality and scientific evidence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global)
Herbal Medicine!

and Exhibition event has now been recognized as an international event on Chinese medicine. Another
important role that MCMIA has achieved is the linking of academic institutes to showcase thei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s in Chinese medicine carried out by PhD students. It is up most important that
through these activities that Hong Kong becomes the linking focu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Chinese
medicine, not just within Asia and the West Pacific region but a worldwide renowned hop. Well done MCMIA
and keep up the good work!

*Joint Chair Professo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t Factulty of Pharmacy, The University of

David Eisenberg, MD
Director, Osher Research Center
Director, Division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Complementary
And Integrative Medical Therapies, Harvard Medical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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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ing back on the last 10 years of the MCMIA, I would like to offer my

MCMIA

congratulations and appreciation of not only the hard work put into the

It was the year 2000. It was a time of global euphoria in crossing over to a new
century, with promises provided by the fast-paced advan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sector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in particular. It was also a
time of apprehension “with political instability” looming over the horizon; the unbridled
economic growth and healthcare cost; and, don’t forget the mysterious Y2K threat!

association, but also the visionary focus of the MCMIA.
As Chinese Medicine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recognised outside of China
and is tak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health management globally, the importance of an evidence-based
approach cannot be understated.
By building upon the knowledge and wisdom of our forebears, and applying scientific principles and methods,
we have the chance to adapt Chinese Medicine to the health care needs of a diverse array of human
communities and address the health challenges of the modern age.
Through its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he MCMIA provides a prism though which researchers, clinicians,
product developers, investors and government regulators can combine their insights and focus their gaze on
Chinese Medicine’s potential for innovative solutions to the health disorders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Moreover, the MCMIA also looks outwards by disseminating information not only to its members, but to the
general and business communities to raise awareness of the benefits and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Chinese
Medicine.
On behalf of RMIT Chinese Medicine, I wish to offer my heartfelt congratulations on this 10th Anniversary
and I look forward to the next 10 years of productive endeavour.

Yours sincerely,

Charlie Changli Xue, PhD
Professor and Head of Chinese Medicine
RMIT University
Melbourne, Australia

It was also a time when citizens, especially those of developed societies, increasingly looked beyond the traditional
mainstream medicines and care, to the so-called nontraditional, alternative care and remedies for preventive,
maintenance or therapeutic purposes. Over a period of about 5 years, from 1994 to 2000, Americans’ spending
on such “alternative “products grew a whopping 80%, from 8 billion to more than 14 billion dollars. Among those
alternative products were vitamins, herbal,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inished TCM products).
While advertisements touting the efficacy of such products flooded news papers and magazines, there were also
front-page articles warning the danger of herbs and problems of fraudulent products unsubstantiated claims, and
adulteration. “Investigation of a Fatal Remedy” headlined an article in a major news paper in California about an Asian
woman died after taking a Chinese herbal decoction. Ginseng products contained no Ginseng but instead loaded with
caffeine. And then of course there was the case against Ma Huang/ephedra alkaloids.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part of
the quote in the opening of “The Tale of Two Cities”. This quote aptly described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a group of
scholars, practitioners, entrepreneurs, industrialists and policy makers came together to launch an ambitious campaign
to moderniz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build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trading centre of Chinese
Medicine through quality control, evidence-based practice and science-based products. Ten years have soon passed!
It has been a decade since its inception and I can name a number of observations that that I consider benchmarks of
success and progress: the group of founding leaders remain relatively intact and united after 10 years of struggling
through the above environmental landscapes and stay committed to MCMIA’s mission and goal; instigated ICM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Exhibi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which has emerged as a trade
information perform and achieve certain success as an international recognized quality event for 9 consecutive
years; in 2006 MCMIA signed a contract with U.S. Pharmacopeia to promote DSVP (Dietary Supplement Verification
Program) and used this as a mean of quality assurance for Chinese Medicine Supplement to ai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through this program a HK Enterprise has been award the first Chinese Medicine Quality seal by
USP; last but not least in Nov. 2008 the association released A Chinese Medicine Strategic Proposal entitled “Building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Centre of Chinese Medicine” frankly and boldly pointing out the benefits to Hong Kong
of developing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way forward; All these, I submit, owe much to the decade’s effort of MCMIA,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To help celebrate MCMIA’s 10th Anniversary, may I offer my sincere congratulations to the insightful founding members
of MCMIA, and the current leadership and members. The road ahead is still long and full of pitfalls and obstacles. But I
firmly believe that they can be overcome with the bond you have already established, the alliances you have built, and
the tenacity and wisdom you have shown in the past 10 years.
Again, my congratulations and very best wishes!
Timothy M. Chan, Ph.D.
Professor and Dean Emeritu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School of Phar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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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

貴會在推動中藥現代化與國際化
方面邁入一個更加輝煌的十年！

美國藥典委員會中華區總經理
胡江濱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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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賀

美國北加州中藥聯商會
會長 劉源凱敬賀
二零一零年六月一日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十週年會慶賀語：

寫新的輝煌！

會運昌隆
華冑同光

美國北加州中藥聯商會全體同仁真誠祝愿
貴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承繼光榮業績，續

惠風和暢
馳名國際

欣逢貴會成立 10 週年喜慶之際，謹代表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 所長 黃怡超

熱烈祝賀：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成立 10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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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介甫董事長
志英植物研究發展基金會
Chieh-Fu, Chen, President
The Chih-Ying Plant R & D Foundation

賀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十週年會慶

同於道者，
道亦樂得人。
We walk on the same way,

澳門科技發展基金 主席

A congratulatory Message for MCMIA’s 10th Anniversary

the way receives us gla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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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十週年會慶

弘揚中華國粹
澳門大學校董會主席
謝志偉 敬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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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PPMCM)

(AFM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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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創會十週年致慶

弘揚千古智慧
開拓中醫新貌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院長 李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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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十週年會慶

推廣中醫藥
造福全世界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院長 劉良講座教授 敬賀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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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創會十週年

十載同心齊奮力
壺天杏林顯彩彰
中藥研發中心 主任
香港科技大學
主任
生物系
詹華強教授敬賀

賀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成立十週年

海內外聯繫之橋樑
東西方交流之平台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趙中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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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創會十週年誌慶

推 廣 現 代 中 藥
促 進 國 際 交 流
香港中成藥商會
會長 譚國亮 敬賀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創會十週年誌慶

十載耕耘，醫藥齊歌現代化；
中天偉業，國際共譜杏林篇。
香港註冊中醫藥學會
庚寅吉日
會長 馮玖 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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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十週年會慶誌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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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產業繼續進步的十大要點
任德權 教授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原副局長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原副局長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榮譽會長

我國中藥產業既是傳統行業又是新興行業，現正處於繼續堅持進步，在現代化的基礎上推
進國際化的特殊歷史時刻。

5、 品牌中成藥大企業都要建立 GAP 藥材原料基地，基地應聚焦在具有全國特色優勢的地道
區域。實現中藥農業在地道性基礎上的標準化、產業化生產，做到產需穩定、價格穩定、質
量穩定（不少品牌企業已獨立或合作共建基地）。
6、 開展地道產區生態因數群的研究，確立因數權重關係，建議不同藥材地道性的生態因數
特徵譜，為新地道資源區域的認定發展提供依據。繼續進行短缺野生藥材實現“家種家養”
產業化的研究，並開展野生藥材的天然人工養護 GAP 基地的建設。（中國醫科院藥用植物研
究所已開展地道藥材生態因數特徵譜的研究。）

三十多年來，中成藥工業實現了從手工作坊式生產到現代工業生產的大變革，從生產手
段、生產方式、生產管理到劑型、包裝，都發生了顯著變化，一派現代風貌。在中成藥業帶
動下，中藥飲片業與中藥材業也發生了巨大變化。現在中藥產業規模已達 3000 億以上，佔
國內醫藥市場 4 成左右。1980 年中藥材、中藥飲片、中成藥的年總銷售才 25 億，現在僅中
成藥就達 2000 億。

7、 飲片加工與地道藥材 GAP 結合，實行品種集中的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生產，面向全
國客戶大流通，創品牌飲片。
8、 飲片生產結構實行從多品種小生產向少品種大生產轉變的同時，企業圍繞核心品種開展
工藝、技術、裝備、質量的深度研究，實現飲片現代化工業生產。在質量標化上，建立核心

但中藥產業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中成藥的臨床功效指標（如：補氣、滋陰等等）至今
尚不能量化，中成藥內在質量只有很小部分實現全組份控制，中成藥按國際通行標準的大樣
本臨床證據研究基本還是空白，這些現代化欠缺的問題，嚴重制約了中成藥的國際化。中藥
飲片長期以來沒有國家質量內在標準，造成監管空白，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嚴重，導致飲片區
域流通下的小生產集約化程度低，人才聚集效應差，飲片科學技術整體落後，嚴重制約了中
醫事業和社會需求。藥材生產 GAP 仍處於起步階段，計劃經濟時代地道性被淡化，加之受近
代農業化肥、農藥的影響，藥材質量下降的情況尚未根本改變。小農經濟為主的中藥農業與
規範化的現代中藥工業極不協調，藥材一些品種生產價格、質量，大上大下波動。同時，隨
著工業化應用規模的不斷擴大，一些野生資源與地道性區域資源面臨短缺。
針對以上問題，中藥產業現代化必須在以下十大要點有突破，有進步，持續發展。

品種高於藥典標準的企業商品品規標準。提高品牌飲片科技內涵（已有飲片企業開始聯合其
他企業進行品種分工、集中加工）。
9、 發展藥材、飲片網上交易，以質量標準化作為交易信用的第一基礎，從人流帶動物流的
的集市貿易傳統商業形態向透明、規範、高效的現代商業過渡。（“天地網”已作為藥材電
子商務網起步。）
10、 發展中醫藥結合的中醫飲片連鎖店，形成不同層次，不同特點的飲片供應與中醫坐堂
結合的現代連鎖品牌。
通過上述努力，讓中醫藥更好地為各消費層次大眾服務，並進一步走向世界，造福人類。

1、 開發推廣中醫四診資訊籌集儀，作為臨床辨證客觀化的基礎。由此進而探索中醫功效指
標的規範化、數位化。（上海道生公司與上海中醫藥大學合作開展的四診採集儀已在世博會
未來館展示，並被國際火星 -500 項目採用。）
2、 繼續推進指紋圖譜等全物質組控制的中成藥質量標準，實行從原料到加工全過程線上質
量控制。（一些中藥注射劑品種目前已實現。）
3、 開展中成藥物質族群的藥效研究，建立中藥譜（組）效學體系。開發組分組方、成分組
方的現代中成藥。（已有組分組方中藥注射劑上市。）
4、 開展中成藥上市後藥物流行病學大樣本真實世界臨床安全性研究，開展上市後臨床流行
病學大樣本有效性研究，為循證醫學提供證據，並進入國際 COCHRANE 網，讓世界醫學界認
識中藥有效性、安全性。（一些中成藥大企業已與學術界、醫學界合作，起步開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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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MIA 的十年足跡

家亦大費周章。名字多少須反映出香港的特色同時又須明確表達中醫藥的本質。最後大家

黃伯偉 博士

確定香港在大中華區中最具現代和國際色彩。而當時『國家科技部』亦出版了《中藥現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創會會長

代化戰略》一書。於是大家便索性將新協會定名為『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英文為

瞬眼間，MCMIA 已踏入第十一個年頭。雖然十歲的 MCMIA 已經歷了一些風霜，但是它仍是
一個充滿活力及理想的團體。與其說這是因為 MCMIA 人員的質素，不如說是因為中醫藥領域
空間遼闊，土壤肥沃，以致 MCMIA 人員能從中汲取大量的能量，雖然面對十年逆境，仍能將
每個人的潛質都無私地發揮出來，奉獻給協會及中醫藥。
「中藥港」陷香港中醫藥於困境
MCMIA 的成立可以說是一個意外。話說回歸後，董建華特首在他第一及第二份《施政報告》
都表示政府有意在港推動中醫藥的發展，並建議將香港建設為一個『國際中醫藥中心』。初
時坊間反應冷淡，但在『數碼港』成事後，一時間被傳媒冠上『中藥港』稱號的概念便被炒
熱起來。各財團紛紛上呈計劃書要求政府仿效『數碼港』撥地興建『中藥港』。連國外投資
者亦參與競投。初時政府也提供各種利誘條件，使得整個環境鬧得熾熱，近乎失控。

Modernized Chinese Medicin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簡稱 MCMIA [’麥美亞’
讀音亦頗有’國際’韻味 ]。
MCMIA 於是在 2000 年 5 月 31 日在『貿易發展局』代表及多名其他友人見證下正式成立並
召開了第一次會員大會兼董事會。
建立國際平台
那麼 MCMIA 的創會宗旨又是甚麼呢 ? 董事會毫不猶疑地將建設香港作為『國際中醫藥中
心』作為它的創會宗旨。董事會亦將 MCMIA 定位為一個商會。決意以商業活動作為推動優質
中醫藥的原動力。故此 MCMIA 指定的行動目標是要將香港打造成為一個『中藥質量保證貿易
中心』[ 簡稱『質貿中心』]。設立這個行動目標的原因是因為中藥目前最迫切需要解決的
問題莫過於質量問題。解決了質量問題，其他問題才好解決。

最終，在 1999 年中政府宣佈放棄整個計劃。一夜間，人去茶涼。『中醫藥』不但成為明
日黃花。還無辜地被輿論將它和『數碼港』捆綁在一起與「假大空」等同起來。本來熱火朝

那麼『質貿中心』又如何體現出來呢 ? MCMIA 先從打造一個香港自己的貿易資訊平台著

天的香港中醫藥氣氛一下子掉到冰點以下，再無人問津。這股冷空氣前後在港徘徊了十個寒

手。2002 年 MCMIA 在『創新科技基金』的贊助下成功舉辦了第一屆「國際現代化中醫藥

暑，直到 2009 年曾蔭權特首的《施政報告》始呈現一些解凍的跡象。其間政府雖然成立了『賽

展覽會暨會議」[ 英文簡稱為 ICM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Exhibition of the

馬會中藥研究所』及為《中醫藥法例》立法，但這些舉措非但無法挽回頹勢，反而因為運作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此後 MCMIA 每年都與『貿易發展局』合辦 ICMCM。

無方，使得香港中醫藥日陷困境，難以自拔。就算有個別官員有意協助中醫藥發展，卻礙於

今天 ICMCM 已成為國際知名的展覽會暨會議平台。全球大部份與中醫藥和草藥相關的知名學

政府並無中醫藥政策，結果仍是欲助無門。

者專家都已參加過 ICMCM 的活動。

考察日本漢方 鼓催 MCMIA 成立

雖然 MCMIA 和『貿發局』九年來經營 ICMCM 歷盡艱辛。其中「沙士」一役更使得工作困難

1999 年秋天，雖然亞洲金融蕭條寒風已逐漸吹襲本港。但仍比不上『中醫藥』氣氛的凛冽。

重重。以目前來看，全球中醫藥市場，比起其他如玩具、電子等行業市場，尚未具規模。因

是年十月，『貿易發展局』組織「訪日香港漢方製劑視察團」。在當時的環境下，竟然有卅

此，ICMCM 這項工作在未來會持續艱巨。但是我們仍然不懈地奮鬥，原因是要捷足先登為香

多名熱心人士參加。『貿發局』在無意之間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為未來的 MCMIA 吹

港佔領這個國際市場的一席地位，以備迎接全球中醫藥市場好景的來臨。環顧近年周邊市場

響了第一輪召集號。

因為中國崛起而正在大規模擴展，相信高潮正在形成中。

考察期間，大家對日本的 GMP 廠房、設施、管理、機械人操作的倉庫、藥材的儲存和處理

推動國際及本港中藥認證

等都一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次長途的車程中，考察團分坐兩部巴士出發。剛巧其中一

「貿易資訊平台」既然成立，下一步是如何提升中醫藥的質素。由於中藥質量的提升可

部巴士後面有一橢圓形的桌子。大家便圍攏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討論著各人參觀的感受。慢慢

採用科學手段來推行。所以 MCMIA 先從中藥入手。但礙於政府的中藥監管遲遲不能落實。

地話題從香港政府在中醫藥發展上的退縮轉向應如何發奮朝向與日本漢方看齊。言談間，成

MCMIA 只好尋求「外援」了。

立一個協會來推動香港中醫藥發展的思路逐漸呈現。就是這樣，MCMIA 的幼苗就在日本公路
上的風馳電掣間孕育出來。

2006 年底，MCMIA 與『美國藥典 U.S. Pharmacopeia』簽署一份協議書。同意攜手在大中
華區推動『美國藥典』之「營養補充劑實證計畫 DSVP (Dietary Supplement Verification

回港後大家一齊著手建會。結果聚集了十位「同志」一起籌備。協會應採用甚麼名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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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並利用這個計劃來為出口中藥保健品的質量作認證。2009 年中，『美國藥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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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了全球第一份中藥質量證書給一家香港企業。希望今後會有更多大中華區的公司採用這

目亦會有人自動願意接上。故此，會內的爭執絕無僅有，為私利而發生的齟齬更從未出現過。

個渠道來將外銷的優質中成藥及提取品推出國際市場。
由於協會十年來都是低成本運作，亦無累積恆產，人員因此不會為協會的資產傷腦筋和作
最近政府成立了『香港檢測和認證局』並指定中藥為該局的主要檢證對象。MCMIA 亦將藉
著這會機會向局方推薦籌備和實施「質量標記計劃 Quality Seal Program」以提供一個簡

無謂爭拗。在沒有干擾的情況下大家都能專心一致，合作無間，士氣高昂地推動會務和活動。
以致雖然會員人數不多，卻能往往做出其他資源豐富機構望而卻步的項目。

易的方法來協助消費者識辨優質品種。從而賦予廣大消費者利用手上的購買力來促使供應商
提供優質產品的權力。

中醫藥前景光明
十年光景，日動星移，乾坤運轉。經過一輪祖國崛起，兩輪金融風暴，香港已非昔日擁有

此外，MCMIA 還準備積極地將各地合格的對照品引來本港以助解決本地對照品難找的問
題。使得化驗所及研究人員有足夠的對照品來做好質保及科研的工作。

眾多優勢的香港，龜兔競賽形勢的逆轉已展露無遺。十年前錯過了的機遇當局現今還未醒覺
抓緊。倘若香港尚不振作，只顧「做好呢份工」，只曉吃光老本，不曉拓展新領域，則香港
前途實在堪虞。

《建設香港成為國際中醫藥中心》建議書
自「中藥港」事件以來十年，政府對中醫藥發展這個議題一直不作表態。雖然在兩岸四地

反之，若當局能審時度勢，虛心鑽研，掌握潛力深厚產業的動向，因勢利導，發揮香港創

中，國務院、澳門及台灣的最高領導人均發表了支持中醫藥發展的言論，唯獨香港政府只立

業搏殺的精神，重振旗鼓，再踏征途，大事尚有可為。希望當局能早日撇除對中醫藥的偏見，

法監管中醫藥而不肯制訂任何扶持發展中醫藥的政策。以致這個自港英統治以來備受冷落的

認識這個行業的深厚潛力及其可為香港作出的經濟貢獻。以便制訂相關的政策來將這些潛能

弱勢行業倍感風雨飄搖。看來政府推行這種陰陽失衡的措施有可能最終成為扼殺本地中醫藥

釋放出來。

行業的絞索。
十年來國內外中醫藥的發展和變化一再證明這個產業具備極深厚肥沃的土壤。數千個中藥
自從 MCMIA 創會以來，協會不斷聲嘶力竭地呼籲政府制訂中醫藥發展政策。唯當局一直置

材品種內蘊藏著無數的新藥素材。當我們能利用現代科技將中醫藥從生物層次推進到分子層

若罔聞。為了使得 MCMIA 的呼聲能引起廣泛注意，協會在 2008 年 11 月發表了《建設香港成

次，並以中醫理論透穿生物層次應用到各藥材內的個別活性分子上時，隨後而來的科研成果

為國際中醫藥中心建議書》，宏觀地指出發展中醫藥對香港的裨益和提出發展的方案。《建

將會成為人類醫藥史上一連串的重要飛躍。一旦中西醫藥能在分子層次上互相砥礪，說不定

議書》廣泛地分發到所有有關政府部門、立法會議員、科研學術界及行業人士。可是，《建

一個超越民族 (Ethnicity)、文化 (Culture) 和傳統 (Tradition) 的「大同醫藥 (Universal

議書》發出後如石沉大海，毫無迴響。直到金融海嘯爆發，香港一向依賴為支柱的「四大產

medicine)」便會逐漸浮現出來。

業」形勢岌岌可危。當局才急就章地在 2009 年倡議另推出「六大產業」以紓緩輿論壓力。
在這過程中，大量的創新藥品會不斷湧現。中西醫術亦會在滲透互動中取得一個又一個嶄
此議一出，MCMIA 馬上回應指出「六大產業」中有四項產業 (「檢測和認證」、「醫療服

新突破。屆時中醫藥商機處處，行業亦可藉著這些成果蓬勃前進。

務」、「創新科技」、「教育服務」等 ) 與中醫藥息息相關。當局理應以中醫藥作為載體，
利用支持中醫藥來一併拖動四個產業。最終政府在《2009-10 施政報告》宣佈成立『香港檢

雖然有這樣光明的前景，可惜香港優秀的人材、豐富的資源、先進的設備和具效率的機制

測和認證局』並指定中藥為檢證的主要內容。至此，MCMIA 十年的努力終於贏取得自「中藥

在現行僵化的思維下均難以發揮出來。假若香港一直無法找到適當的竅門將自己從自作的蠶

港」以來中醫藥議題重新在《施政報告》內出現的成果。

繭中解放出來，則難免會遲早成為『沉舟側畔千帆過﹔朽木枝前萬樹春』的真實寫照 ! 到
時唯有掩袖嘆息而矣 !

MCMIA 的協會文化
行文至此，不能不提一提短短十年來 MCMIA 自然形成的協會文化。由於 MCMIA 是一個志
願團體，除了協會秘書之外，所有參加者都是為了一番對中醫藥的熱忱而貢獻出自己的時
間、金錢、精力和才智。大家付得出多少就付出多少，從無人斤斤計較。因事無法完成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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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奮鬥 再上路
劉永銓 博士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副會長

生產運作模式必能提昇整個中藥業的管理與產品質素，這項 GXP「優良中藥生產管理規範」
由藥材的栽種 (GAP)，到炮製到成藥的生產 (GMP)，市場後的質量跟蹤與管理 (GSP) 等都須
受到監督維護，不容或缺。在 2003 年協會的「中醫藥企業行政人員講座系列」我亦作了如
是專論報告，提醒本港中藥業對此的重視。

十年前『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之創立並非偶然，皆因協會成員來自五湖四海、各擅勝
長的專業精英 : 有投資界的翹楚、有中藥企業及保健品集團的實業家、精於中藥科研的教授
與推動中藥開發的專才、執著於 GMP 規範生產的西藥廠老板。能讓他們凝聚在一起、完全沒
有內耗的建立一支中醫藥現代化的團隊乃在於一份充滿熱誠與信心，沒分彼此在社會上或專
業上各自既有的成就、同心合意的善用現代科技與管理手段去繼承及創新老祖宗遺留下來的
中醫藥瑰寶。為的是去實現中醫藥之現代化與國際化。
我很珍惜在協會十周年會慶紀念冊上讓我有機會分享一些個人體會，一嘗拋磚引玉反映
出協會在十年奮鬥當中的浮光掠影。協會內外同業先進都略聞本人在中藥的質控平台上不遺
餘力，這有賴於幾位協會前輩多年來的耳提面命。在創會董事群中搞科研的楊顯榮教授是驍

五年前我有緣被澳門科技大學基金會認識到我在協會一套行之有效的官、商、產、學、研
多結合平台之經驗，讓我移師到澳門籌建「澳門藥物及健康應用研究所」( 藥健所 )、可以
更好配合當地中藥飲片中試 (GMP) 生產基地。履新之後除了肩負藥健所之全盤設計與施工、
還需物色一位所長。環顧芸芸眾多學者專家當中能「屈就」蒞澳擔當此重任者委實不多，慶
幸協會成立初期曾赴美考察，得南加州大學 USC 藥劑學院接待認識到院長陳明偉教授，之後
他代表 USC 來港公幹均撥冗會見協會之黃伯偉及我，彼此保持良好關係。因此，當我冒昧誠
邀陳教授來統領藥健所，他欣然應允並在他於 USC 應享有的休假年 sabbatical 內擺上他整
個職業生涯最吃力的一次嘗試，跟著來數年我們合作無間，陳教授誠然為我的良師益友、亦
教曉了我管理之道。

勇善戰的大將軍 ( 縱橫中大浸大澳大中醫藥研究卅年，創會伊始便力推香港為「中藥質貿中
心」)、徐宏喜博士是多才多藝的能言善道者 ( 他在 JCICM 發表了 200 篇高質素中藥質控的
論文說明了一切，中藥之外還有中樂 -- 他繞樑三日的古箏必叫你感動 )、創會會長黄伯偉
博士八面玲瓏又學貫中西 ( 他的認真態度與政治睿智也叫眾政治家及政客汗顏，兄最近發展
「優質中藥產業國際化」由華西直達東瀛一條龍更令人欽佩 ) ，我老實講不太跟中醫藥沾
上邊，四十年前我確實修了一科「中大校外課程」楊日超老中醫教授的基礎中醫藥 ( 多年後
在美國我堂妹劉美嫦的中醫診所重逢 ) ，更遙遠的會是我那在文咸東街開藥店並代表香港
藥業界籌款資援「廣東中醫學堂」( 清末第一所中醫學院 ) 的外曾祖父伍耀廷。
我這個博士可算是位早期的「海歸」學人 ( 在海外留學工作廿多年才回港的的科技人
員 )，有幸我先後在科大加入王子暉教授的研究隊伍及車鎮濤教授的中藥安全信息中心，
啟動了我中醫藥科研之旅、可以更廣泛更積極地與中藥企業及中醫藥科研界交流與聯系。
當時仍在美國 FDA 任處高位的陳桂恆教授及蕭叁博士、St. Louis 華盛頓大學臨床免疫學
者 / 企業家陳勵生博士多次在研討會上的演講加強了我對美國在中草藥監管法規的認識，
為此我被邀加入衛生署中藥管理小組去草擬「中藥註冊條例」。在科大期間最令我難忘的
一樁事是來自一位中藥企業老前輩的見證，他本身是化學家並於老邁之年進修中醫藥學、
表現出他不單是諄諄學者而且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一次他有感於受他委託做品質檢測的
數家化驗公司居然出現誤差很大的結果，我為他跟蹤問題起源，發現是 QC 品質管制嚴重
不足；往往因價就貨、不少行家未跟足指引去 calibrate 校準檢測儀器或工序。那他又何
能有望取得一個可靠的數據呢 ?
還記得有一次和黃伯偉遠赴美國愛我華州考察梁旭昇博士的草藥提取物之廠房，對他執著
於產品的品質一致性感受良深。也許因為這份執著、他要犧牲了許多次貨並蒙受不少經濟上
的損失，但他却能向所有客户保証到批與批產品的可控及優質。這一個由產業肩負有規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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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健所建成後讓我有更多機會與國家最前沿的科技單位去交流與合作、包括北京中醫科學
院中藥研究所及四川省中醫科學院等為合作夥伴，最令我受益的是國家頂尖的中藥質控專家
謝培山教授親臨藥健所建立中藥品質控制實驗室。他為藥健所牽頭研發的「色譜 . 計量學
( 計算機 ) . 數據庫」中藥質控系統不單得到國家衛生部王國強副部長及國家食物及藥物監
督管理局任德權 ( 原 ) 副局長極力讚揚推崇，也得到美國藥典積極認可為可貫徹性高的草藥
質控技術。我也因為有份推介這個項目而受美國藥典委任為「美國藥典暨中國藥典之中藥成
份與產品專家小組」組員。這是國際對中藥質控工作的肯定，多年來與美國藥典緊密聯系與
交流愈能覺察賦予協會之優勢是來之不易，慶幸仍未見到一些令協會難堪的合作計劃。最令
人振奮的莫過於陳宇齡原會長落實了美國藥典與協會於 2006 年簽署了 DSVP( 營養補充劑成
份認證計劃 ) 協議中之具體內容。
協會雖然紥根於香港，但面向國際多元化的發展。而港澳兩地確實能優勢互補，由謝志偉
博士 ( 前浸大校長及澳門大學校監 ) 及楊顯榮教授在澳門成立的「國際中醫藥學會」努力於
在網上發表中醫藥研究論文 (e-journal), 在短短五、六年期間爭取到全球最高「影響因子」
之美譽。協會之楊大將軍功不可沒，與此同時，協會亦更緊密參與及協助了澳門經濟局兩屆
兩年一度的國際中醫藥產業論壇，推動在泛珠三角地區的中醫藥產業化及面向以歐洲及世界
的中醫藥國際化。協會也有望在未來日子裡在港澳兩地更能發動官、商、產、學、研多結合
平台、有利於民之治未病及優質中藥產品之推廣。
十年不是很長的日子，但對協會之努力耕耘却在辛勞而未廣見效益我是有戚戚然之慨。在個
人來看我所投放的時間與精力更未能成正比的得到回報。但我覺得是值得體驗的一場經歷，
正所謂「十年一覺香江夢，夢醒還需再上路」。因為，在我身旁還有許多舊雨新知為我吶喊
助威，中藥的優質及可控是指日可待，亦讓我與眾協會成員及關心協會的朋友們攜手為中醫
藥現代化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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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十周年回顧
徐 宏喜 博士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創會董事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Modernized Chinese Medicin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MCMIA）成立十周年了，十年來在歷屆董事、理事及全體會員的積極努力下，MCMIA 建立了
優良的會務制度和傳承體系，為推動香港中醫藥事業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作為董事成員之
一，我有幸與創會董事們一道，參與了協會的籌辦和成立。在當時人手不足、缺乏資源的情
況下，大家齊心協力，自籌資金，從無到有，逐步改善協會的管理制度，引導各項會務步入
正軌。
MCMIA 成長的十年，也正是香港回歸後中醫藥發展的十年；同時，也是我從國外回到香港
居住和工作的十年（我於 1998 年由加拿大來香港）。在這十多年裏，我的工作和事業始終
與香港中醫藥的發展密切相關。我先後在香港中文大學中藥研究中心、香港和記黃埔（中國）
有限公司和香港賽馬會中藥研究院工作，在不同的工作崗位，從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方面，
綜合地體驗了香港中醫藥業的轉變，也見證了 MCMIA 在其中的正面推動作用。這十年來，我
和一批熱愛中醫藥的朋友們一起，在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之外，藉助 MCMIA 的影響力，為政
府出謀獻策，推動業界交流合作，推廣科研成果的應用，弘揚中醫藥文化。
多年來，國家衛生部、科技部、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中醫藥管理局、特區政府醫管局、
衛生署和創新科技署等部門的主要官員曾多次參與由 MCMIA 舉辦的各項活動並到場祝詞演
講。2005 年，MCMIA 邀請到時任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副局長任德權先生擔任協會榮譽會
長，任德權先生十分關注協會的發展和組織工作，提出了很多建設性的建議，對 MCMIA 貢獻
良多。2009 年 9 月，現任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副局長的李大寧先生也應邀擔任了協會的榮譽會
長，李大寧副局長在推動中醫藥貿易服務方面具有豐富的經驗。他們的參與標誌著 MCMIA 的
工作得到了國家相關政府機構及香港特區政府領導的支持和認同。
MCMIA 成立十週年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我們對 MCMIA 所取得的成績感到欣慰。事實
上，當我接到邀請要對 MCMIM 成立十周年寫一篇回顧文章時，開始還是有點猶豫，要
把這十年的經歷、精華和艱辛的發展歷程敘述清楚，並不容易。其實 , 要對 MCMIA 進行
全面的“歷史回顧”的話，黃伯偉創會會長、陳宇齡會長、楊國晉會長、劉永銓副會長、
陳國才會董、胡恩權會董、潘福生會董和楊顯榮會董等，都會有更深刻的感受和心得與
大家分享，由他們慢慢道來一定更加完整和精彩。好在多年來，我有保留會議、工作記
錄和郵件的習慣，這些資料為我寫這篇短文提供了很好的參考。由於只是對 MCMIA 重點
成績的簡要回顧，我在這裏提綱挈領的和大家分享我印象深刻的一些事例。
MCMIA 的創會
1999 年，我還在香港和記黃埔 ( 中國 ) 有限公司擔任副總經理，負責制藥企業的收購和合
資、產品的生產和研發等業務。當時恰逢香港貿易發展局組織了一個日本漢方醫藥的考察訪
問團，團員大多是來自香港醫藥界的人士。我們隨團訪問了日本東京、京都、大阪和富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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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主要漢方製藥企業、醫藥大學、商會和政府部門等不同機構。在近一星期的考察期間，
我有緣結識了這批對中醫藥很有興趣的團友們。由於我曾留學日本多年，在日本國立和漢藥
研究所獲得藥學博士學位，對日本漢方藥的情況比較瞭解 , 所以在考察團訪日的大部分時
間，我便當起了日本語翻譯和領隊，也就有更多機會與團友們溝通和交流。此次考察的所見
所聞，使大家既對日本漢方藥發展感到羡慕，同時亦對香港中醫藥整體的現狀深感壓力。傳
統的中醫藥在日本得到了很好的發揚光大，漢方藥製造業的 GMP 生產管理相當規範，設備先
進，質量保證體系也比較完善。相比之下香港的中成藥製造業遠遠落後於此，當時政府對中
藥的規管還剛剛起步，這著實讓每一位有責任心的同仁們倍感重任在身。大家渴望能集中群
體的才智和力量，團結起來為振興香港的中醫藥事業做一些實事。回港後，在黃伯偉、陳宇
齡、陳國才、楊國晉、劉永銓、潘福生、蔡錫聰、岑廣業和楊顯榮等主要人員的倡導下，決
定先自掏腰包，再通過自籌經費等途徑，創立一個跨行業和跨學科的非牟利協會，通過多種
渠道，促進中醫藥業界、科研界及政府之間的相互交流、協調和合作，加快香港中醫藥科技
及商務在海內外的拓展。基於當時成立該協會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爲了響應香港政府擬將香港
發展成為國際中醫藥中心的計劃，因而將協會取名為“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希望藉此
協助政府早日實現中醫藥的現代化與國際化之目標。爲了使協會有一個較高的起點和國際認
可性，MCMIA 成立之初還邀請了一批國際知名專家和學者擔任協會國際顧問，并得到他們的
全力支持，其中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蕭培根院士、姚新生院士、王永炎院士、陳凱先院士、
張禮和院士、胡之璧院士、梁秉中教授以及台灣的陳介甫教授、沈重光博士、美國的李國雄
院士、陳桂恆教授、梁旭昇博士、許家傑教授和日本的難波恒雄教授、服部征雄教授等。
MCMIA 成立後第二年，即 2001 年，香港特區政府成立了香港賽馬會中藥研究院 (HKJCICM)。
我受邀參與研究院的創建工作，并在之後擔任研究院副總裁至今。過去三十多年來，我曾先
後在上海、日本、新加坡、加拿大和香港等地一直從事中藥研究開發和項目管理等相關工作，
作為協調統籌和撥款支持香港中醫藥的公營機構，HKJCICM 給了我很好的發揮空間，使我能
夠利用多年來積累的研究和管理經驗以及廣泛的國際網絡，參與和推進香港中醫藥的發展。
也正是由於工作關係，我有更多的機會與香港中醫藥相關政府機構、業界和學術界有更多的
接觸與交流，期間也多次作為 HKJCICM 的代表參與由 MCMIA 組織的許多活動。
創辦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暨會議（ICMCM）
2002 年 3 月 14 日，成立只有兩年的 MCMIA，在政府撥款資助下，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成
功舉辦了首屆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暨會議。來自中國、美國、日本等十多個國
家和地區的 600 多名中醫藥界人士出席了會議。為期 4 天的大會，以中醫藥的產業化為主題，
65 位來自各國的商界、政府官員及學者，分別就 10 個專題進行了探討。時任國家中醫藥管
理局國際合作司司長的沈志祥先生在開幕式上發言並指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中醫藥提
供了進入廣闊國際市場的可能性，也為中醫藥現代化創造了條件。香港賽馬會中藥研究院首
屆董事會主席余國春太平紳士也發表了主題賀詞，並介紹了研究院的發展方向和發展規
劃。大會同時舉行了一個大型展覽，展出最新中醫藥產品、保健品、藥材和儀器等。此外，
大會還邀請了一批中醫師、營養師和科研人員，就“中藥治癌”和“抗衰老與抗憂鬱的中西
療法”等十多個題目進行公開講座。由於首屆會議取得超出預期的成功，得到社會各界和與
會人士的好評 , 第二年起 , 香港貿發局開始與 MCMIA 合作，出資共同主辦每年一次的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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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中醫藥展覽會暨會議。此外，繼香港賽馬會中藥研究院及國際中醫藥學會作為協辦單
位後，香港浸會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及香港城市
大學以及其他海內外協會和團體等，亦先後接受 MCMIA 的邀請參加 ICMCM 會議的策劃籌備工
作。ICMCM 至今已連續舉辦了 8 屆，受邀來自世界各地的演講嘉賓已超過 238 名，包括大中
華地區、美國、歐洲、日本、新西蘭、加拿大、韓國和新加坡等各國的學術機構、政府監管
部門、製藥公司等的專家、學者、官員和企業高層管理人員等。演講內容幾乎涵蓋了中醫藥
業界和學界關心的大部份課題。該會從 2002 年創辦至今，已逐步得到國際同行的認同和重
視，被業內人士認為是區域內主要的學術會議之一。為傳統中醫藥走向世界提供了一個很好
的資訊和交流平臺。
作爲 ICMCM 會議的協辦機構代表，我與本院項目經理鄭全龍先生一起，連續多年受研究院
的委派參加了會議的籌備工作，並榮幸地受大會組委會的推薦，先後五屆擔任了 ICMCM 國際
會議的聯席主席，分別與黃伯偉博士、劉永銓博士、楊顯榮教授、黃譚智媛醫生、林志秀教
授和張漢揚教授等共同主持了這一有較大影響力的國際會議，收益良多。
舉辦港澳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2005 年 8 月 12 日，由 MCMIA 發起並由 MCMIA 公司會員提供經費贊助的首屆“港澳研究生
中醫藥研討會”成功召開。來自香港六所大學以及澳門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的在校研究生參
加了研討會。除了 10 份口頭報告外，還有 75 份牆報。整個研討會顯示了較高的專業學術水
平，得到與會者的好評，也令贊助人深感滿意。此後研討會每年均選擇在 ICMCM 活動期間進
行，比較難得的是，該研討會的準備工作均由研究生們自行組織。在 2009 年，除了港澳研
究生以外，新加坡南洋科技大學中醫藥學系的七名研究生在談秉軍教授率領下也來港參加了
研討會，來自新加坡的老師和研究生們對參加這樣的學術交流很感興趣，今年更有 45 名新
加坡研究生又已報名註冊參加 8 月份舉行的交流會，這顯示了港澳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也已
像 ICMCM 一樣開始走向國際化。MCMIA 為海內外研究生們彼此之間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交流平
臺，讓年輕學者有機會展示他們的研究成果，提升演講技巧，擴大視野，為香港中醫藥教育
事業做出了貢獻。
爲政府的中醫藥發展獻計獻策
作爲一個民間非牟利機構，MCMIA 一直非常關注香港政府的中醫藥政策。協會透過各種形
式將收集到的意見和建議向政府反饋，爲政府提供建議。2008 年 11 月，MCMIA 舉辦了“發
展中醫藥為香港經濟新支柱研討會”，邀請了本港中醫藥界知名人士和學者就這一主題作專
題討論，從不同的渠道建議政府進一步加強對中醫藥產業的重視和投入。
2009 年 5 月，MCMIA 發起了“一人一信運動”， 呼籲關心中醫藥的港內外人士，投信至
經濟機遇委員會，敦請將中醫藥納入推薦發展產業的報告中，希望政府關注中醫藥的經濟
潛力。MCMIA 還特別向經機會上呈一份“中醫藥可促使四經濟領域盡展潛能”的意見書。在
MCMIA 及其他相關機構和社會熱心人士的努力推動下，特首在 2009 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
了將加強中藥化驗認證及中醫服務，更全面發展中醫藥。香港特首於十年後能重提推動中醫
藥發展，再次開創了一個新局面。2009 年 9 月，特區政府還於成立了香港檢測和認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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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局將配合政府在發展和監管中藥方面的工作，協助檢測和認證業提升規模和能力。值得欣
慰的是，這些發展都離不開包括 MCMIA 在內的關心香港中醫藥發展的社會各界人士的積極建
議和推動。
協助國際認證搭建質保平臺
2006 年 11 月，MCMIA 與美國藥典 USP 簽訂協議，在大中華地區引入一項營養補充劑成份
認證計劃（Dietary Supplement Verification Program，DSVP）。這項認證計劃旨在透過
美國藥典的認證，幫助提升中藥企業的產品安全及質量。中藥產品若獲得美國藥典 DSVP 標
記，將有助得到國際認可并更容易打入國際市場。三年後，我們高興地見到 USP 確認本港的
培力集團生產的雲芝提取物産品成功地通過了審查和認證，獲發 DSVP 證書。成為本港首個
及第一種獲美國藥典認證的植物提取物及營養補充劑成份。
早在 2000 年成立之初，MCMIA 就開始關注中藥產品的質量問題和進入國際市場的途徑，
當時即提出了質量保證貿易中心計劃，包括打造國際貿易平臺、國際資訊平臺和質保平臺等
三個過程。前兩個平臺通過與貿易發展局多年攜手舉辦 ICMCM 會議及展覽會已基本建設成
功，與美國藥典的合作協議也初步實現了質保平臺計劃。
服務香港業界和向民衆宣傳中醫藥知識
中醫藥行業既是一個傳統行業，又是一個不斷發展創新的行業。隨著該行業新的崛起，商
機無限。需要一批既有中醫藥知識又有現代企業管理經驗的人才。MCMIA 為了提昇行業人員
專業水平，於 2003-2004 年間開辦了中醫藥企業行政人員講座系列，以幫助本行業人士全面
瞭解中醫藥業的知識和最新進展。講座系列邀請的 50 多名報告人均是中醫藥行業資深專家。
通過講座，加強了從業人員的業務素質和專業能力。
多年來 MCMIA 還先後多次舉辦了各種研討會、座談會、論壇及午餐演講會等，例如“保健
聲稱規管座談會”、“最新國內中藥、保健品註冊法規及藥典介紹研討會”、“中醫藥及健
康產品市場介紹會”、“優質產品的化驗技術研討會”、“USP 中藥及保健食品認證計劃”
和“銷售加拿大中藥及保健食品的新商機”等等。這些活動有效地幫助參與人士及時掌握行
業整體發展及國際市場的動態，很受業界的歡迎。此外，MCMIA 還致力於中醫藥文化推廣和
知識普及。每年 ICMCM 展覽會都有數萬名市民前去參觀。對此，協會趁著這個機會委託本港
各大學中醫學院及醫療機構組織“中醫藥健康公開論壇”，向參觀人士介紹一些既普通又實
用的中醫藥及保健知識。
MCMIA 不僅積極地推動香港和海外的合作，還在香港和內地之間架設了橋樑。早在 2000 年
已與廣州市科學技術委員會及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廣州市分會主辦了“2000 年廣州國際
中醫藥現代化研討會”, 並於同年與河北中藥企業互動舉行了“港冀中醫藥商務研討交流會”。
2003 年 8 月，MCMIA 與四川省政府代表團簽署了“川港中醫藥現代化和現代中藥產業發展合
作備忘錄”，以促進雙方進一步交流。合作內容包括產業投資、企業上市、知識產權保護、
國際會議和展覽活動的互相支援等。2006 年，應安徽省亳州市政府和安徽省政府發展研 究
中心的邀請，協辦了“中國亳州（香港）現代中藥產業化高層論壇”，討論了中港合作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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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市場的契機和 MCMIA 近年來在建設中藥國際貿易、資訊及質保等三個平臺的進展等多個
議題。MCMIA 還先後於 2006 及 2008 與澳門經濟局產業發展廳共同舉辦了“中醫藥產業區域
發展交流研討會”，推動港澳地區緊密地與泛珠三角地區藥界的合作與互動。此外，MCMIA
還組織了深圳中藥考察團、成都中藥考察團、現代化中藥健康產品生產基地考察團等，互相
學習 , 分享經驗。
MCMIA 的團隊精神
MCMIA 的董事會及理事會成員均為業界、科研界和教育界等關心中醫藥發展的專業人士。
MCMIA 全體成員不遺餘力地為中醫藥的現代化與國際化進行推廣。在整個 MCMIA 的工作團隊
中，爲了中醫藥的發展而不辭勞苦忙碌奔波的故事比比皆是。MCMIA 從名不見經傳發展成中
醫藥知名協會，主要歸功於 MCMIA 團隊的團結努力和務實合作。記得與 MCMIA 同仁開會時，
常常聽到的一句話，“事在人為，事情是靠人做出來的，所以人員少不是問題，做不做得出
來才是問題”。外界有不少人誤認為 MCMIA 人手多、資源多、經費也多。事實上 MCMIA 從成
立至今只有一位秘書，沒有固定經費，也沒有固定資產，正因為 MCMIA“一無所有”，沒有
利益之爭，所以吸引了一批熱心中醫藥發展的有識之士，認同 MCMIA 的理念，不計個人得失，
自發地為 MCMIA 的發展添磚加瓦。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名譽法律顧問陳曉峰先生與盧思澤先生
以及名譽核數師陳黃鍾蔡會計師事務所多年來一直免費為 MCMIA 提供協助和相關專業支援；
還有黃伯偉創會會長、陳宇齡會長和胡恩權會董先後主動免費向 MCMIA 提供辦公室和相關服
務。兩年前，在理事長黃偉亮先生的主持下，MCMIA 又成立了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基金，不僅
為協會在資金方面提供支援，同時還計劃為中醫藥的正規教育、知識推廣及社區服務等各方
面提供經費支持。
十年來，MCMIA 的名字不斷在海內外各類中醫藥相關的學術會議、展覽會、業界交流及刊
物中出現，成為中醫藥領域中知名度和曝光率較高的行業協會之一。歷屆參與負責 MCMIA 各
項具體會務活動的董事會和理事會成員，大都是來自本港各行各業的骨幹力量，他們不僅為
MCMIA，也為香港中醫藥發展做出了貢獻。

十載無私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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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顯榮 教授
CHINESE MEDICINE 學報總編輯，國際中醫藥學會（ISCM 澳門），中國澳門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創會董事

十載無私耕耘
光 陰 似 箭， 現 代 化 中 醫 藥 國 際 協 會 Modernized Chinese Medicin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 下稱 MCMIA) 已渡過了十個春秋；而我從 1973 年回香港中文大學生物化學系
任職後不久即從事中藥研究算起，不知不覺亦從事中醫藥學術和研究工作快將達四十年。回
想當初參與創建 MCMIA 的因緣，是基於對中醫藥的共同理想、目標和信念。理想和目標就是
早日促進中醫藥的現代化和國際化；信念就是中醫藥的國際化須通過中醫藥的現代化來實
現；並且須要中醫藥業界，學術科研界及政府相互之間的溝通，協調和合作。這簡稱官 ( 政
府 )，產 ( 生產、商貿 )，學 ( 學術、研究 ) 的發展模式，可用中醫藥整體發展的五行圖 ( 圖
一 ) 來顯示。正是本於這些信念，我在任職香港中文大學中藥研究中心 [ 即現今中醫藥研究
所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ICM) 前身 ] 主任時，即參與香港政府自開埠以來，
首次為處理中醫藥事宜而成立的「中醫藥工作小組」(1989-1994)，其後長期擔任政府的「中
醫藥發展籌備委員會」(1995-1999) 及「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醫組」(1999-2001) 成員，為
香港政府處理中醫藥各項工作出一分力。可惜，雖在 1995 期間經過委員會成員努力爭取，
成功加上「發展」兩個字在「中醫藥工作小組」過渡立法成為「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的過渡
性「中醫藥發展籌備委員會」，政府多年來對發展中醫藥乏善可陳。為喚起社會各界對中醫
藥整體發展的關注和支持，中文大學中藥研究中心於九十年代初即已舉辦「中醫藥現況與前
瞻」的公開論壇，邀請梁智鴻醫生 ( 時任立法會議員 ) 及政府，業界，學界等代表為中醫藥
在香港的整體發展出謀獻策。其後我於 1997 年受邀往香港浸會大學創辦「中醫藥研究所，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IACM」 （現為浸會大學中醫藥學
院研究開發部）及參與創辦首間在大學開

十年磨一劍，MCMIA 的創建和成長，是過去十年香港中醫藥發展的歷史見證；MCMIA 的發
展，也是香港中醫藥不斷進步的歷史記錄。回顧這十年，正是香港中醫藥發展從感性到理性
的逐漸成熟 , 中醫藥政策從起步到逐步完善的十年。十年來，政府對中醫藥發展的投入在逐
年增加，市民對中醫藥保健養生亦日益關注，中醫藥人才培養和科研技術水平正逐步提升，
這些實在的進步和發展，讓我們有理由相信香港在推動中醫藥現代化和國際化方面具有獨特
的優勢。
協會應該是凝聚業界的最佳組織，希望 MCMIA 將秉持既有的理念，繼續與政府，學界和業
界密切配合，期待 MCMIA 隨著香港中醫藥事業的不斷發展，更上一層樓，再為下一個十年留
下更為輝煌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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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的中醫藥學院時即以中醫藥的現代化，產業化和國際化為 IACM 的宗旨，並成立附屬公司
( 現為浸大 IACM 公司 ) 為中醫藥業界服務。因此當 MCMIA 創會同仁，在創會會長黃伯偉博
士領導下，於 2000 年決意以中醫藥的現代化和國際化為鵠的，以商業活動來推動一個在香
港，大中華地區，以致全世界的中醫藥各界 ( 官，產，商，學，研 ) 的交流互動的平台時，
我深感「風同道一」，因緣巧合之下，從一個大學的學者，從此便多戴上 MCMIA 創會會董的
帽子。

積極搭建學術交流平臺 , 不遺餘力提攜中醫藥新人
-- MCMIA 對香港中醫藥發展的另樣貢獻
林志秀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副教授 ,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董事

2000 年香港中醫藥界一群有志於中醫藥現代化和國際化的有識之士成立了現代化中醫
回首 MCMIA 在過去十年，在資金和人員匱乏，頗為艱苦的條件下，默默耕耘，不斷成長茁
壯，實有賴於自然形成的 MCMIA 的協會文化，包括無私奉獻，勇於承擔及團結為公的合作精
神。正是由於這種優美的協會文化，大家都能滿懷熱忱，志氣高昂地推動各項會務和活動，
做出了許多令人觸目的成果。例如對社會貢獻方面，包括 (1) 自 2002 年每年舉辦的「國際
現代化中醫藥會議 (ICMCM)」，都有公開的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及面對市民大眾的「中
醫藥講座」；(2) 在 2008 年 MCMIA 舉辦了「發展中醫藥為香港經濟新支柱研討會」；(3) 並
在同年成立了「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基金」。目的是贈醫施藥，支持教育研究，及獎勵對中醫
藥有貢獻人士；(4) 又於 2008 年 11 月發表了《建設香港成為國際中醫藥中心建議書》，論
證發展中醫藥對香港的裨益，並提出發展方案。《建議書》廣泛地發送到有關政府部門、立
法會議員、科研學術界及行業人士；(5) 於 2009 年向政府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特別成立的「經
濟機遇委員會」呈上一份“中醫藥可促使六大經濟機遇領域其中四大領域盡展潛能”的意見
書；有助香港特首在 2009-10 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加強中藥化驗及中醫服務，為香港特首
於十年後能重提發展中醫藥，又一次開創一個對香港經濟，醫療及民生都有裨益的新局面。

藥國際協會 (MCMIA)。光陰荏苒，轉眼間今年是該會成立十周年的日子。回顧過去十年，
MCMIA 對香港中醫藥事業的發展作出了令人矚目的貢獻，其中包括連續九年協同香港貿易發
展局於香港會議及展覽中心聯合舉辦了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 (ICMCM)。該會議展
覽是目前香港乃至亞洲唯一國際化中醫藥展覽，成為國際中醫藥貿易方面及學術交流的一個
優良品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MCMIA 於兩年前推出了《建設香港成為國際中醫藥中心建議
書》，敦促政府利用香港的優勢，抓住機遇，促進中醫藥產業發展，使之成為香港經濟的
新支柱。該建議書的發表引起政府和業界的高度重視，間接促成特首將中醫藥的發展納入
2009-10 年度的施政報告。MCMIA 的成功舉措，贏得中醫藥業界的肯定和讚譽。
顧名思義，MCMIA 以推動中醫藥現代化和國際化為辦會目的和宗旨，十年來為這一宏偉目
標，群策群力，鍥而不捨，為中醫藥在香港的發展交上令人驕傲的成績。除了以推動中醫藥
現代化和國際化為己任，近年來 MCMIA 更是積極推動中醫藥教育和研究，熱心搭建學術交流
平臺，不遺餘力提攜中醫藥新人。可以說，這是 MCMIA 對香港中醫藥事業的現代化發展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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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種貢獻。

最令我感慨的是 MCMIA 作為一個行業協會，在資源匱乏的成長期間，竟能在學術方面亦做
出使高等學術機構亦感欣羨的學術成就，包括每年舉辦的高水平國際中醫藥學術會議，推動
科研成果的產業化，以及發揚中醫藥文化。更值得一提的是 MCMIA 高瞻遠矚地創辦「港澳研
究生中醫藥研討會」，這個自 2005 年起成功舉辦的研究生研討會令香港六所大學及澳門兩
所大學從事中醫藥研究的學生聚首一堂，提供一個很好的學術交流平臺，自 2009 年起新加
坡南洋科技大學的研究生亦遠道來參加，使會議發展成為每年地區性的中醫藥研究生交流盛
事。這個交流平臺不單使年輕的學生有機會展示他們的研究成果；並通過同期舉辦的 ICMCM
國際會議，瞭解國際上中藥科研的最新動態及中醫藥科技在產業的應用，擴大他們的視野；
更重要的是每屆「港澳中醫藥研究生研討會」，都由研究生自己組織舉辦，籌備委員會主要
由香港六所大學的研究生代表組成，而各大學中醫藥學院的老師代表成立學術顧問委員會，
給與輔導支持，通過這個研討會的各項工作，研究生們得以經歷各種磨練，促進合作精神，
擴闊視野，加強對中醫藥現代化，產業化和國際化的認識。藉此 MCMIA 成功的培養了一批中
醫藥現代化，國際化的接班人，為地區的中醫藥教育事業，做出了有特色的貢獻。2005 年
首屆「港澳中醫藥研究生研討會」完滿成功，為 MCMIA 首創的地區性中醫藥研究生學習交流
平臺，奠下了堅實的基礎；為此，我們要衷心感謝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林志秀教授的付出
和功勞。MCMIA 這些成就，使我們在大學從事中醫藥現代化、國際化研究工作的學者，不禁
要反思如何更好地更努力地為這個崇高的使命，作出更大的貢獻。

高瞻遠矚，倡導和資助舉辦港澳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自 2005 年以來，每年一度于香港會展中心舉行的 ICMCM 會場內外常常見到不少大學生的
身影。其實他們中大多是出席與 ICMCM 同時舉行的港澳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Hong KongMacau Postgraduate Symposium on Chinese Medicine)。 數年來該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為
ICMCM 的會場增添了活力 , 帶旺了會議的人氣。
籌辦中醫藥研究生研討會的理念源自 MCMIA 創會會長黃伯偉博士及一眾協會會董和理事。
記得在 2004 年的 ICMCM 會議結束後，大家在會場外傾談和 networking，黃伯偉會長問我是
否有可能舉辦以香港和澳門中醫藥研究生為主的學術研討會，一來可以讓業界對港澳大學研
究所中醫藥研究工作和成果有所認識，二來也可以讓不同院校的研究生有機會聚集在一起，
交流研究心得和展現科研成果，同時也可以拓寬研究生們的社交圈子，為將來的工作就業打
下基礎。我當時覺得這個主意不錯，富有建設性，便答應回去和中大的學生商量。把這一想
法和幾位在作中醫中藥研究的研究生們交流後，他們覺得這個設想很好，都躍躍欲試。和黃
會長再次交換意見後，MCMIA 決定於下一年的 ICMCM 會議其間舉行第一屆港澳研究生中醫藥
研討會，由中文大學的研究生為召集人，MCMIA 則幫助聯繫各個院校的研究生，籌備工作於
是便密鑼緊鼓地進行。籌備委員會主要由本港六所大學的研究生代表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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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包括：余嘉莉 ( 主席 )，陳錦良 ( 中大 )，張家禧，梁凱欣 ( 科大 )，鐘偉楊，梁之桃 ( 浸
大 )，劉翠茵，劉蕙心 ( 理大 )，李海霞，黃韻婷 ( 港大 )，謝啟榮，尹志強 ( 城大 )。在此
後的數月，籌委會召開了大大小小近十次籌備會議，討論有關研討會的各項細節，例如宣傳
推廣，收集論文摘要，尋找贊助，編輯論文集，安排會議場地，編列口頭和海報報告流程，
運輸展板立架等等。
成功舉辦港澳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由於各位委員們的不懈努力，各項準備工作進展得整整有條。第一屆港澳研究生中醫藥研
討會於 2005 年 8 月 12 日正式舉行。現在回想起來，無論是該研討會的組織工作，研究生們
的參與積極程度，抑或是學生們的學術論文的品質等方面，都可以說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學術
活動。大會共收到超過 90 篇論文摘要，近 110 張論文海報進行了展示，內容涵蓋中醫藥的
基礎研究，中藥化學分析和鑒定，中藥藥理和毒性，臨床試驗以及中醫藥管理等方面。大會
選出十位同學進行口頭演講，合計有約 100 名同學出席和參加了本次研討會。大會還評審出
兩位最佳口頭演講者和三份最佳海報演示獎，獲獎者每人獲得港幣 500 元，以資鼓勵。統計
資料顯示，本港六所大學以及澳門的兩所大學均有研究生踴躍參加和出席本次研討會。特別
值得一提的是超過 15 位澳門大學和澳科大的同學在會議的當天一大早就到乘輪船來港，比
本港學生更早到達灣仔會場 !

開幕式均有中管局的領導親臨致詞和勉勵。連續五年的成功舉辦，港澳中醫藥研究生研討會
已經成為 ICMCM 其間的一道充滿活力的風景線，為 ICMCM 主會增添了新鮮元素的同時，也為
港澳地區的中醫藥研究人員的茁壯成長提供了一個廣闊的舞臺和可貴的機會。
今年的第六屆的中醫藥研究生研討會將於 8 月 12 日假香港會展中心舉行，本屆的籌備組
織工作將由香港城市大學的研究生統籌，而南洋理工大學已有超過 30 名中醫學生報名參加。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本屆研討會將和過去幾屆一樣獲得巨大的成功。
提攜中醫藥後輩不遺餘力
要實現中醫藥的現代化和國際化，需要大量具有國際視野和掌握現代科學技術及研究方法
的中醫藥人才。回首過去，MCMIA 作為一個商會，能夠不遺餘力地支持和提攜中醫藥後輩的
成長，實乃難能可貴，連續數年港澳中醫藥研究生研討會的成功召開也見證了 MCMIA 董事會
成員的高瞻遠矚。展望未來，我堅信 MCMIA 一如既往，將提攜中醫藥後進為己任，為香港
中醫藥事業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本次研討會的順利召開，是和 MCMIA 的全力支持分不開的。在財政方面，研討會的各項開
支費用包括租用場地，編印會議論文集以及會議期間的茶點等共約六萬港幣全部由 MCMIA 會
員慷慨資助。此外，MCMIA 的董事會成員一直關心研討會的籌備情況，並給予必要的技術支
援。MCMIA 創會會長黃伯偉博士還為研討會的論文集寫了熱情洋溢的歡迎詞，而時任會長陳
宇齡先生更親臨大會致開幕詞。參加研討會的同學都說沒有 MCMIA 的積極發起和堅定不移的
支持，研討會就不可能成功舉辦。
本人作為本次研討會的學術顧問委員會的召集人，于會議其間曾經和多位同學傾談，聽
取他們對舉辦這種研討會的看法。同學們都異口同聲的贊同舉辦中醫藥研究生論壇的理念，
都一致認為組織和參與本次研討會是一次可貴的經歷，不但提升了他們的演講和海報演示的
技巧，增強了他們的會議組織能力，同時令他們瞭解其他研究組的研究成果，正所謂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互相琢磨切磋便有進步。更重要的是研討會提供了很好的平臺使學生們和業
界有更好的接觸和互動，使中醫藥業界對他們的研究工作有更好的認識，也為他們將來畢業
後的就業提供良好的機會。
第一屆港澳中醫藥研討會的成功舉行，給予同學們很大的信心。學術顧問委員會決定每
年在 ICMCM 的同時舉辦研究生中醫藥論壇。此後連續四年的研討會分別由浸會大學，香港大
學，香港科技大學和中文大學的研究生主持，其組織和運作模式均以首屆研討會為榜樣，每
屆研討會均能吸引近 100 名港澳地區參與中醫藥研究的在校研究生的參加。去年的研討會更
是吸引 15 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中醫學生千里迢迢來共襄盛事，可見研討會的聲名已經遠
播海外。港澳中醫藥研討會的連續召開也得到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領導的支持和稱讚。每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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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中藥研究之歷程
黃文秀 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 教授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董事

我和中藥結緣於我開始研究中藥治療骨質疏鬆的作用；同時，自 1999 年始，我參與籌劃
和建立位於深圳的理大中藥研究所。大學和深圳的研究所都讓我更多接觸到中藥發展的各個

對中藥充滿熱情的也不只是黃皮膚的我們；在我們當中，Prof Georges Halpern 相信是
一個對中藥充滿熱情的表表者。在他的推動下，我們在 2005 年舉辦了第一屆國際功能食品
研討會；在過去的 5 年間，我們每 18 個月舉辦一次研討會，至今已經舉辦了四屆；其中大
部分的內容都與中藥、天然或草本產品的研究和應用相關。在這個活動中，我們有機會與來
自美國、歐洲、亞洲以及本地的學者和產業界的專家交流。我們多了一個機會，從西方的角
度去看中藥的研究和商業化發展，獲益良多。

方面；我們參與了、也見證了香港中藥發展不同的里程碑。
在我們成長的同時，我們亦與 MCMIA 一起走過不同的路。自 2002 年以來，每年我們都
2002 年，我們承擔香港賽馬會中藥研究院有限公司的首個資助項目，利用中藥葛根的有

會出席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ICMCM），包括會議和展覽。在香港，

效成分葛根素，開發成候選藥物葛根素磷脂複合物膠囊。經過三年的研究，我們完成了所有

ICMCM 是一個獨特的平臺，讓中藥這行業內不同人群有一個交流的機會。後來 ICMCM 開始了

臨床前研究工作，並且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以二類新藥申報臨床批件。在 2007 年，

中港澳研究生論壇，各大院校都積極參與，亦為我們的研究生提供了一顯身手的機會。更重

我們獲得臨床批件，目前正在為臨床試驗進行籌備工作。這是首個由香港院校開發而獲得國

要的是，對於身處學術界的我們，MCMIA 為我們提供一個瞭解業界需要的渠道，使我們從事

家臨床批件的候選新藥，可見香港的研究團隊不單勝任基礎研究的工作，同時我們也具備新

研究教學的同事，在進行高端研究的同時，亦能觸碰到業界實際的技術難題和需求。在走過

藥研發方面的實力。

十年艱辛的開拓期，我衷心祝願 MCMIA 在下一個十年能為香港的中藥現代化產生更大的貢獻
和影響力。

最近幾年我和理大其他的同事，一起研究中藥古方對乳腺癌的治療作用。我們很高興，這
項目也漸露曙光；在過程中，我們有不同專長的同事共同參與這項目，包括中醫、中藥化學、

在過去十年，我們見證香港和內地的發展和變化，尤其見證了中國內地在經濟、科學和技

腫瘤細胞生物學研究、以及我自己做了很多年有關更年期疾病方面的研究，也有具備產品開

術方面的驚人發展。對香港的研究社群和業界來說，中國內地既是一個力量雄厚的拍檔，同

發經驗的同事的投入。我的體會是，中醫藥的研發本身就需要大量跨學科的合作；我們希望

時也是強而有力的競爭對手。然而，我始終相信，香港依仗其研究實力、環球視野、良好聲

將來可以開展更多這樣的工作。可惜的是，目前香港的資助機制，對於扶持中藥發展明顯不

譽和溝通技巧，絕對可以在實現中藥現代化起關鍵作用。通向成功的道路總是崎嶇的，但是

足，令許多工作無法開展。去年政府成立了認証和檢測局，表明會支持中藥發展；雖然到目

我們沿途已積累了不少寶貴經驗，而參與中藥發展的各方人士亦逐漸走近，得以凝聚更強大

前為止，仍然未見到具體的計劃和行動，但都總算是見到一些曙光。

的力量。我衷心希望，在未來的十年裡，我們繼續攜手努力，在中藥現代化取得輝煌的成就！

香港衞生署自 2002 年開始“香港中藥材標準”（港標）的研究工作，而我們的團隊自第
三期開始參與此工作。儘管港標的工作與應用尚有一段距離，也備受不少的批評；但過程中
我們體會是，香港各院校、衛生署、政府化驗所、國際專家等各參與方，對於這標準制定工
作的態度都是非常嚴謹，一絲不苟。我相信，透過更多中藥界各方人士的交流互動，這項工
作對於打造香港成為一個高水平的中藥研究及質控基地，可以產生更大的影響力；同時，這
項工作已經凝聚了一批研究人員，可以為中藥的質控作出更大的貢獻。
政府開始在 2003 年底正式啟動了中成藥註冊，對於從事中藥相關的機構，衝擊不算少。
儘管註冊工作經過了一些諮詢，但明顯地，在準備不足、配套不足的情況下，業界也必須滿
足規管的要求。我們並非中成藥商，直接的影響不算最大；然而，我們亦錯失了藉著註冊的
最佳時機，建立本地檢測、質控的軟硬件。作為大學，我們培養了許多科研的人才；然而我
們欠缺相關的產業去承載這批人才，以致他們未必能在本專業中發揮所長；在這方面我們是
覺得非常遺憾的。同時，業界忙於應付法規的要求，雖然對產品並非沒有好的影響，但確實
也令中成藥商投放在研究或產品升級的資源更見緊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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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就在前面
胡恩權

夢 …… 十年後
日有所思，自發其夢。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董事

往昔印象
在「中醫藥」世界，我是一個「平常人」，理科只唸到高中。少年時候，媽媽對我說：「您
感冒發燒，喝杯廿四味吧。」第一次走到街邊相熟涼茶舖，買了一杯，喝了第一口，感覺「活
受罪」! 那麼苦的東西都有人喝了，還喝了幾佰年！不過用上了一兩天，又幾有效，好像「好
得幾快」，唔錯！但後來又知道，「廿四味」並不是有「廿四味」材料，有涼茶舖是用「十
幾味」，有些只得「幾味」，各師各法，各顯神通，總之就是有效。跟媽媽說起，她說：「哎
吔！不要問咁多，有效就得，中國人都飲了幾佰年，不用怕。」媽媽說得有點像鄧小平「黑
白貓」的口吻，「有效」就是檢定標準。OK，唔準問就唔問！
長大了，去見中醫師求診，教授級中醫跟我說，中醫藥基礎是：「辨証論治，以醫帶藥…….
中藥有「君臣佐使」，互相配合，求「陰陽平衡」及「致中和」………。」給我說了半天，
很有趣，有點玄，又好像很有道理。原來中醫藥有深遠的「文化根」！
近年發現，身邊的人，使用中醫藥的人越來越多。問問原因，多數說：「天然草本，副作
用少；…對很多慢性病都有幫助，反正中國人嘛，用了幾千年啦！」不過大家對中醫藥理論
都似明似不明。
這就是我們「平常人」承繼的「中醫藥」文化。不過，我總信，若能一同凝聚，做些事，
過些關，走些路，更好的 ………就在前面。
當下
看到一大堆相關新聞 ,………。

我飛到大片農田上，見中藥農夫在收割，一臉自信，他們沒用不合格的農藥，田地經悉心
打理，沒有污染，合乎 GAP (Good Agriculture Practice)，很棒！藥材馬上要送檢，但自
信必然過關。多年以來，收入穩定，口碑載譽，他們臉上是滿足的笑容。
我穿入高牆，看見中藥送到達致 GMP 的廠房中加工，環境清潔，人員效率很高，團結互
愛。他們有信心產品質素，也很有自信生產的產品能幫助客戶。他們的臉上是專業、誠懇的
笑容。
我靜靜地跟蹤，看到中藥產品送到中醫師手上，他們已能用淺白易明的說話，讓病人具體
明白自己的身體情況。醫師也精通先進的診斷儀器，協助他們更精確地進行分析、中西醫會
診，互補長短。這種互補結合的「大同」醫藥，已逐漸現出輪廓，醫師們展現出專業、有自
信的笑容。
我快步追上病人，看到他們離開時，心情輕鬆，自覺得到悉心照顧和治療。拿到的中藥都
是可靠有效的，多年來沒察覺發生重大中醫藥事故，病人離開時是帶著輕鬆、安泰的笑容。
我興奮極了 …… 我竟然看見十年後，「各路」中醫藥界朋友在 MCMIA 廿週年慶典上再
聚一堂，互相問好、擁抱！一些老朋友添了點白髮，有的是髮線後移，面上添了點歲月的痕
跡。他們在慶祝中醫藥產值又比十年前進升了幾倍，他們參與其中，持續地付出巨大的心力，
也獲得應有的成果。在熱鬧、難忘的一夜，我們一同乾杯，關懷慶祝，一同展現了燦爛、開
心、自豪和滿足的笑容。
這一天我們期待已久，我信它必然出現。我們做了很多事，過了很多關，走了很長的路，
最好的 …… 就在前面！

醫管局公佈使用「天灸」的結果，按統計，對鼻敏感和哮喘有明顯療效；
防癌會說：「中西合壁治癌，復康成效佳。」；
中西結合治中風後遺症；
中藥戒「K 毒」，兩週見效；
…………………………;
恍惚中、港，台、澳 , 雨岸四地的大學及醫療機構都參與「中醫藥」發展！
過去幾年，中國政府強調全力推進中醫藥發展，展望未來每年平均增長約 10% 餘，前景
光明，大有「錢途」。好，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不過，轉頭看中央電視新聞：「某某廠
產品農殘超標；日本進口中國中藥的活性成份嚴重低於標準被退回；……。」中藥要發展，
還會迂迴曲折一段長時間。
光明中有黑暗，陽光中有驟雨，繼續上路吧！我們已經做了點事，過了點關，走了點路，
更好的 ………應該就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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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現代化、國際化與陰陽之道 *
中醫藥的科學性、當代科技和廿一東風
楊顯榮 教授
CHINESE MEDICINE 學報總編輯，國際中醫藥學會（ISCM 澳門），中國澳門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創會董事

中醫藥是中國文化的瑰寶，被稱為中國的第五大發明，是中國在廿一世紀能對世界作出的
主要貢獻之一。中醫藥學是最有望以我國為主導，取得原創性突破，對世界科技和醫藥學發
展產生重大影響的學科；同時，中醫藥產業亦是我國具有原創性優勢和巨大發展潛力的戰略
性產業。
近年由於疾病譜的改變，回歸自然的思潮的興起，以及中國整體國力的不斷提升，作為
中國文化瑰寶的中醫藥不單在中國受到日益重視，在國際社會亦越來越受到關注。例如從抗
瘧疾中藥青蒿提純的“青蒿素”的研究成功，已被世界衞生組織認定為在全世界防治瘧疾
的主要藥物之一。在防治愛滋病方面，已從多種中藥中包括甘草，夏枯草 1 ，苦瓜 2,3,4 ，
天花粉 2,3,4 等提取得各種類型的抗愛滋病有效成分。我國近年中醫藥介入治療愛滋病已初見
成效，其優點是既有一定療效，又無毒副作用。在 2003 年 SARS 一役就發現凡中醫藥介入
治療的病人，未見有股骨頸壞死及肺纖維化等嚴重後遺症。香港醫管局邀請廣州的中醫專
家到香港會診，得到香港西醫專家及香港政府的好評。以上事實足以說明中醫藥的實力和價
值。可以預期，廿一世紀中醫藥將會現代化，並且走向國際。因此「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MCMIA)」同仁，提出透過中醫藥的現代化來實現中醫藥的國際化的口號，聯合官，產，商，
學，研各界有識之士，同心合力為中醫藥的現代化和國際化而奮鬥。
可惜自清末以來，國人在接受西方文化科學思潮的同時，卻對自己的傳統文化學術產生懷
疑、輕視。而醫藥界亦有全盤西化的設想，以為中醫藥不科學，故重西輕中，以致在上世紀
開始，屢有廢止中醫中藥之議；更有甚者，部份人士盲目迷信洋藥萬靈，認為因病致死，而
未曾用過青霉素 ( 盤尼西林 ) 者，是醫生不高明或失職，已用過青霉素仍病死，則是天命。
好像醫藥與真正療效毫不相干。對於有效的中醫藥反棄若敝屣，實令有識之士痛心。縱觀近
百年來中醫藥的艱苦歷程，既受盲目崇洋，漠視中醫藥實際療效者歧視壓迫；亦受過度科學
狂熱者不當對待。他們錯誤以為中醫藥不科學，只是一些無學術理論根據的使用草藥經驗，
而提出廢醫存藥的謬論。事實是，中醫藥不僅有寶貴的臨床經驗和豐富的藥物，更有完整的
獨特的理論學說，以整體觀念為基礎，指導辨證論治的臨床應用，形成一套理、法、方、藥
的醫藥診療合一的有效的醫藥體系。因此，更好地用科學來理解中醫藥學，及闡明中醫藥的
科學性是當務之急。
本文擬探討中醫藥的科學性，以及中醫藥現代化和國際化的重要性和必然性。第一部份應
用現代醫藥科學知識，闡述中醫藥重要的理論—陰陽學說和重要藥物人參的科學性。第二部
份則提出廿一世紀中醫藥的興旺須充份吸納當代科技的精粹。
* 本文部份內容 (a) 初發表於 1993 年於香港舉行之「中國文化與中國醫學」國際會議，並收錄於霍韜晦主編，「中國文化
與中國醫學」，法住出版社，2003。122-133；(b) 發表於 2010 年 5 月於福州舉行之「第六次中國科協論壇－科學理解傳
統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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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的科學性

陰陽之道

陰陽學說：陰陽學說是中醫藥學的理論核心，不但對中醫藥學的形成和發展起重大的作
用，而且在醫療實踐中有不可取代的指導意義。我國第一部醫學典籍《黃帝內經》中的〈素
問 ‧ 陰陽應象大論〉說：「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
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於本。」明代大醫家張介賓在《景岳全書 ‧ 傳忠錄 ‧ 陰陽篇》說 :「凡
診病施治，必須先審陰陽，乃為醫道之綱領，陰陽無謬，治焉有差 ? 醫道雖繁，而可以一言
以蔽之者曰：陰陽而已。」陰陽學說在中醫藥運用廣泛，在生理、病理、診斷、治療、方藥、
針灸各領域無不涉及。舉其大者，中醫學特色優勢之一的辨證論治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八網辨
證。陰陽是八網辨證中的總網，用以概括表裡、寒熱、虛實。表證、熱證、實證均屬陽證﹐
裡證、虛證、寒證均屬陰證。陽證的病理生理變化可能為炎症，人體器官功能亢進或能量代
謝增高、熱量過盛的一種反應狀態；陰證則為人體器官功能減退或能量代謝降低，熱量不足
的一種反應狀態。《黃帝內經 ‧ 素問 ‧ 陰陽應象大論》上說：「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
陽盛則熱，陰盛則寒。」凡疾病表現為陽氣亢盛，正氣不衰的證候，都可稱為陽證；若疾病
表現為陽氣衰微，正氣不足的證候，皆可稱為陰證。
中醫學以陰陽學說來闡明人體生理病理現象。指陰和陽是兩個對立面，依據一定的條件共
存於一個統一體中。在健康的生理狀態下，陰和陽互相聯繫，互相制約，維持著協調的動態
平衡穩態，所謂「陰陽和調」。即《黃帝內經 ‧ 素問 ‧ 生氣通天論》指的「陰平陽祕，精
神乃治」。而疾病的發生是由於陰陽的正常關係，受到破壞所致，即所謂「陰陽失調」。中
醫辨證論治就是從複雜的病理現象中，辨明人體那一部份陰陽失調，然後用調整陰陽的藥物
或法則，使恢復平衡而康復，這套陰陽學說，有人譏為中醫藥的詬病，有人視為殊不足信，
有人則半信半疑。然而正是這個被一些人認為毫不科學的中醫藥陰陽學說，竟被西方醫藥學
家採用來說明最新的細胞生理調控及病理改變的機理。美國文尼蘇達大學藥理學教授高堡博
士，在細胞的調控研究中，認識到細胞中的兩種分子—環磷酸腺苷 ( 圖一 ) 和環磷酸鳥苷 ( 圖
二 ) 有互相對立的生物效應，通過雙向調節這兩種分子，可使細胞正常功能處於穩定狀態，
它們比值的偏高或偏低，就導致病變狀態。這個現代醫學科學的發現和觀念—細胞的雙向控
制系統 ( 陰陽系統 )，與中醫藥治病致力於調整陰陽的偏盛偏衰，使之恢復正常平衡是不謀
而合的。除了環核苷酸的陰陽系統外，現代生物醫學在內分泌系統 ( 激素 )，神經系統 ( 神
經遞質 )，和免疫系統 ( 免疫因子 )，都發現陰陽現象的普遍性。現代科學不僅有力地證實中
醫藥學陰陽學說的科學性，提供了現代的科學解說和物質基礎，更為優秀的中華文化增輝。
人參 : 人參是大家熟悉的名貴補藥。在最早的中藥典籍，二千年前的《神農本草經》，將
人參列為上品，認為人參 :「主補五臟、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除邪氣、明目、開心、益智、
久服輕身延年。」人參作為最重要的補益藥，《神農本草經》所說的「久服輕身延年」的抗
衰老作用，是較易被接受。現代科學研究已發現人參的抗衰老成份包括人參皂甙及麥芽酚 ( 圖
三 )，支持人參延年之說。但人參大補五臟的古代記載，曾被崇尚新潮講求特效藥者，及部
份迷醉於追尋特效藥單一的特異的受體的現代藥理學家，嗤之以鼻視為天方夜譚。可是，人
參的廣泛補益作用，不但為歷代醫學家所臨床證實，現代藥理研究更證明人參在人體的多個
系統，包括神經、免疫、心血管、消化、生殖等的藥理作用；藥化研究則提取得人參多種有
效成份包括人參皂甙、人參多糖、人參多肽，微量元素等等，充分說明人參大補五臟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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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至於，人參除邪氣的古籍記載，亦被堅持人參既是扶正補藥又豈能祛邪者的質疑。可是，
現代科學實驗證實人參有抗癌作用，其有效成份為人參皂甙 Rg3 及 Rh2( 圖四 ) 及有機鍺等。
在《神農本草經》人參的記載中，最令人驚訝的是 :「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及「明目、
開心、益智」。前者表明人參有鎮靜作用，但接著又說人參能興奮提神。這兩種截然相反藥
效的同時描述，真使人大惑不解，以為古人弄錯了。奇怪的是，現代化學研究發現人參最重
要的有效成份人參皂甙，多達數十種，其中含量最高的是人參皂甙 Rb1( 圖五 ) 及 Rg1 ( 圖
六 )。藥理研究顯示，人參皂甙 Rb1 有中樞神經抑制和安定作用，而人參皂甙 Rg1 則有中樞
神經興奮及抗疲勞作用。故表面看似互相矛盾的人參藥效，其實是有科學根據和物質基礎。
此外，中醫認為紅參 ( 吉林參，高麗參 ) 藥性較熱，而西洋參 ( 花旗參 ) 則藥性較涼。中藥
的寒熱屬性，往往令人費解，並懷疑是否有科學根據。化學研究發現，人參皂甙 Rb1( 抑制、
陰 ) 與人參皂甙 Rg1( 興奮、陽 ) 的相對含量，在紅參和西洋參中是不同的。紅參含 Rg1 較
高而西洋參含 Rb1 較高，解釋了兩種參藥性的分別。觀此，人參皂甙 Rb1 與 Rg1 亦

圖一 環磷酸腺苷

圖二 環磷酸鳥苷

可代表人參藥物化學方面的陰陽 ,。藥物的陰陽屬性，被適當地應用於調和人體的陰陽平衡，
十分科學和巧妙。
以上陰陽學說和人參的例證，不僅說明中醫藥的科學性，更使人不禁驚嘆中醫藥既有深邃
的哲理，又有神奇的藥物，而且我國先聖賢已於兩千多年前觀察總結出來。中醫藥的奧妙及
古人的睿智，我們實應虛心探求和學習。

圖四 人參皂甙 Rg3 ( 左 ) 及 Rh2 ( 右 )

圖五 人參皂甙 Rb1

圖六 人參皂甙 Rg1

故此用當代科學來理解和研究傳統醫學需要思考一些關鍵的問題。首先要瞭解傳統中醫學
是從整體上認識複雜的人體，運用古代的整體、綜合、辯證的思維模式和哲學概念綜合地把
握健康和疾病的變化規律。我國偉大的科學家錢學森指出人體是一個複雜開放的巨系統。因
此傳統中醫學有整體性，動態性，複雜性，非綫性和開放性等特色。科學理解傳統中醫學，
應要充份考慮和符合這些特色和要求。
上文已經指出，基於機械論，還原論和牛頓古典物理學發展出來的觀念和方法，並不符合
傳統醫學的特色和要求，不能用來理解和研究傳統醫學。幸好，自從相對論和量子力學面世
後，物理學有了革命性的變化。從當代的新物理科學觀發展出來研究複雜系統的理論體系包
括協同學，信息學，系統控制論和混沌學等，都可以用來研究複雜的生命系統和傳統醫學。
此外，普里戈金提出來的耗散結構理論是結構概念上的一次革命。這種開放的耗能的動態結

圖三 麥芽酚

吸納當代科學精粹

廿一東風 †

筆者在 2006 年寫了一篇題為「代謝組學，中醫藥代謝組學與論證中醫藥學」7 的文章，文
內論及用現代科技研究在辨證論治的運用下的中藥複方的療效物質基礎和作用機理的困惑。
指出基於還原論和機械論發展出來的現代醫學思路和方法，並不適用於中醫藥複方治病的整
體性和動態性作用於人體開放的複雜巨系統多變量的研究。因此導致及產生對傳統中醫藥學
的認識誤區，不利於中醫藥學的論證，繼承和發揚，對中醫藥的現代化和國際化均有很大的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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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必須有足夠的能量加進去，才能維持它的結構。這種稱為耗散結構的東西，聽起來好像
只有當代物理學家才能懂。其實很多東西，包括我們經常看到的噴泉，還有瀑布都是耗散結
構。因為傳統中醫學論述的人體是一個複雜開放的生命系統，需要放能量和信息進去才能維
持它的有序的動態平衡網絡以及它的動態結構，所以必須用耗散結構的理論來理解和研究。
傳統中醫學的經絡，就是一個耗散結構。總的來說，要科學理解傳統中醫學就要脫離還原論，
封閉系統和綫性思維模式的束縳，要採用當代新物理科學觀的觀念和方法，否則就不能正確
地理解傳統中醫學，生命系統及古人的智慧。
最後筆者想指出，應該用基於新物理學的當代科學來理解傳統中醫學，就會發現這個源於
傳統中國文化，本於易經，道德經，黃帝內經和難經的傳統中醫學的許多理論和觀念，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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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新物理學知識極其相似，甚至不謀而合。所以中醫中藥用生物學和化學的方法來研究是
很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用物理學，數學、信息學和生物工程來研究，這對理解和發揚傳統
中醫學將有更大的貢獻。筆者在 1993 年寫了一篇「中醫藥與中國文化」的文章 *(a)，文內論
述用「繼承不泥古，創新不離宗」的方針和步驟，以及「天人合一」的道理來探索和發揚中
醫藥學，文中又指出傳統中醫學需要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現代化和創新。故此必須吸取當代
知識的精粹來繼續壯大。而興旺發達的中醫藥學將會導致「廿一東風」†（廿一世紀是東方
文化，中醫藥學復興的時代）。筆者可以預期，當充滿東方智慧及源於中國傳統辯證的思維
方式的傳統中醫學充份吸納由新物理科學觀發展起來的當代知識體系的精粹後，將會大大促
進傳統中醫學的現代化和國際化。這種發展模式就是陳可冀院士所提出的「現代創新交叉模
式」。這種發展模式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鄧鐡濤名老中醫與劉頌豪院士合作創建和發展
的「光子中醫學」。而且這種現代創新交叉模式更會為創建新的醫學體系作出巨大的貢獻。
所以筆者現在對「廿一東風」更有信心，更相信廿一世紀將會由東方來引領醫藥學的發展。
故此，筆者懇切祈盼 MCMIA 各同仁，從事中醫藥研究的人士以及中醫藥界及政府各機構部門
及熱心人士，能同心合力「齊自強，樹標鋒」，為促進中醫藥的早日現代化和國際化，及中
醫藥為全人類健康作出更大貢獻而努力。
† 廿一東風

首屆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
ICMCM 2002

ICMCM 開幕禮 嘉賓剪綵

ICMCM 開幕禮 主禮嘉賓鳴鼓

主禮及主題演講嘉賓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沈志祥司長

ICMCM 展覽館

ICMCM 會議

MCMIA 宴請 ICMCM 嘉賓聯歡晚會

贈徐國鈞院士
月圓花好有感
庚午歲六月與倫君熾標往瀋陽藥學院南京中國藥科大學作中藥學術交流立秋後三日之夜月華正茂
蒙

徐國鈞教授毛鳳斐教授相邀家宴席間王強博士詢從事中藥科研始末時年四十又八自感光陰虛度

書此以誌

國鈞教授厚意亦知所策勵也

     四不見，五來空 (1) 。十六載 (2) 藥研志未窮。奉天尋故宮，寧地覓朝宗。山河繡麗藥華豐。
     聖傑五千

(3)

，時珍與思邈，神農共雷公。廿一東風 (4)。中華鈞國，五洲炎黃，

     齊自強，樹標鋒。
楊顯榮於石頭城金陵飯店
註 (1) 四十飛逝五十直撲深感時光迫切
(2) 余與中文大學同仁始創中藥研究中心於一九七四年
(3) 五千年來中醫藥聖傑輩出
(4) 廿一世紀為東方文化中醫藥振興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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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

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

ICMCM 2003

ICMCM 2004

ICMCM 開幕禮主禮嘉賓剪綵

開幕禮現場

ICMCM 開幕禮主禮嘉賓剪綵

主禮嘉賓
衛生署署長林秉恩醫生致辭

主禮及主題演講嘉賓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副局長任德權教授致辭

主禮及主題演講嘉賓
衛生署副署長梁挺雄醫生致辭

ICMCM 展覽館

ICMCM 國內參展團

ICMCM 展覽館

ICMCM 會議

ICMCM 展商洽談

ICMCM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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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

ICMCM 2005

ICMCM 2006

ICMCM 開幕禮

主禮及主講嘉賓
國家衛生部副部長佘靖女士致辭

ICMCM 開幕禮主禮嘉戴剪綵

主禮嘉賓
國家科技部社會發展司副司長孫紅博士致辭

主禮嘉賓
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常任秘書長尤曾家麗太平紳士致辭

國內展館 ( 黑龍江 )

嘉賓參觀中藥面面觀展覽

國內展館 ( 上海 )

ICMCM 展覽館

中藥面面觀展位

國內展館 ( 吉林 )

主題演講
中國中醫科學院 李連達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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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

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

ICMCM 2007

ICMCM 2008

ICMCM 開幕禮主禮嘉賓剪綵

主禮嘉賓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主席范佐浩先生致辭

ICMCM 開幕禮主禮嘉賓剪綵

國內展館 ( 重慶 )

主禮及主題演講嘉賓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楊威副司長

國內展館 ( 廣州 )

主題演講
中國科學院院士陳新滋教授

主題演講
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 Dr. David EISENBERG

2007 ICMCM 日本買家團

主題演講
美國藥典 Mr. John T FOWLER

ICMCM 總裁論壇

ICMCM 總裁論壇及商務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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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

MCMIA 對外合作

ICMCM 2009

ICMCM 開幕禮主禮嘉賓剪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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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

主禮嘉賓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副局長李大寧教授

ICMCM 大型展館

MCMIA 會員「培力集團」
獲「美國藥典」頒發中藥成份 DSVP 證書

MCMIA 宴請 ICMCM 嘉賓講者晚宴

2003.08.15 MCMIA 與中藥現代化科技產業
( 四川 ) 基地協調領導小組辦公室
簽署合作備忘錄

2004.11.06 MCMIA 與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
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簽署三方合作備忘錄

2004.11.16 MCMIA 與海南省醫藥行業協會
簽署合作意向書

2004.11.17 MCMIA 與長春市藥品監督
管理局 簽署合作意向書

2005.06.23 MCMIA 與澳門科技大學
中醫藥學院 簽署合作備忘錄

2005.06.23 MCMIA 與澳門科技大學基金會
屬下澳門生物科技研究所 簽署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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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MIA 對外合作

2006.11.04 MCMIA 與美國藥典 簽署合作協議書，
推出「美國藥典」中藥實證計劃

2005.08.10 MCMIA 與渥太華生命科學協會
簽署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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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MIA 對外活動

2001.03.24 MCMIA 舉辦
「港冀中醫藥商務研討交流會」

2003.11.18 黃伯偉博士代表 MCMIA 出席
「四川 - 香港中醫藥項目合作洽談會」及發表演講

2004.04.23 MCMIA 代表出席
「川港中醫藥項目合作洽談會」

2004.04.23 MCMIA 成都中藥考察訪問團

2004.05.19 MCMIA 代表與安徽代表團會面

2005.05.12 MCMIA 深圳中藥考察團

2005.08.11 MCMIA 與瀋陽輝山農業高
新技術開發區管委會 簽署合作意向書

2005.09.25 MCMIA 與
成都中醫藥現代化協會簽署合作協議書

2005.10.23 MCMIA 與韓國韓醫協會
簽署合作備忘錄

2005.11.12 MCMIA 與香港大公報
中華醫藥版簽署合作協議

2007.08.15 MCMIA 與加拿大保健食品協會
簽署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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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MIA 對外活動

2005.09.24-27 MCMIA 代表團赴成都參加
「第二屆中醫藥國際科技大會」及
「2005 中醫藥國際科技博覽會」

2005.09.24 MCMIA 成都考察團與
成都市委副書記劉宏建會面

2006.11.24 MCMIA 代表與成都中醫藥現代化協會
副會長陽明福先生會面

2007.05.12 楊國晉副會長代表 MCMIA 出席在
廣州舉行的「炎帝神農中醫藥發展論壇」

2005.10.09-12 MCMIA 楊國晉理事長成為
「炎帝神陵中藥發展論壇」發起人

2005.11.28 MCMIA 與 OLSC 在渥太華
合辦 BioNorth 2005 早餐會，
黃伯偉博士代表 MCMIA 出席及發表演講

2007.05.23-26 MCMIA 代表出席成都舉行的
「川港中醫藥合作洽談會」

2007.06.22 黃伯偉博士代表 MCMIA 應邀出席美國
藥典 (USP) 在美國舉行的
「Dietary Supplements Stakeholder Forum」

2006.10.24 MCMIA 代表出席在澳門舉行的
「2006 中醫藥產業區域發展交流研討會」

2006.05.17 MCMIA 代表與安徽省亳州市在
香港共辦「中醫藥產業創新與現代化國際」論壇

2007.06.22 黃伯偉博士到訪美國哈佛大學與
Dr. David EISENBERG 會面

2007.09.08 MCMIA 代表赴上海參觀
「美國藥典」分公司開業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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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MIA 活動

2008.04.25 MCMIA 現代中藥健康產品
生產基地考察團

2008.11.11 楊國晉會長代表 MCMIA 應邀出席
「中醫藥服務貿易論壇」及發表演講

2000.07.14 MCMIA 創會研討會
「如何推動香港中醫藥的現代化？」

2001.12.15 MCMIA 舉辦
「DSHEA 之道」午餐演講會

2008.12.10 黃伯偉博士及劉永銓博士代表 MCMIA
向國家科技部萬鋼部長介紹
MCMIA「建設香港成為國際中醫藥中心建議書」

2009.01.10-13 MCMIA 董事會赴南寧考察

2001.12.16 MCMIA 舉行「香港市民對中藥態度」
調查報告記者招待會

2003.03.22 MCMIA 舉行午餐演講會，邀請
「美國藥典」 Dr. James BOYLAN 擔任演講嘉賓

2009.05.18 MCMIA 應邀出席 2009 黑龍江
香港生物醫藥產業合作懇談會

2010.07.13 楊國晉會長代表 MCMIA 出席
「第四屆中國 ( 香港 ) 國際服務貿易洽談會」及
發表演講

2003.07.26 MCMIA 舉辦
「CEPA 帶給香港中醫藥界甚麼契機？」研討會

2003.09 - 2003.11 MCMIA 舉辦
「中醫藥企業行政人員講座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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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20 MCMIA 聯同香港三間化驗所及大學
召開「中成藥穩定性測試座談會」

2004.02.10 黃伯偉博士代表 MCMIA 參與
「保健食品教育及發展關注組」成立記者招待會

2004.04.03 MCMIA 參與舉辦
「香港保健食品前瞻 - 發展與規管」論壇

2005.09.15 MCMA 舉辦
「中醫藥現代化系列 - 優質產品的化驗技街研討會」

2004.08.06 MCMIA 舉行
「香港中藥業總裁」論壇

2005.05.21-22 MCMIA 於澳門召開董事會會議

2007.02.09 MCMIA 開會商討草擬
「建設香港成為國際中醫藥中心建議書」

2007.03.12 MCMIA 舉辦《美國對保健品進口、標
籤、廣告與聲稱等監管之最新法規》研討會，
邀請美國南加州大學 Dr. Roger Clemens
擔任演請嘉賓

2005.05.31 會董及理事慶祝 MCMIA 成立五週年

2005.06.07 MCMIA 與 HKTDC 合辦「最新國內中
藥、保健品註冊法規及藥典介紹」研討會，邀請
六位 SFDA 官員主講

2007.08.11 MCMIA 參與「香港中醫中藥界慶祝
香港回歸十週年暨慶祝國慶五十八週年聯歡晚會」

2007.08.18 MCMIA 會員「培力集團」與
「美國藥典」簽約成為首家申請接受 DSVP
實證的中藥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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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24 MCMIA 參與支援
「中醫中藥中國行香港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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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MIA 週年會員年會

2008.11.22 MCMIA 舉辦
「發展中醫藥為香港經濟新支柱」研討會及
推出「建設香港成為國際中醫藥中心建議書」

創會︰第一次董事會 2000.05.31

2009.06.05 MCMIA 與香港科技園合辦「香港中醫
藥科研 - 現況與發展前瞻論壇」出席者眾多

2009.06.05 MCMIA 與香港科技園合辦「香港中醫
藥科研 - 現況與發展前瞻論壇」眾嘉賓講者合照

2001 會員年會

2002 會員年會

2009.08.29 MCMIA 參與
「香港中醫中藥界慶祝國慶六十週年聯歡晚會」

2010.05.31 會董慶祝 MCMIA 成立十週年

2003 會員年會

2004 會員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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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MIA 週年會員年會

2005 會員年會

港澳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由 MCMIA 發起及贊助

2006 會員年會

2005 首屆港澳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2007 會員年會

2008 會員年會

2009 會員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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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港澳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2007 港澳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2008 港澳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2009 港澳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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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MIA 榮譽會長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十週年
照片比賽
金獎
銀獎

得獎者︰余嘉莉
照片內容介紹︰籌委會委員難得在中場休息時輕鬆一下

2004.08.13「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任德權副局長
膺任 MCMIA「榮譽會長」

2009.08.13「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李大寧副局長
膺任 MCMIA「榮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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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獎

得獎者︰ Brenda Hong
照片內容介紹︰ 2009 Hong Kong-Macau Postgraduate Symposium on
Chinese Medicine provides a chance of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the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Macau and China. Students
are discussing with professor.

得獎者︰崔長明
照片內容介紹︰ 2007.08.16 MCMIA 舉辦 ICMCM 歡迎晚宴，
MCMIA 代表與嘉賓合照留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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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溫熙

提起中醫，很多人會想起這樣的情境 : 在藥材鋪的角落，一個老伯幫人把脈，寫一張『鬼畫符』藥方，
病人執一堆藥材，睇火，煲好後，飲下一碗既黑又苦的藥……
但是，現今的中醫，已經今非昔比。作為求診者，我們不但有舒適的電腦化診所，規範的診症流程，
還有國際認可的現代化中藥，新一代的中醫服務將會是大勢所趨。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十週年
徵文比賽
題目︰第一屆港澳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的回想

銀獎

題目︰新一代中醫發展之我見

金獎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十週年
徵文比賽

作者︰余嘉莉

香港的中醫藥研究在近十多年發展急速，學術機構內的參與研究中醫藥的人數亦不斷上升，然而讓研
究生交流研究心得和成果的平台並不多。有鑑於此，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MCMIA) 於 2005 開始資
助舉辦「港澳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研討會每年都在 ICMCM 展覽會期間舉行，好讓與會的人士和研
究生有交流的機會，增加研究生對中醫藥業界的認識和擴闊視野。對於作為第一屆港澳研究生中醫藥

香港的中醫藥，正處於一個蓄勢待發的大時代。二零零五年施政報告第六十七段指出政府會透過有
效管理，確保中醫中藥持續發展。二零零七年中國全國中醫藥工作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強
調要堅定不移地發展中醫藥事業。這些國家和政府對中醫藥方針不正加強中醫藥發展的信心嗎 ?

研討會 (2005) 籌備委員會主席的我來說，這次研討會更是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我們一群來自六所
大學 ( 中文大學、城市大學、科技大學、香港大學、浸會大學及理工大學 ) 的研究生在五個月的籌備
工作中，從素未謀面到合作無間，順利舉辦了第一屆港澳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是次研討會於 2005

其實，中醫一直陪伴香港人成長。君不見周圍的中醫診所愈來愈多，我們愈來愈容易在傳播媒體中
接觸中醫藥，而中醫的持續進修課程也愈來愈多。到處都可見中醫藥這股熱潮，我們怎能不重新認
識它呢 ?

年 8 月 12 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311-312 號會議室內舉行。除了邀請本港各間大學研究生參與，亦
邀請了澳門兩間大學的十多位研究生前來參加，建立了港澳地區研究生學術交流平台。由於是第一
屆，所有籌備工作也是由零開始，從宣傳工作、預訂場地 ( 佈置、影音設備及展板 )、徵研究報告、

中醫藥在香港一直得到不少市民採用，一些病症如風濕骨痛，貧血氣虛等都是中醫的強項。有些外
國運動員依靠中醫的針灸等療法來治療傷患。很多癌症病人亦採用中西醫混合療法，成效顯著。還
記得二零零三年的沙士，政府邀請內地中醫院的專家來港協助共抗非典，有些病人接受中醫治療後
得到良好效果嗎 ? 這反映了中醫既能獨立，亦能配合西醫來協助病人康復。那麼，新一代的中醫生
該如何裝備自己來迎接中醫新世代呢 ?
中醫學生首先要明白醫業的本質。《醫學源流論》指出 :「醫，小道也、精義也、重任也、賤工也。」。
「小道」是指病人那麼多，醫生能拯救的只是微不足道 ;「精義」是指醫學知識深奧精深 ;「重任」
是指醫生的責任是那麼重要 ;「賤工」表示當醫生要有一顆謙卑的心，要不斷增值。如果中醫生連醫
的本質也不知道，就不用說當一位好的醫生。
唐代醫學家孫思邈在《大醫精誠》中曰：「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
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蚩，怨親善友，華夷愚智，
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如此可為蒼生大醫」。這論述了醫德的兩個條件：第一是精，亦即要醫
生要有精湛的醫術，因醫道是「至精至微之事」，只有敬業樂業，誠心以中醫業為榮的中醫才會「博
極醫源，精勤不倦」，最終幫助更多的病人。第二是誠，即中醫要有高尚的品德修養，以感同身受
的心，發「大慈惻隱之心」，要有「普救含靈之苦」的決心，造到「見彼苦惱，若己有之」。只有
真誠待人，誠心與病人溝通，才能成為受人尊敬的醫生。

邀請評審教授、研討會特刊設計及編輯、以至為參加者註冊及登記、物流運輸等也是由我們委員親身
參與，務求每項細節都能做好。在籌備過程中曾遇到不同類型的問題，幸而有顧問教授們在旁提點。
與此同時，研討會得到 MCMIA 會員公司的鼎力贊助，使每個項目的籌劃也得以順利進行。
轉眼間，今年港澳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已是第六屆，近日為準備參加 MCMIA 十週年會慶的“珍貴時刻”
相片募集活動，翻看儲存在光碟內「第一屆港澳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的相片，一些讓我會心微笑
的片段隨即活現眼前。有幸參與這次研討會的籌備工作，除了認識一班同為中醫藥研究努力的同學
之外，更重要的是獲得籌辦大型學術活動的經驗；同時藉此對本港中醫藥團體加深了解，使我體會
到中醫藥研究的思路不單局限於實驗室內，而是宏觀一點向中醫藥現代化的目標邁進。這次寶貴的
經驗對我往後的研究工作有著莫大的裨益。藉著這個機會，我要向香港中文大學中醫中藥研究所及
中醫學院的各位教授致謝，感謝他們對我的教導、支持和鼓勵。同時亦要感謝 MCMIA 的董事、會長
以及第一屆港澳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籌備委員會顧問教授們，沒有他們的支持和寶貴的意見，研討
會不可能順利舉行。盼望在 MCMIA 和各學術機構的鼎力支持下，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的規模逐漸擴
大，能夠參與及獲益的同學越來越多。

孫思邈的《千金要方》曰：「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於此，故以為名也。」救人一命，
所積之德貴過千金。所以為人醫者必須憑良心為病人服務，救急扶危。新一代的中醫該有「繼承而
不泥古，發揚而不離宗」的使命感，致力提升人文精神及改善溝通技巧，才能成為醫術精湛，能與
病患真誠溝通和有悲天憫人之心的仁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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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弘揚養生文化，共創健康人生

優異獎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十週年
徵文比賽
作者︰麥興橋、馬忠華

中華養生是我國國粹，在維護人民群眾健康、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中，養生文化的普及工作更是關係人民健康的大事，可算是全社會普遍關心的熱點問題。在政府
和行業協會的指導和支持下，社會各界都積極投身養生文化的普及中。
依循“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理念，李錦記健康產品集團成立十八年來，以弘揚中華優秀養生文化，
創造平衡、富足、和諧的健康人生為使命，將現代化高科技運用于中草藥開發，以中華中醫藥學會
為專業指導開展“養生文化進萬家”活動，結合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英文簡稱 MCMIA）宣導的“產
學研”模式，為弘揚養生文化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受到了政府和群眾的認可和讚譽。
下面側重分享“養生文化進萬家”活動以及我們在“產學研”方面的嘗試，希望能給有志于弘揚養
生文化的人士以啟發。
“養生文化進萬家”——中醫藥科普新模式
我們力求搭建一個中醫藥知識生活化的橋樑，將學術、理論的中醫藥與老百姓的生活結合起來，更
加生活化、實用，讓更多的人瞭解生活中的養生文化，宣導健康的生活方式。
要做好養生文化的普及，幾個方面的協同增效非常重要，包括專業權威的合作夥伴，一套能持續深
入發展的模式系統、適合社會需求的獨特健康理念、一個推廣養生文化的平臺等。經過十多年在養
生文化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在科普方面累積了一定的經驗，並通過大量的行動實踐取得了很好的成
果。
具體行動有：
1) 2004 年，無限極（中國）有限公司（李錦記健康產品集團成員）和中華中醫藥學會聯合發起了“無
限極中華中醫藥發展基金”。同年選出“無限極中國中醫藥十大傑出青年”；
2) 2005 年，全國第一個中草藥養生文化體驗中心在生產基地開幕；
3) 2006 年，和中華中醫藥學會在全國建立了 25 個中草藥健康顧問培訓基地，培育健康顧問，並逐
步在全國範圍內建設科普網點；
4) 2007 年 3 月，經與中華中醫藥學會反復研討和論證，正式推出“養生文化進萬家”中醫藥科普模
式。
5) 2007 年 11 月，與中華中醫藥學會合作召開“養生文化高峰論壇”，近 300 位中醫藥界專業人士
參與研討。集團正式發佈健康理念。衛生部副部長、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局長王國強出席會議並充分
肯定了“養生文化進萬家”是中醫藥知識“進家庭”非常好的方式；
6) 2009 年 3 月，無限極中草藥園在生產基地落成。其根據陰陽五行理念設計，種植有近百種代表性
中草藥，是國內目前相當齊全的中草藥展示園，對於普及中草藥知識具有重要意義。
7) 2009 年 8 月，與中華中醫藥學會聯合召開了中華中醫藥學會（無限極）養生文化推廣專員研討會，
深化培訓養生文化人才；
8) 2010 年 4 月，全球首家網上“中華養生館”（www.i-ysg.com）正式上線。網站圍繞“養生固本
健康人生”，向大眾傳遞中華養生智慧。透過豐富的資訊資訊，為流覽者呈現立體化的養生知識，
幫助大眾提高健康的意識和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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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一系列的活動都已受到行業的關注和社會的認可。其中，我們推出的健康理念“養生固本 健康
人生”是用 15 年時間摸索、歸納出來的。健康源於養生，養生的核心在於固本，就是強調預防，注
重平時對身體的保護和調養。健康人生則注重平衡、富足與和諧，宣導積極的生活態度與方式，承
擔社會責任、幫助他人、造福社會，符合建設“和諧社會”的方向，傳統養生文化因此得以豐富與
發展。
“養生文化進萬家”模式自 2007 年推出以來，至今已在全國組織了超過一千多場的各類養生活動，
包括定期舉辦的四季養生講座、各種養生知識的講座和科普知識展等活動，吸引全國上百萬人參與。
現在，該模式已形成了以企業使命為方向、以健康理念為指引、以中草藥健康產品為載體、以遍佈
全國的服務網點為平臺、以中華中醫藥學會為戰略合作夥伴，全方位立體的進行中醫藥科普的獨特
模式。
產學研合作 啟發科研新模式
要實現中醫藥現代化 , 就要解決產業現代化的問題 , 必須應用現代科學技術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
的新產品，實現科研和企業的結合，提高科研成果產業化的能力 , 形成良性迴圈。
其中，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在促進行業產學研合作方面的典範作用給了我們很大啟發。由 MCMIA
創辦的“港澳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有來自香港六所大學（港大、中大、浸大、科大、理大和城大）、
澳門兩間大學（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及新加坡理工大學的研究生參與，已成為學術年輕才俊
的交流平臺及業界物色優秀人才的最佳場所。MCMIA 組織的一年一度的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
展覽會暨會議（簡稱 ICMCM） 、各類論壇、交流會從科學和商業視角，促進了企業與社會、企業與
院校的瞭解，使得兩者緊密結合，推動行業發展。
以“產學研”模式為基礎，我們積極和向 MCMIA 交流，在注重自主研發、培養強大的自主研發團隊外，
依託國內研發頂級科研機構和專業院校資源，打造了科研平臺，並組建了跨領域的專業科研顧問團
隊——“科學顧問委員會”，致力於開展中草藥健康產品的技術創新和學術交流，為產品研發提供
全面指導。同時，集團積極配合各大中醫藥專業院校，組織多批在校學生到研發中心實習，推動專
業人才的培養。
集團打造的三個科研平臺分別是：
1. 香港傳統中藥研究中心：與香港科技大學共同成立，經現代科學提煉、化學成分分析、生物測試、
試劑改良及安全性實驗等一系列步驟，成功將中國古代名方“生脈散”中的有效成分“五味子乙素”
應用於產品中，發展為國內率先應用五味子活性成分的抗自由基護膚品系列。
2. 無限極中草藥免疫研究中心：與中醫藥領域著名學府——廣州中醫藥大學成立國內健康產業中首
家免疫研究中心，立志將其打造成為國內具有創新能力的中草藥免疫研究機構，為企業的研發提供
堅實的科技支援力量。
3. 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無限極中草藥多糖聯合實驗室（簡稱多糖聯合實驗室）：通過闡明中
藥的物質基礎及其活性機制、建立中草藥多糖組分庫等多種途徑推動中醫藥研究的發展。
為了更好的宣導調養與運動並重的健康生活模式，我們支持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將“世界行走日”
活動首次大規模引入中國。在未來，我們希望將幫助這項活動在中國廣泛開展，使之成為中國最具
影響力的全民健身活動之一。透過推廣這項大型社會公益活動，讓大眾養成每天行走的習慣，獲得
健康人生。
當前，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人們的健康意識與日俱增，透過中醫藥進行養生保健的需求也日趨強
烈。弘揚養生文化，使之成為廣大群眾“治未病、保健康”的重要手段，是實現健康人生的必然途徑。
在中醫藥產業和科研不斷發展的今天，“養生文化進萬家”和“產學研”合作模式作為一個有效的
中醫藥普及方式已經取得了階段性成果。這些成果只是為行業努力而成就的一個縮影。透過這個縮
影，我們期待有更多人士的參與，並吸引更多企業一起推動養生文化的普及，共同為創造平衡、富足、
和諧的健康人生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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