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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先啟後 團結力量 共創高峰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會長 周薇薇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由 2000 年創辦至今已經有十五個年頭。作為一個協會組織而言，十五

年不算得上一個很長的時間，在歷史的長河裡，十五年更只不過是短暫的一瞬間，但在這十五

年間協會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一步一步成長，在中醫藥業界發展發揮著一定的影響力，所取

得成果絕對是豐盛的，成功的。回首這十五年的發展歷程，協會的成功實在有賴黃伯偉創會會

長、陳宇齡會長、楊國晉會長、黃譚智媛理事長、黃偉亮先生、歷屆董事、理事及會員無私的

付出、努力及支持。於 2012 年本人承蒙各董事、理事及會員支持下成為了本會會長，本人實在

感到非常榮幸能夠肩負此重任。

中國醫學作為世界上第三個古老的醫學，其歷史發展僅在於埃及和巴比倫醫學之後。中醫藥

源遠流長，至今仍被廣泛應用，其中蘊含著的智慧及經驗是無限的。但幾千年來，因中國歷史

都是孤立地發展，很少和其他文明交流，形成中醫藥較少機會向外傳播，直到現在，科技將以

往的情況改變了，中華文化得以廣泛流傳，中醫藥亦正在歐洲及西方國家悄然興起。我們作為

中華兒女及中醫藥業界一分子實在應把握歷史機遇，把中醫藥現代化、國際化，使其更能融入

現代多變的社會，使各階層及世界不同人士更為接受，把此國粹發揚光大推向世界。

推動中醫藥現代化和國際化就正正與本會一直秉持的信念一脈相承，本會致力建立一個可持

續發展平台使本會會員、各中醫藥業持分者參與其中，使大家可以在此平台各取所需，並為中

醫藥進步出一分力。

由 2002 年起，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與貿易發展局每年定期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合辦「國

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到今年已經是第十四屆。承蒙各界人士支持，過

去十三屆大會吸引到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員、專家學者、科研單位、中醫藥企業、各中醫藥商會

以及公眾人士參加，進一步推動中醫藥業的發展和交流。除了一年一度的展覽會暨會議，協會

過去亦不定期舉辦論壇、研討會、茶聚、訪問考察等活動，同時透過協會簡訊 (MCMIA Express)

發佈協會及中醫藥界最新的資訊給我們會員，我們期望可以通過不同途徑把協會與會員及會員

與會員的距離拉近，並為會員在中醫藥方面帶來更全面、更新及更多的想法及商機，以促進中

醫藥現代化及國際化更快得到實現。

除了現代化及國際化，協會亦十分重視本地中醫藥業的發展。過去十五年本地中醫藥業界

起了不少的變化亦經歷了一些起跌，其中包括中醫藥條例的實施、生產質量管理規範 ( 簡稱

GMP)、本港三所大學分別成立中醫藥學院、自由行衍生的商機及去年施政報告中提出興建的中

醫院，這等種種對我們業界來說是一些機遇，但同時帶來不少挑戰及困難。適逢由陳恆鑌議員

為主席的「立法會中醫藥發展事宜小組委員會」於 2014 年底成立，協會會繼續為業界與政府及

立法會溝通給予意見，並爭取營造一個更有利中醫藥發展的環境，同時亦會與其他商會或機構

合作，團結力量，使我們可以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為業界爭取更大權益。

在我們面前將有更多個十五年，縱然協會在過去十五年踏出了成功的一步，取得一定的成果，

可是我們中醫藥業界面前仍然有著很多不同的困難和挑戰，但只要團結力量，我們定能夠走得

更遠，開闢出更廣闊的空間，發揮出更大的影響力，與中醫藥業界一起共創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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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MCMIA）成立已有十五年，其建會宗旨是要通過中醫藥的現代化、

企業和醫務人員水平的提昇及中醫藥知識的普及等計劃來促使中醫藥的國際化。

學習國際化的模式

在國際化方面，環顧世界性中醫藥組織，「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世中聯)可供借鑒。「世

中聯」在 65 個國家和地區，已有 239 個團體會員，該會下設 74 個專業委員會，其中有 6 個與

中藥相關的專業委員會：分別為中藥專業委員會、中藥分析專業委員會、中藥藥理專業委員會、

中藥化學專業委員會、臨床療效評價專業委員會、中藥新型給藥系統專業委員會等。

「世中聯」自 2003 年起，每年均會在世界各國召開一次世界中醫藥大會。每屆參與會議的

中醫藥代表，約有 1000，均來自世界各地，30-50 個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配合國家「走出去」

的戰略，「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通過教學、考試和醫療等各方面在世界範圍內獲得了越來

越多的關注。

另 一 中 藥 組 織，「 中 藥 全 球 化 聯 盟 」（Consortium for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CGCM）於 2003 年由香港大學創立，至今已在 16 個國家和地區，有超過 120 個機構

會員和10個業內會員，下設多個小組（教育、產業和學術界跨地區合作、天然產品、草藥資源、

臨床研究、針灸、生物信息學和機制研究等），每年的會議在大中華地區和世界其他地區（如

歐洲和北美等地）輪流舉行。2014 年在北京的會議，與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進行合作舉

辦。

「後基因組時代的中醫藥研究的良好實踐」（GP-TCM in Post-genomic Era）是歐盟第七

框架計劃有史以來第一個針對中醫藥研究的項目，目的是協調各方面力量，制定未來歐盟與中

國在中醫藥研究方面的合作規劃。該項目於 2012 年 10 月份結題，爲維持課題組之間的聯繫和

關係，推動及開展全球更廣泛的中醫藥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成立了中醫藥規範研究學會（Good 

Practic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 Association, GP-TCM RA），每年輪

流在歐洲和大中華地區舉辦學術會議。

GP-TCM RA於2013年在奧地利舉辦的會議就與CGCM共同合辦。而2014年在南京舉行的會議，

選擇了與「世中聯」下的中藥分析專業委員會進行合辦。今年 7 月在比利時舉辦的「2015 中醫

藥規範研究學會會議」的合辦組織就包括了「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下設的中藥化學專業委

員會和中藥分析專業委員會。

2014年，MCMIA與「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對台港澳交流中心」及「安國市人民政府」簽訂了《戰

略合作框架協議》。而「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ICMCM）已舉辦了十四屆，

這個平台獨特之處在於大型產品展覽與國際性會議同時進行，有醫藥業市場、質控和科研發展

的議題，並有國際研討會、研究生論壇及面向普通市民的科普講座。由於此會議與香港貿易發

展局（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TDC）合作，所以一直扎根在香港。參照以上三大世界中

借鑒國際 展望未來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理事長 黃譚智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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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組織的工作，MCMIA 應積極考慮與適當的組織合作；在境外舉辦不同的活動；並設立專業工

作小組，從而增加不同專業的會員，豐富 ICMCM 會議內容，以配合參與人士之需要及增強多界

別的交流。

現代化質控也是國際化

在現代化方面，國際認可是「官產學研」的共同目標。MCMIA 最早在 2006 年引進了《美國藥

典》（USP）的「保健品實證計劃」（DSVP program），為外銷中藥提供國際認證服務。港資大

陸藥廠所生產的中成藥—「『安固生』藥用靈芝」更已於2009年獲得《美國藥典》認證，成為《美

國藥典》（USP）全球首個中藥認證。

歐盟藥典委員會已於 2005 年起建立了傳統中醫藥草藥品質「專題論述」（Monographs），

至今已有超過 50 種中草藥物專題論述，並且已在歐盟內所有成員國家依法實施。而這些專論是

根據《中國藥典（2010 年版）》為藍圖，但是兩者法律上的要求有別，在歐盟，專題論述必須

在定義篇（Definition）表明歐盟檢測（Assay）的分析標記物（Analytical markers）是什麽。

而問題在於新的標記物沒有足夠的科研資料證明其與中草藥之療效有關。因此，用於質控時或

不能與療效掛鉤時，則需用「標準草藥提取物」（Standard extract）作依歸。

香港中成藥在註冊時要求安全性和臨床療效（Clinical efficacy）。但是如何選擇標記物

（Marker compound）來檢測臨床療效是一大難題。香港在制定相關標準時何不參看歐盟藥典委

員會的做法，如果這樣做的話，問題或可迎刃而解。

放眼未來

在全球一體化、國家「一帶一路」的背景下，香港絕對有實力成為中藥商貿的樞紐，跟世界

各地的同業溝通、互助互動。香港坐擁背靠中國內地的地利，又與世界各主要中醫藥發展基地

緊密聯絡，讓優秀人才和豐富的市場資源匯聚溝通，合作共贏，而 MCMIA 正為業界提供了如此

的一個重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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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MIA是在2000年創立的。此前一年香港政府宣佈放棄「國際中醫藥中心」(傳媒稱之為「中

藥港」)。當時中醫藥的投資氣氛從 99 年的熱火朝天降至冰點。雖然環境轉趨惡劣，MCMIA 十五

年來毫不退縮。原因是大家都看好三千年的傳統中醫藥能通過現代的科學手段加以提升和增值，

並予以國際化，屆時整個中醫藥領域必然會脫穎而出，成為世界級的醫療體系。MCMIA 以「現代

化中醫藥國際協會」來冠名，其意在此。基於這個信念，MCMIA 成立後翌年馬上籌辦「ICMCM 國

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旨在為香港建立一個中醫藥國際訊息、科學及貿

易平臺。屈指一算，ICMCM 已共辦十四屆了。

中藥現代化和國際化

世紀之交的香港經濟先後受到亞洲金融風暴、「沙士」及禽流感等的衝擊。不知是否因為這

個原因政府一直沒有制訂一套中醫藥全面發展和規管的政策。在缺乏指導思想下，先後出臺的

法例難免缺乏全面。今天香港中醫藥科學喪失了領先地位及中藥產業的萎縮相信與缺乏一套健

全的中醫藥政策不無關係。

中藥「國際化」本來是香港的優勢，但在缺乏政策配合和產業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MCMIA

和「貿易發展局」合辦的 ICMCM 一直在迎難而上。連參展商攜帶少量未註冊展品入場來都不獲

當局的諒解和批准，這使得香港成為國際中藥貿易平臺難上加難。在另一方面，當局亦罔顧本

港市場狹窄和回報微薄，貿然要求業界與國際看齊，早日過渡至 GMP 的最高 PIC/S 生產水準。

這種要求正是本港中藥「發展和規管」失衡的最佳寫照。

雖然香港中藥的「國際化」十九年來舉步維艱，但是亦有個別成功的例子。有 MCMIA 企業會

員成功協助國內知名企業將防治心腦血管疾病的中成藥顆粒在加拿大註冊為「天然健康產品―

傳統中藥」；以「藥」定位來「堂堂正正進入先進國家的主流市場」。從而繞過了需耗資數億

美元、報批期長及可能會喪失中藥本質的「植物藥」途徑。為中成藥「國際化」開拓了一條新

的道路。彰顯了內地和香港之間的優勢互補。

「中藥現代化」亦由於政府支持不力，除了小量較高端科研取得一些成果之外，其他如《香

港中藥材標準》項目由於誤定為西方生草藥標準而非炮製藥材的飲片標準，以致《港標》在本

港業界乏人問津。在中成藥註冊方面，當局按西方思路釐訂的要求使得一些業界及化驗所感到

力有所不逮。有專家擔心中成藥報批制度可能會產生誤判，使得優良產品有被迫下架之虞，與

保育和傳承中醫藥傳統文化的意願相悖。「賽馬會中藥研究院」在 2011 年遭當局取締，斷絕了

業界在科技方面求助之門，使中藥產業的窘境雪上加霜。

在另一方面，香港政府「檢測認證局」在 2009 年成立「中藥材委員會」來發展《中藥材檢

測認證計劃》。MCMIA 亦有代表參與其中。該《計劃》在今年出臺。如能善用香港崇高信譽的優

勢來加以推動，應該可為中藥「現代化」開拓一條全新的道路。目前已有企業正在以這個中藥

材「現代化」概念來嘗試開闢新的國際銷售管道。

十五年「路漫漫兮上下求索」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創會會長 黃伯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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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檢討中醫藥政策和倡導「大中華中藥一體化」

從上可見，使得香港中藥產業陷入窘境的最大原因是因為缺乏正確的政策。因此當局應該從

速召開一個由「官產學研」組成的委員會深入研究中醫藥產業遇到的困難及提出實際可行的方

案來協助有關政策局制訂新的「中醫藥發展和規管」政策，並按這些新政策來從新修訂現行的

法例。到了今天的地步，如當局仍不大刀闊斧來改革，香港的中藥產業勢必踏上被壟斷和萎縮

的道路。

除了體制改革外，當局亦應該為中藥產業開拓新市場。其中一個策略就是向兩岸四地遊說和

鼓吹「大中華中藥一體化」的概念。在 2011 年的 ICMCM 會議上有 MCMIA 成員向中央官員提出這

個概念並獲得正面的回覆。今年四月，MCMIA 在「中醫藥管理局」王國強局長會見本港中藥團體

代表時通過書面和口頭再提出這個議題並再次獲得局長積極回應及「台港澳交流中心」表示可

以探討其可行性。

四地中藥本屬同一源頭，卻因歷史原因而被「分管」。目前這些原因已逐漸成為「歷史陳跡」，

「分管」的理據亦與時俱減。因此四地應向前看，早日成立委員會來探討和推動「中藥規管協

調化 (harmonization)」，並最終實施「大中華中藥一體化」。

「一體化」如獲得落實，香港目前頭痛的 GMP 和註冊兩大瓶頸有望可以被衝破。一旦「一體

化」能在「廣東省自貿區」先行實施，香港中藥的市場便會馬上擴大十五倍。面對如此龐大的

市場，具實力和信譽的香港企業和產品何愁不能通過融資來進行生產改革和產品改良以迎合「大

中華」市場及香港政府的要求。這扇門一旦敞開，本港精明的企業家們必然會看準隨後「一帶

一路」的機遇，順風揚帆，為香港中藥界在全球各地開拓出一片片欣欣向榮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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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香港藥物互認制度

將香港發展成為一個中醫藥中心，除了現在政府正在推行的中醫服務外,在中藥方面的發展,

也同樣重要。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 , 需要環顧香港的優勢 , 香港有多所大專院校具備世界科研

水平 ,但在這優勢並沒有得到好好的發揮。 

多年前香港政府透過科學園做了一個研究報告 , 以歐洲生命科技最成功的 Medicon Valley 

地區和香港作比較 ,研究報告確定香港的科研水平達到歐洲 Medicon Valley 的一半 (以科研論

文總數和質量做評估 ), 但 Medicon Valley 擁有 395 間生命科技的公司 , 佔了丹麥和瑞典 GDP

總和的 20%! 而香港的生命科技公司寥寥可數 ,並未將科研成果轉化成為商機 ,主要的原因是因

為 Medicon Valley 有整個歐洲市場作為支撐 , 而香港只有一個 7 百萬人口的市場 , 沒有一個相

應的市場去支持科研的發展 。 

至於瑞士方面 ,人口與香港相約 ,其製藥行業佔瑞士 GDP 的 5.7%, 佔其出口的 30%!

要成功開發一隻新藥 , 就算是中藥 , 動輒需要數千萬元的投資 , 香港只有七百萬人口的市場

不足以支持巨大的開發費用 ,故此香港從來沒有一個成功的新藥開發案例。  

但中國有龐大的中藥市場 ,最新研究報告顯示 ,中國的中藥市場零售值去年達到 13,238 億人

民幣。而香港離內地只有咫尺之遠 ,也是中國的一部分 ,—實在沒有理由忽視這個如此重要的市

場 。

諷刺的是 , 香港政府其實已經擁有一套完善的新藥報批制度 , 其嚴謹程度達到國際水平。問

題在於在香港注冊的中藥 ( 或西藥 ), 在中國境內並不能使用 , 必須在中國境內重新注冊 , 故此

香港並未能吸引藥廠在香港投資 , 或進行新藥報批 , 浪費了香港擁有的龐大科研力量 , 也浪費

了香港在國內外以嚴謹為名的品牌。

希望政府能與國家方面溝通 , 在 CEPA 或其他的雙邊合作框架下 , 加入藥品互相認證的條款 , 

打開一個 13 億人口的市場 , 相信假如在香港報批的新藥能在中國銷售的話 , 將會為香港帶來多

一條新的出路 , 會有更多的藥廠來香港投資 , 也可以協助國家的中藥業走出國門 , 將中藥發揚

光大 (其實西藥也然 !) 。   

建議 :

1. 之前香港中藥業界對中國 - 香港藥品注冊互認表示關注 , 擔心會有成千上萬已經注冊的

中國藥品充斥香港市場 ,造成惡性競爭。 

2. 故此以上提出的注冊互認制度 , 建議只適用於新的藥品注冊申請 , 而不適用於中港兩地

“已經注冊”的藥品。

3. 中港兩地在新藥注冊方面的技術要求 , 其實與國際方面的要求 , 基本上是一致的。香港

在醫學方面的技術水平 , 在國際方面是受到推崇及公認是嚴謹的 , 唯獨香港並沒有一個

市場可以承接香港在醫藥方面的科研成果 , 這是非常可惜的。也浪費了香港成熟及卓越

發展香港成為國際中醫藥中心的一些思路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原會長 陳宇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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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研力量。

4. 中國大陸有着龐大的市場 , 假如香港的科研成果或產品能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話 , 對香

港的科研 ,知識產權及認證市場會有革命性的推進 ! 

5. 中國大陸雖然有着龐大的市場 , 但由於種種原因 , 其在醫藥科研及產品方面還未能在世

界上建立信心 , 香港在這方面正好能補其不足。內地其實可以透過香港在科研及學術上

所建立的國際信心 ,將其產品推向世界。

6. 一國兩制是在管理制度上的分別 ,但科學研究應該是無疆界的 ,建議政府能與國家溝通 , 

在 CEPA 或其他的雙邊合作框架下 , 加入新開發藥品互相認證的條款 , 打開一個 13 億人

口的市場 , 讓在香港報批的新藥能在中國銷售 , 將會為香港帶來一條新的出路。這樣一

來將會有更多的藥廠來香港投資,也可以協助國家將中藥推出國門,將中藥發揚光大(其

實西藥也然 !) 。 

香港中藥材標準

香港中藥材標準的制定有一定的成績 , 時至今日已經有 200 多隻中藥材制定有香港標準 ,   

而其他的數百隻藥材標準的制定也在進行中。 當下最大的難題 , 是香港藥材標準的應用。中國

藥典其實也有相應的中藥材標準 , 香港藥材標準也是在中國藥典的基礎上建立 , 但更加能滿足

及符合國際上對植物藥的要求 , 故亦可作為中國與西方國家在中藥材方面的橋樑。作為一個能

夠應用的標準 ,必須符合兩個個條件 : 

1) 在市場上能夠較容易找到符合標準的產品 ;

2) 市場覺得有足夠的誘因去使用這些符合標準的產品。

在香港業界一般反應是很難找到符合香港標準的藥材 , 這也是中國藥典往往不希望把標準

定得太高的主要原因 , 否則在應用方面會遇到相當大的問題。鑑於一國兩制的原因 , 而香港是

一個比較小的地方 , 在管理上相對容易 , 正如我們的食品安全管理方面 , 都比中國嚴謹得多。  

我認為在藥材管理方面 , 可以借鏡管理食品安全方面的模式 , 設立供港藥材基地 ( 正如我們建

立供港蔬菜場 , 供港豬場等 ), 及在邊境設立檢測中心 , 檢測輸港藥材 , 以確保藥材的質量及追

溯性 ,符合香港標準的要求。

為了鼓勵業界有足夠的誘因去使用香港標準藥材 , 建議政府在醫管局及公營中醫醫療機構 ,

要求使用符合港標的藥材 , 以起帶頭作用。也考慮發牌給予認可的中藥進口商 , 進口符合港標

的藥材。逐步由自願性使用港標藥材 , 變成硬性規定所有醫療機構必須使用合乎標準的藥材 ,

唯作為食品類藥材 ,可以不受限制。 

《中國藥典》每五年都會更新 , 相信在不久的將來 ,《中國藥典》會與香港標準大致一樣 ,

但假如香港在中藥材標準方面能作為先行者 , 既能夠為國家作試金石 , 也能夠為香港帶來極大

的商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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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年前，在一個香港中醫藥團往日本考察漢方藥的旅程中，一批具有共同理念要把中醫藥發

揚光大的科研界、中藥業界人士，立志成立組織，推動中醫藥現代化、專業化和國際化。2000 

年 5 月，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MCMIA）正式成立。

回歸十八年來，MCMIA 與香港共同成長。香港作為內地通向世界的一個重要橋樑，發揮了重

要作用，許多內地企業、品牌、服務，通過香港走向世界。在中醫藥發展和對外交流與合作中，

香港借助其在完善的金融、智慧財產權、品質控制、高素質的科學研究和檢測機構等自有傳統

優勢，以及行業協會的努力下，發揮自己特長，從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今天，MCMIA 為推進中醫藥現代化與國際化碩果累累，在推動行業發展和進步中影響廣大。

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ICMCM）是 MCMIA 成長壯大過程中的一條主線。

自 2002 年開始，為推動中醫藥文化現代化與國際化，MCMIA 借助香港的獨特地位，搭建了一

個面向全球，聯接兩岸三地與世界各國，聯通生產與貿易、學術與應用、學校與社會、廠家與

市場的橋樑，透過每年的定期舉辦，不僅成為香港貿發局固定的年度大型展會，更成為吸引了

來自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員、專家學者、行業企業和公眾人士年度交流的盛會。各種學術報告促

進行業交流；各式公開講座普及中醫藥文化；各種高峰論壇推動行業向前沿和縱深發展。在香

港貿發局的鼎力支持下，ICMCM 每年與美食展同期舉辦，既有專業的特色，也具現代化、生活化

和大眾化的色彩，讓普通民眾能夠廣泛接觸並受益于中醫藥文化。

ICMCM 是 MCMIA 成長過程中的一個特別的符號，標誌著它的成長軌跡；也是 MCMIA 彰顯價值

中的一個耀眼的里程碑，銘記了它的責任內涵。ICMCM 可以看作是 MCMIA 價值功能作用的背書，

是 MCMIA 構建中醫藥現代化與國際化生態圈中的一顆耀眼明星，是 MCMIA 聯接中醫藥現代化與

國際化的橋樑作用的寫照。

除此之外，MCMIA 還透過研討會、展覽會、會員聚會、培訓班、訪問考察等多類活動和管

道不斷履行著它的使命，將中醫藥領域最新的思想、理論、發現、成就和商機傳播至全球各地

會員和大眾。其中的不易、堅持、投入與奉獻，只有身在其中、身歷其境的人才會知道。作為

MCMIA 協會的創會會董之一，此時此刻，我最想表達的就是感謝！感謝每一位創會的同仁，感謝

每一位同道的朋友，感謝每一位支援我們的社會各界人士。

世界變得越來越不確定，人們對於中醫藥現代化與國際化的需求也越來越迫切。未來，社會

對於 MCMIA 的期許更大。

如何站在耕耘十五載的高地，努力再添更多精彩？

堅守使命，勿忘初衷，借力數碼技術，運用互聯互通，讓 MCMIA 的橋樑作用發揮更大威力，

使 MCMIA 的推動力量盡情釋放，為中醫藥現代化與國際化造福社稷，福澤天下。

祝 MCMIA 生日快樂！祝 MCMIA 再創輝煌！

耕耘十五載，再添新精彩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原會長 楊國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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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介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於2000年由中

醫藥業界、科研界及教育界之專業人士在香

港成立的非牟利機構。建會宗旨是要通過中

醫藥的現代化、企業人員水平的提高及中醫

藥知識的普及化等計劃來促使中醫藥的國際

化，並藉此推動香港成為一個『國際中醫藥

中心』。

為求達到上述目的，『協會』致力於在香

港營造中醫藥的「貿易」、「資訊」及「質

保」等三個國際平台。前兩項平台已在『協

會』和「香港貿易發展局」攜手通過每年舉

辦的《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

暨會議ICMCM》而逐步地打造出來。政府的

「香港檢測和認證局」在MCMIA 的支持下今

年正式推出《中藥材檢測和認證計劃》為香

港的中藥初步創立「質保」平台。

『協會』每年召開一次《ICMCM展覽會暨

會議》雲集全球專家共同探討中醫藥及健康

產品的發展趨勢、報告各地科研成果、介紹

各類新產品及通報各國監管規範狀況等。

ICMCM已開始起著凝聚全球力量共同弘揚中

醫藥的作用。

為了協助從業人員能與時並進，『協會』

於2003-04年舉辦《中醫藥企業行政人員講座

系列》，邀請了數十位中醫藥資深人士及專

家輪流授課。『協會』在2015年會推出《中

成藥品質及安全培訓班》以加強中醫藥從業

人員對這方面的檢測方法和技術的認知。

『協會』對普及中醫藥知識不遺餘力，除

了開創ICMCM展場內的《中醫保健公開論壇

》，直接向市民灌輸中醫藥知識外，還經常

舉辦各類的「研討會」、「座談會」、「論

壇」及「午餐演講會」等，以助參會人士瞭

解各方動態。

作為一個商會，『協會』一貫努力為會員

爭取正當的權益並代表會員道出心聲，同時

亦不懈地為會員拓展商機。除了不時組團考

察市場、舉辦商務交流會、接待各地代表團

及透過協會的網頁和會訊來促進商業資訊的

交流外，『協會』現正計劃組織研討小組從

學術及科學角度來檢討本港目前評審中成藥

的公平性和成效。同時，為了拓展本港的中

藥市場，我們呼籲業界和政府早日推動「大

中華中藥一體化」計劃。

Introduction
The Modernized Chinese Medicin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MCMIA) was established in 2000 as a 
non-profit trade organization by a group of Chinese 
medicine (CM) business professionals, scientists and 
academics. The goal of the association is to foster HK as 
an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CM through its modernization, 
popularization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professionalism of the CM industry.

In pursuit of the above goal, MCMIA strived to 
establish 3 platforms in Hong Kong for CM. They are a 
Trading Platform, an Informatics Platform and a Quality 
Assurance Platform. The former 2 platforms have 
already been successfully built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HK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by jointly-organizing 
ICM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Exhibi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Me     dicine & Health 
Products). The building of the Quality Assurance 
Platform has now been achieved by partnering with HK 
government’s Council of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through the launching of the TCM Herbal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Scheme in 2015.

Each year, MCMIA organizes ICMCM which 
assembles the world’s expert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CM, to report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s, to introduce new products and to update on the 
global regulatory changes. After 13 years, ICMCM has 
now evolved to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focal point for 
the modernization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M.

To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ism of the CM industry, 
MCMIA launched a “Lecture Series for the CM 
Industry Executives” in 2003-04 with dozens of senior 
CM executives and experts lecturing on a wide rage of 
topics in the various fields of CM. In 2015, MCMIA 
launches a short course on “pCm Safety and Quality 
Testing Methods and Technology”.

MCMIA is dedicated to the CM education for the 
professionals and consumers alike. Apart from 
sponsoring the “Public Health Forum on CM” during 
ICMCM, MCMIA routinely organizes seminars, 
roundtables, forums and luncheon-talks etc. to help the 
attendees keep abreast with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in 
CM.

As a trade association, MCMIA vigorously defends 
its members’ rights and speaks on their behalf.  MCMIA 
also tirelessly creat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or its 
members. Besides organizing trade and exhibition 
missions, sponsoring business exchange forums, 
receiving visiting delegations, and promoting the flow of 
business information through its website and gatherings, 
MCMIA organizes committees to re-evaluate the current 
pCM regulations from acade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to ensure fairness and effectuality. 
Meanwhile, to open up more markets for HK’s TCM 
industry, MCMIA appeals to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 
(GCR) authorities to implement the “GRC TCM 
Integration and Harmo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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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會會長 黃伯偉博士
Dr. Albert WONG, Founding President

(2000-2004)

榮譽會長  李大寧教授
Prof. LI Da Ning Honorable President
(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原副局長 )

Former Vice Commissioner of SATCM

榮譽會長及歷屆會長
Honorable Presidents & Former Presidents

原會長 陳宇齡先生
Mr. Abraham CHAN Yu Ling, Former President

(2004-2008)

原會長 楊國晉先生
Mr. Harry YEUNG Kwok Chun, Former President

(2008-2012)

榮譽會長 任德權教授
Prof. REN De Quan, Honorable Presid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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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ormer Vice Commissioner of SFDA, 

Former Vice Commissioner of SA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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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會董事兼義務司庫 楊國晉先生
Mr. Harry YEUNG Kwok Chun,

Founding Council Member & Honorary Treasurer

董事會成員
Council Members

會長 周薇薇女士
Ms. Vivien CHOU, President

(2012-2016)

副會長 胡恩權先生
Mr. Bertrand WU Yan Kuen, Vice President

副會長 林志秀博士
Dr. LIN Zhi Xiu, Vice President

董事兼義務秘書 黃文秀博士
Dr. WONG Man Sau

Council Member & Honorary Secr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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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會董事 劉永銓博士
Dr. Brad WC LAU

Founding Council Member

創會董事 徐宏喜博士
Dr. Kevin XU Hong-Xi

Founding Council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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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會董事 楊顯榮博士
Dr. YEUNG Hin Wing

Founding Council Member

創會董事 黃伯偉博士
Dr. Albert WONG, 

Founding Council Member

董事會成員
Council Members

創會董事 陳宇齡先生
Mr. Abraham CHAN Yu Ling,

Founding Council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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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
Council Members

董事 梁錦芳博士
Dr. LEUNG Kam Fong

Council Member

董事 黃譚智媛醫生
Dr. Vivian TAAM WONG 

Council Member

董事 黃偉亮先生
Mr. Whelan WONG Wai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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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ef Executive

理事 林志秀博士
Dr. LIN Zhi Xiu

Executive

理事會成員 (2014 - 2016)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理事 劉碧珊教授
Prof. Clara LAU Bik San

Executive

理事 莫錦華博士
Dr. Daniel MOK Kam Wah

Executive

理事 溫萬芬博士
Dr. Jennifer WAN Man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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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ecutive

理事 許斐醫師
Ms. HUI Fei

Executive

理事 孫亮女士
Ms. Denise SUEN 

Executive

理事 楊成安先生
Mr. Alan YEUNG Shing On

Executive

理事會成員 (2014 - 2016)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理事 吳澤森博士
Dr. Sidney NG Chak Sum

Executive

理事 譚天樂博士
Dr. Timothy TAM Tin Lok

Execu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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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 邱福榮先生
Mr. Edward YAU Fook Wing 

Executive

理事 馮振華先生
 Mr. Dennis FUNG Chun Wah

Executive

理事 古鎧綸醫師
Mr. Alan KOO Hoi Lun

Executive

理事會成員 (2014 - 2016)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理事 張艷波博士
Dr. ZHANG Yan Bo

Executive

理事 楊定華先生
Mr. Arthur YEUNG Ting Wah

Execu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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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Herbal Pharmacopoeia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warmest 

congratulations to MCMIA and its members on its 15th year anniversary. AHP was honored to be 

included in early MCMIA events regard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se events were always educational, inspirational, and enlighten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a wealth of knowledge to share with those of us in the West who share the passion 

for herbal medicine. Through the efforts of MCMIA, a tremendous amount of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has been shared bringing the treasures of Chinese medicine to the world’s population 

who is in desperate need of wha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to offer. We wish you another 

15 years of success in your endeavors and are happy to have been a part of it. 

With sincere regards.

 

Roy Upton, RH

President, American Herbal Pharmacopo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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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ould like to offer my congratulations to MCMIA on its
15th Anniversary. In its establishment, MCMIA took on a
very important task, that of dedicating itself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ts success
over the past 15 years has been evident. It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Health Products, a highly
successful annual event, has provided a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experts including business professionals,

researchers, academics and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to come together to
exchange ideas, build collaborations and facilitate common goals of
modernization and promotion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underpinned by an evidence-based approach, facilitates
its integration with the best of western medicine as Integrative Chinese
Medicine.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such systems of medicine we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is health, and a greater potential to address
illness and promote wellness in its many facets within our communities.
Congratulations to MCMIA and my very best wishes for its future endeavors.

Associate Professor Kylie O’Brien, PhD
Director of Integrative Chinese Medicine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Melbourne,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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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atulations on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dernized Chinese 

Medicin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MCMIA)!

 I’d like to express my respect to all those having and keeping the vision of your 

association for advancement and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value of TM as a medicine of treatment for the health of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And I’d like to offer my sincere hope you could keep contributing more to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through the various activities of your association 

such as the modernization, popularization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professionalism of 

the CM industry, as you have done well so far. And I heartily wish your association and 

your business flourishing forever. 

Dr. Kim Pil-Gun

President, 

The Association of Korea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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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蔡淑芬

香港大公報《中華醫藥》主編

 

祝賀「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MCMIA）成立 15 週年。 

在今年的紀念特刊內，將刊登選自大公報《中華醫藥》版與 MCMIA 合辦的專欄《中醫藥新

天地》的 30 篇文章。因此，由我這位「責任編輯」寫個簡單的序。

 《中醫藥新天地》在報章的版面中，算是個專業而長壽的欄目。從 2011 年 7 月至 2014

年 7 月，逢周五見報。作者來自香港乃至全國及海外的中、西醫藥業界學術界的專家學者、

社團領袖；文章內容主要涉及中醫藥發展的規管法則、市場訊息、學術科研、時事評論，以

至教育、養生等多元範疇。每周一篇從未間斷，堅持三年時間刊出超過200篇專業專題文章。

在編輯的角度看來，十分難能可貴。

開創《中醫藥新天地》專欄，是楊國晉先生的構思。小編當時問：目標為何？國晉先生答

曰：聯繫業界學術界有識之士，集思廣益，共建中醫藥發展訊息交流和發聲平台。有此共識，

一拍即合。

特別感謝周薇薇會長的大力支持；黃伯偉博士、胡恩權副會長身體力行，努力筆耕；林志

秀教授和黃譚智媛理事長給予寶貴意見 ; 還有 MCMIA 專家組成的編審小組協調其中。

1999 年，《中華醫藥》於大公報創版；2000 年「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宣佈成立。皆

當香港中醫藥事業崛起，應運而生。

我們結緣於那一個美好的年代──業界學術界充滿信心、 朝氣蓬勃，準備為中醫藥發展

幹一番事業。

15 年，於一段婚姻來說，屬「水晶婚」年。意思是說，兩個人相處了 15 年，相互之間很

了解，彼此的心向對方敞開，肝膽相照，像水晶一樣晶瑩透明。

中醫藥的發展，於社會、民生猶如婚姻、承諾關係，建基於任信，需要互相了解，才能共

融相生。

在媒體的角度看來，民眾對中醫藥的認知和接受程度，影響着中醫中藥事業的開拓和發

展。因此，推廣中醫藥文化的工作至關重要，也十分必要。

期望 MCMIA 在推動中醫、中藥現代化與國際化，造福人類健康事業的發展路上更臻輝煌，

邁向金婚 (50 年 )、鑽婚（60 年）的美好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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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走了寶」

根據『中國中藥協會』估計，國內中藥產業

每年平均以 20% 遞增，高於其他醫藥行業。預

計到 2015 年，中藥產業產值將突破一萬億元。

由此可見國內中醫藥產業正在蒸蒸日上。當局

常說 :「國家好，香港好。」現在全國中醫藥正

在蓬勃崛起，香港政府面對這麼龐大的商機卻

好像毫不知情或熟視無睹。

回歸十四年來，香港中醫藥的發展非但近乎

毫無寸進，反而政府因近月實施對中成藥的全

面監管及掀起了「殺院」( 殺『賽馬會中藥研究

院』) 風波，惹來業界及立法會議員一片不滿及

反對之聲。今天，香港中醫藥可以說是前路茫

茫。

與此同時，全國各省市亦因今年《十二五

規劃》的啟動而積極部署數以億元計的龐大資

源來大力發展中醫藥。連澳門亦聯合廣東開發

珠海橫琴來迎接《規劃》。唯獨香港像仍是懵

然不知大勢所趨，毫無洞悉先機的能力。不但

不急起直追，反而還是裹步不前，連掌握這個

契機來振興香港中醫藥的跡象也看不到。難怪

《十二五規劃》內有關港澳的部分，中央政府

明確表示支持澳門發展中醫藥，而香港卻榜上

無名。這次當局確是自我邊緣化，「走了寶」

還如在夢中。

政府欠市民一個「長期中醫藥發展」 

政策

《基本法》第 138 條規定 : 「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自行制定發展中西醫藥.....的政策」。

14 年過去了，雖然政府訂立了《中醫藥條例》

及一整套相應的法規，但是在制定一套發展中

醫藥政策方面卻完全欠奉。本來名義上應是為

香港發展中醫藥的『賽馬會中藥研究院』最終

還是黯然走上「可能被取締」的厄運。

再看現行規管中醫藥行業及產品的條例。由

於立法者缺乏對中醫藥的充分認識，以致立例

理據模糊，訂出來的規例不但起不到促進中醫

藥發展的作用，反而變成中醫藥行業的一條絞

索，逐步將中醫藥窒息扼殺。

香港中醫藥學術科研和教育界本來在全球來

說頗具優勢。但經過十多年備受漠視和資源匱

乏，導致科研界方向迷惘，成就不彰，人才亦

不斷流失。目前學術科研方面已瀕於全面落後

於國內。此外，辦了十多年的中醫教育，學生

們至今還沒有一所中醫院去進行臨床實習。當

局實在對不起眾多莘莘學子。反觀台灣，中醫

師備受尊重，他們的收入不少比西醫還要高呢 !

故此，香港中醫藥的停滯不前，可總結為政

府沒有履行《基本法》的必然結果。是不為也 !

非不能也 ! 可見政府的確欠了市民一個「長期

中醫藥發展」政策。

馬上成立「中醫藥發展政策」委員會

因此，我們呼籲政府應馬上著手成立一個由

中醫藥業界、學術科研界及政府代表組成的「中

醫藥發展政策」委員會，對香港中醫藥現況作

充份調查研究。範圍應至少包括中醫藥對香港

醫療體系可起的作用和經濟效益，對市民健康

的貢獻，對就業的促進，對香港可起的國際貿

易作用及中醫藥科研成果可帶來的裨益…等等。

『委員會』還應對中醫藥發展的方向、目標、

運作架構及操作模式等提出建議，以備參考採

納成為政策。

研究結果一旦肯定中醫藥的發展將會帶來顯

著社會效益的話，政府應盡快草擬及由立法會

通過《中醫藥發展條例》來成立一所由政府資

助的法定機構 — 『中醫藥發展專署』，來執

創欄號 -香港發展中醫藥刻不容緩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2011 年 7 月 8 日

中醫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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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在我國已有幾千年的歷史，曾為中華

民族的繁衍昌盛、保障人民健康做出巨大貢獻，

它也是中華優秀文化的傑出代表。

但近一兩年，社會上出現了一些質疑中醫藥

科學性的思潮，甚至還有人提出要讓中醫藥退

出現在的醫療體制，衛生部和國家中醫藥管理

局都已對這些謬論進行了批駁，這些觀點不但

是無知的，也是非常荒謬的。因為，這些言論

忽略了基本的事實。中醫藥幾千年來一直在不

斷的傳承、發展，至今仍具有很強的生命力，

在很多重大疾病、慢性疾病及傳染性疾病防治

中都發揮了舉世公認的作用。

中醫藥一直在現代化

中醫藥學產生于農耕時代，具有深厚的中國

文化底蘊，其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吸收、利用

當時的科技成果，為我所用，形成了一套系統

的關於人體健康的理論和方法。中醫的天人合

一、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整體觀念、系統論、

辨證論治、個體化治療、複方的多靶治療、整

合調節等構成了中醫學的理論體系，而中醫對

某些疾病的具體認識，包括理法方藥、四診八

綱、針灸、按摩等豐富多彩的內容構成了一個

博大精深的傳統醫學體系，這些理論和知識直

到今天仍有很高的臨床價值，並逐漸被世界所

公認、接受。

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中醫藥都在不斷進

步，在不斷吸取其他學科先進的技術、方法、

理論，豐富、發展自己，可以說，我國的中醫

藥一直在發展、在進步。

科學發展到今天，多學科交叉融合已成為趨

勢，中醫學通過學習其他學科的新成果來豐富

自己，引進、吸收、消化然後再創新，這已成

為不可抗拒的趨勢。同時，當前醫學模式、醫

學目的、疾病譜都發生了變化，也對中醫藥提

出了新的任務，從這一意義上說，中醫藥要與

時俱進，並且一定能夠在防治疾病、維護人類

健康中發展壯大。

雖然中醫藥現代化這一概念提出來的時間還

不是很長，但已成為我們的國策，總結近幾十

年來中醫藥研究實踐的經驗，可以說中醫藥現

代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發展完

善的過程。

中醫現代化不是中醫西化

有些人把中醫現代化這個命題理解偏了，或

者是理解得狹隘了，認為中醫現代化就是中醫

西化，就是把中醫否定了，這也導致了認為中

醫不能現代化這一認識。

在我看來，中醫現代化指的應該是：中醫立

足于傳統的理論和方法，引進借鑒現代科學技

術手段，揭示其現代科學內涵，豐富和發展自

己的學術，提高臨床診治能力。

例如，脈診是中醫的基本診法，如何來教學

生掌握各種脈象呢？學生在學習 28 部脈的時

候，看文字還是挺清楚，但是在真正去摸的時

候卻難以掌握。我們研製了供學習用的脈象儀，

學生可以通過儀器來學習 28 部脈象。這種儀器

具有人造皮膚的橡膠胳膊，內部有感測器，可

以模擬 28 部脈，上面有一個學習的螢幕，顯示

滑脈時，學習者手下就會體會到滑脈的感覺，

眼睛看到的是滑脈的文字描述、脈型特徵。學

生學習效果大大提高了。

還有一個例子，中醫舌診也都是文字描述，

缺少量化的度量。舌到底是紅還是暗紅，不同

談中醫藥現代化
張伯禮院士

中國中醫科學院院長
2011 年 7 月 15 日

行『委員會』的建議及推動中醫藥的發展。其

運作模式可參考『旅遊發展局』。

只有這樣，政府才算履行了它的天職和憲制

承諾，港人才可有機會享受到高質素的中醫藥

服務，業界才能充份發揮「香港國際中醫藥中

心」平台的經濟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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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南山：中醫藥要走「循證醫學」之路
楊國晉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創會董事
2011 年 9 月 9 日

的醫生可能觀點不一致，這就缺乏規範性。結

合現代顏色測量科學中的色度學，上個世紀 80

年代我們研製了一台基於色差式的舌色儀，可

以對舌象顏色進行精確的度量，提供 12 個色度

資訊，還能同時把舌質、舌苔診斷出來，與傳

統舌診符合率達 70% 以上。這就是中醫診法的

現代化。

另外，很多中藥也可以採用現代化學、生物、

物理等分析儀器進行深入研究，將藥效物質、

作用機理基本講清楚。國家設立的重大基礎研

究計劃“973”專案中，一大批多學科的科學家

在中醫藥現代化這一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嘗試，

取得了突出的進步，應該說中醫藥現代化是能

夠實現的，我們對此很有信心。

中醫藥現代化的瓶頸及前景

中醫現代化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在這過程

中，需要堅持中醫的理論基礎這一重要原則。

中醫強調從宏觀、整體上來把握人體的健康狀

況，但現代科學技術手段目前還不能完全應用

到中醫上來，可以說，科學技術的滯後是中醫

藥現代化的瓶頸之一。中醫藥要實現現代化，

還有漫長的路要走，同時也給其他學科提出了

研究命題。

目前，清華、浙大、北大、中科院等高校、

研究院所的很多科學家都加入到了中醫藥現代

化的研究行列中來，他們被其中涉及的科學問

題所吸引，並在解決科學問題的同時，推動了

科技進步。我國的中醫藥現代化在短短幾十年

的時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未來還將取得更

多的成績。

全球對現有醫學模式的反思，以及預防為主、

治未病理念的深入人心，這些因素給中醫藥提

供了發展的契機。中醫藥雖然具有良好的療效，

但仍需要用現代的研究方法提供高品質的療效

證據，從而讓更多的人相信中醫藥、支持中醫

藥，並加入到中醫藥的研究中來。

中醫藥的發展，臨床是基礎，同時還應該加

強多學科的合作，將中醫與物理學、化學、生

物學、電腦學、氣象學等多學科進行有機結合

的研究，中醫學就會出現一個新的局面，多學

科交叉融合會推動中醫藥現代化的過程。

現在，世界各國都有人在研究中醫藥，世界

衛生組織 WHO 也提出來要重視和推動傳統醫學

的發展，全球已經有 140 多個國家和地區在應

用中醫藥，已有多個國家將其納入醫療保險和

報銷體系。

相信在不遠的將來，現代化的中醫藥將服務

全人類，世界人民將共用中醫藥研究成果，中

醫藥將為人類健康做出新的貢獻。

今年 8 月 11-15 日舉行第十屆「國際現代化

中醫藥會議 (ICMCM)」，鐘南山院士受邀出席，

並發表了題為《中醫藥研究的循證醫學途徑》

觀點，談及他對中醫藥的一些看法，並表示，

中藥產業的發展必須走上循證醫學這一條道路，

否則將很難有進一步的發展。

中西醫差異

鐘南山從事醫學事業近 50 年，但他表示直

到 2003 年 SARS 爆發時才開始注意並著手研究

中醫藥。在採用西醫療法于事無補而束手無策

時，他發現根據 “辨證論治”等中醫理論來治

療 SARS 患者頗有療效。他後來也由此專門建立

了中醫研究團隊。

關於中西醫二者之間的差異，鐘南山認為：

“中醫是針對有了病的人，而西醫是有了人的

病，以腫瘤治療為例，過去的西醫提倡殺死腫

瘤，而殺死腫瘤的最後結果是導致有用的細胞一

起被殺死 ;而中醫是倡導與瘤同存，讓腫瘤細胞

保持在現有的狀態，抑制其生長惡化。中醫最突

出的理念是通過改善整體機理的狀態來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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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認為中、西醫的轉化醫學也是不同

的。西醫需要經過臨床論證，才能證明是有效

的，才能被正式採用。鐘南山認為，中醫除了

走這個程式，還必須實現從經驗到循證醫學，

從實驗室到臨床醫學的轉變，走科學化的道路。

然而，鐘南山認為，在新中國成立後的近 50 年

中，中醫的發展走了彎路，沒有嚴格按照循證

醫學的方法來進行有效研究。

從經驗到循證醫學 

“中醫一直沿用的經驗醫學模式，成為當前

中醫發展的一大絆腳石。老祖宗經驗說這個藥

可以治療這種疾病，那麼就一直沿用下來，但

治療方法並沒有通過循證醫學的認可，也就是

說，為什麼會有治療效果及治癒率是多少並不

明確。”鐘南山認為我國傳統醫學是有著數千

年實踐積累的經驗醫學，中醫藥現代化很重要

的一個門檻就是要把經驗醫學變成大家信服的

循證醫學。只有這樣，中醫藥才能走向世界，

才能得到發展。

他提及在一項為期 27 年的研究項目中，科

研人員研究運用中草藥來治療流行性感冒的有

效性。而在 1200 多項試驗中，只有 32 項是所

謂的隨機對照試驗，其中只有兩項是合格的。

他因此無法向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證明中草藥在防治流行性感冒方面的功

效。因此，鐘南山認為中醫藥的隨機對照研究

非常必要，這一點在過去的 5~10 年已得到極大

改善。

他還介紹了在一項蓮花清瘟膠囊與著名西藥

達菲的對比實驗中，244 位 H1N1 患者被分為兩

組進行試驗。對照檢測顯示，經過一段時間，

兩組的患者症狀都有所緩解，但全部症狀消失

的時間不同，蓮花清瘟膠囊的時間為 75 小時，

達菲為87小時。而且如果患者發燒的溫度越高，

蓮花清瘟膠囊緩解症狀的功效就越明顯。這說

明蓮花清瘟膠囊在抗擊 H1N1 流感方面，與達菲

相比，實效快于達菲，足足縮短了10多個小時，

且效果更佳。鐘南山表示，這就是通過循證醫

學來證明中藥有效的最好例子。

鐘南山也引用了《肘後備急方》中所說的青

蒿治療寒熱諸瘧，後來青蒿素在全世界範圍普

及治療惡性瘧疾的例子，來說明中藥現代化的

路徑；又列舉了以砒霜為主要成分的某藥物治

療急性白血病的成功例子，來說明中藥現代化

的成功經驗。

“板藍根、青蒿素、蓮花清瘟膠囊等一批中

藥經過循證醫學已逐步證實其有效成分，這本

身就是中醫邁進的一大步。”鐘南山表示。    

最後，他呼籲：“中醫應改變臨床治療中的

繼承的慣性思路，轉而注重臨床研究，通過循

證醫學慎重、準確地應用所能獲得的最好研究

證據，來確定患者治療措施，通過客觀的檢測，

這樣中醫中藥才更有說服力。”

筆者曾長居香港十幾年，先後在香港的大

學和研究機構從事中醫藥的科研與管理工作，

直接參與並目睹了香港中醫藥的發展與變遷。

2010 年底，承蒙母校厚愛，受聘於上海中醫藥

大學，繼續從事心愛的中醫藥事業。目前不僅

參與整個中藥學院的科研管理工作，同時還主

持及參加數項國家中藥研究專案和國際合作研

究專案。雖身在內地，依舊關注香港中醫藥界

的動態，時常比較中港兩地中醫藥發展的優勢

和互補。

香港優勢勿自喜

香港具備許多得天獨厚的優勢：香港的中醫

藥科研與從業人員整體科學素養較高，學術思維

嚴謹，學風規範，且普遍英語較好，國際交流合

作頻繁，國際認可度較高。同時香港法制健全，

知識產權保護法規完善；並具備良好的中醫藥

營商環境，市場規範，注重品牌效應等等。

以上優勢雖為港人津津樂道，但近年來香港

內地與港中醫藥優勢互補
徐宏喜

上海中醫藥大學中藥學院  常務副院長
2011 年 10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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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的優勢已危危欲傾。眾所周知，香港資

源缺乏，中藥原材料全賴內地輸入。而且香港

中醫藥教育不成規模，人才不足，至今仍沒有

獨立的中醫藥大學，也沒有中醫醫院。在香港

的大學中雖有三家開設有中醫藥專業，但每年

培養的學生不過區區幾十位，軟硬體配套不全。

其次政府對中醫藥的研究經費投入不足，使科

研人員“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另外，香港大

型中醫藥企業十分匱乏，中小型企業又缺少創

新實力，使得中醫藥的發展在科技日新月異的

今天舉步維艱。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政府不

求上進，卻又自視甚高。加之政府官員待遇優

厚，抱有多做多錯，不做不錯的心態，缺乏上

進的動力。香港回歸已過十幾年，政府的管理

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至今還未頒佈完整的

中醫藥發展政策。由於對中醫藥行業缺乏長遠

規劃，同時外行領導內行令人無所適從，最終

進展慢緩。 香港中醫藥發展躑躅不前之際，豈

不知內地中醫藥早已換了“新天地”。

國內新天有不足

改革開放，國人日益重視健康生活，帶動中

醫藥產業快速發展。與香港相比，內地具有不可

比擬的資源優勢 : 廣袤的土地，多樣的地質環

境，孕育著上萬種藥用植物資源。其次內地擁

有雄厚的中醫藥人才儲備及完善的中醫藥教育 : 

目前全國共有 30 多所獨立的中醫藥院校，每年

有數萬名中醫藥學生畢業。僅以上海中醫藥大

學為例，學校共有 8 個學院，每年招收中醫藥

專業的學生達數千人，學校又下轄 5 個規模較

大的附屬中醫藥臨床醫學院，教育、理論和實

踐體系完備。尤其是“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

把支援中醫藥事業的發展寫入國家戰略規劃內，

更進一步為中醫藥事業的發展提供強大的助力。

此外，得益於內地經濟近三十年的高速發展，

中醫藥科學研究經費逐年大幅增加，部分大學

及研究機構的相應配套設施已臻國際水準。

如何互補領風騷

內地的“新天地”已呈蓬勃發展之勢，但仍

有不足之處。兩地如何優勢互補，已成為內地

和香港必須思考的問題。

首先，產業方面，內地豐富的中醫藥資源是

對香港的充分補助，更可以通過香港向世界輸

送。而香港完善的法律制度、良好的營商環境、

可靠的品牌形象也將為內地中醫藥企業提供保

障和參照，擴寬市場，提升知名度。

其次，科研方面，香港有序的、規範的學術

操守、健全的法制法規可以為內地中醫藥發展

提供借鑒。而香港也可以在國家大力發展中醫

藥的機遇中受惠，雙方應進行充分的科研交流

合作，互為幫助。令人高興的是最近香港各大

學均有多位教授參與內地“十二五”重大新藥

創制和自然科學基金等項目研究，並已開始與

內地機構建立了實質的合作關係。

第三，針對香港中醫藥教育薄弱，中醫藥人

才儲備不足，香港可以選擇來內地辦學，借助

內地已有的教育資源優勢，為港輸送中醫藥人

才。內地於此過程中，亦可學習香港先進的教

育理念和開闊的國際視野。

第四，在當前香港科研力量還不足的情況下，

香港的中醫藥企業也可以與內地的科研機構加

強合作，建立產學研聯盟。香港的企業可以借

助內地科研院所的實力提高產品科技含量；內

地研究機構也可以將科研成果通過香港產業化。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香港中醫藥應乘

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之東風，大力發展中

醫藥事業，揚長避短，與內地全面合作，方能

相得益彰，並頭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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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今年 8月 11 日在港舉行的第十屆國際中醫

藥會議 (ICMCM) 中，中國科學院院士及香港浸

會大學校長陳新滋教授發表了題為 << 香港中醫

藥回顧與展望>>的演說，談及立法、高等教育、

港標制定、醫療服務、研究及國際合作等看法。

中醫藥合法地位

在 1997 年以前，香港中醫藥沒有法律認可

的規管和註冊。1997 至 1998 年，行政長官宣佈

將香港建成“國際中醫中藥中心”，中醫藥發

展自此成為政府與社會的重要發展項目之一。  

<< 中醫藥條例 >>（香港法例第 549 章）於 1999

年7月14日由立法會通過，加強保障公眾健康，

亦確立了中醫的專業地位和確保中藥的安全、

質量及成效。同年 9 月，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

會成立。香港現在約有 8,900 名中醫師，包括

6,050 名註冊中醫師、2,790 名表列中醫師和 70

名有限制註冊中醫師。現時約收到 16,500 種中

成藥註冊申請，其中約 9,000 種中成藥獲得過

渡性註冊資格。

中藥材標準的建設

制定香港中藥材標準歷時十年，由本地衛生

署、政府化驗所及六間大學專家與國際專家合

作的專案，預計 2012 年完成，涵蓋約 200 種常

用中藥材，為業界提供參考標準，保障中藥材

的安全與質量。

開辦公立中醫藥診所

為了配合政府的施政方針，醫院管理局將在

全港十八區各設立一間中醫藥教研中心，到目

前為止已建立十五所，將中醫融入公共醫療系

統。

為向社區提供優質的中醫藥和保健服務，及

建立大量臨床教學和研究基地，浸大中醫藥診

所於 1998 年開始成立，並與東華三院黃大仙醫

院、仁濟醫院和工聯會等機構合作開辦中醫藥

診所。同時，浸大亦有 6間直屬中醫藥診所。

面向世界  普及中醫藥

為使中醫藥普及化，浸會大學更與海內外多

間大學建立聯系，包括英國皇家植物園 - 中藥

鑑定及資源保護中心 ; 日本國立衛生实验所 ;

韓國首爾國立大學 ; 澳洲墨尔本皇家理工學院 ;

美國耶魯大學、哈佛大学醫學院等 ; 中國北京

大學、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国中医科

学院、廣州中醫藥大學等，以及台灣中國醫藥

大學。过去几年还參與并主办了世界中醫藥大

會、中藥全球化聯盟年度會議等。

香港中醫藥的優勢

中藥在香港有广泛的民眾基礎，並有豐富的

中醫藥文化資源。回歸後中醫藥享有合法地位，

國際上對傳統醫藥需求不断增加，加上中國內

地強而有力的支持，中醫藥在香港有很大的發

展空間。業界可參考以下建議 :

教育方面 : 應配合3-3-4 教學改制，鞏固充

實現有中醫藥教育課程，加強與內地中藥教育

機構的交流與合作，拓展國際中醫藥的教育與

培訓。

科研方面 : 應強調繼承與創新相結合，強調

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結合，以及實驗研究與臨

床研究結合。

產品開發 : 把專業知識轉化為產品和服務，

加強與本地、內地與海外中藥業界的合作，開

發和推出中藥專利產品。

與社會互動 : 加強與政府、業界、消費者的

聯繫與合作，針對香港中醫藥界問題進行研究，

為香港社會服務、為市民服務，中醫藥才可腳

踏實地發展。

總括來說，香港的中醫藥是國際中醫藥的一

個重要組成部分，香港是向世界展示中醫藥的

窗口與走向世界的重要渠道，希望學界業界齊

心協力，共鑄輝煌 !

香港中醫藥回顧與展望
陳新滋院士

香港浸會大學校長
2011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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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對許多讀者而言總像是有理說不清，

但又覺得很能治病養生。話說一位中年男士曾

於幾次深夜瀕臨休克之感覺而無所適從。在西

醫束手無策之際，他找到張大釗教授為他診症，

發覺患上了男性更年期症候群。只不過煎了兩

服「天王補心湯」便藥到病除。他在額手稱慶

之餘，亦感慨未能及早延醫中醫藥。類似的案

例數之不盡，在在證明中醫藥的確切療效。很

可借中醫藥在港澳社會上的接受程度未算高，

有賴市民藉《循證醫學》來說明中醫藥之治病

機理才有望受到廣泛重視。 

多年來我有幸緊密與中醫藥科研界、企業界

與政府 ( 官商研 ) 交流與互動，深感中醫藥發

展正處關鍵時刻，並體會老祖宗遺留下來的瑰

寶必須用現代化的手段與技術來闡明及優化。

1999 年始我隨香港貿發局先後到了北京、天

津、日本與美國西岸考察中藥、漢藥與相關產

品的生產及管理規範，體會到「品質控制」對

藥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善用者則享通，乏

用者則固步不前、甚至萎縮。先看日本津村藥

業每年百分之十的資源用在「品質控制」上，

其漢藥的市場發展到全球每個角落。令考察團

鼓舞的却是日本的漢藥學專家語重深長的叮囑

團員要爭取在港澳地區這個國際平台上善用語

文及商貿機遇去發揚中醫藥。在東京國際機場

的候機室內孕育了創立「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

會」MCMIA 的概念。嗣後凡十一年開展了聯結

了官、商、研的中醫藥平台，牽動中醫藥走向

廿一世紀。現代生命科技在這新世代也突飛猛

進、為中醫藥締造良機去闡釋其作用機理，然

中醫藥現代化還須如衛生部陳竺部長常言要藉

着現代科技手段來「現代話」中醫藥到普羅百

姓家。      

2003 年非典肺炎肆虐，令人類遭遇到健康

與經濟沉重的打擊。醫護人員無私的走在前線

與病毒抗爭令人敬佩，其中受污染者接受治療

後仍然免不了骨枯等的後遺症。我們一小群科

技界的尖兵就在 MCMIA 這個平台上策劃了一項

對冬蟲夏草治療骨枯及上呼吸道感染的臨床試

驗計劃。由前浸會大學教授梁曦雲統籌、傳染

病學臨床專家陳滿堂醫學教授設計臨床計劃書

(protocol)；最後由東華三院資助並執行研究。

確定了冬蟲夏草的療效，讓康復中的醫護人員

多了一項選擇去接受治療。

畢竟這些鱗爪只不過是諸多中、西醫學交流

活動之九牛一毛，但它顯明中醫藥極其優秀與

不足的層面。西方醫學仍存在很多棘手與無法

跨越的難題，譬如 類風濕關節炎與婦女停經後

之疼痛卻正正是中醫可以補足的領域。這有賴

於中、西醫放下彼此間的成見。敢於在「循證

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 的擂台上各

顯真功夫，找到中、西醫互補的理想醫療手段。

浸會大學前校長謝志偉博士與楊顯榮教授等在

澳門創立之「國際中醫藥學會」及其高 SCI 評

分之e-journal “Chinese Medicine” 正朝「循

證醫學」把中醫藥推到更高之現代化及國際化

水平。

把「循證醫學」應用到中醫藥其中重要一環

是採用可控性強的中藥材。皆因「藥材好，藥

才好」，有了優質中藥材才有利中醫師去辨證

施治及養生保健。香港理工大學在深圳設立之

「中藥藥學及分子藥理學重點實驗室」及澳門

大學及澳門科技大學聯合組成的「澳門中藥質

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正抓緊機遇去實踐可

控中藥這一偉大使命。與此同時，香港政府設

立了「檢測及認證局」去加強檢驗行業 ( 包括

中藥質控 ) 的支援 , 同步與澳門政府在橫琴島

上快要建立之「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

藉認證及檢測等攻關技術為中藥質量把關，確

保醫師處方及市民購藥時皆有所依據。

中醫藥與「循證醫學」
劉永銓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副會長
2012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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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首選舉塵埃落定。梁振英先生獲選為

下屆特首。我會藉著這個機會向梁先生表示衷

心的祝賀。梁先生在競選期間對本會人員及其

他中醫藥界人士表示高度關懷香港中醫中藥的

發展，並寄望中醫中藥能早日融入香港公營醫

療體制和扮演一個應有的重要角色。

在梁先生政綱中的「醫療衛生政策」部份，

梁先生建議應成立「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來

推動香港中醫中藥的發展。這個建議與本會在

2008 年呼籲政府設立「中醫藥發展專署」不謀

而合 ( 見《建設香港成為國際中醫藥中心建議

書》www.mcmia.org)。故此，本會支持梁先生

這個立場當然不在話下。但在討論這個機構的

性質和組織細節等事項之前，中醫藥界必須先

對香港中醫中藥的發展尋求一定的共識，以便

政府可以參照中醫藥界的意向來釐訂一個務實

的「中醫中藥發展政策」，作為將來組建這個

機構的依據。

中醫中藥五大領域需尋求共識

梁先生競選辦事處一再宣佈歡迎各界人士團

體將其本身的訴求提交辦事處以便梁先生的管

治團隊可按這些訴求來制訂新政策。梁先生在

當選後說：「日後，我會繼續拿著一張櫈，一

本簿，一支筆，和我的管治團隊走入群眾，聽

取你們的意見，只要你肯講，我就肯聽 !」本

會認為我們廣大的中醫藥界應及早對梁先生及

他的團隊表達的善意作出回應。幫助他們了解

中醫藥界的實況和訴求。以便他們可以盡快推

出一套切實可行的中醫中藥發展政策：一方面

讓老百姓可以得享公共中醫醫療保健服務；另

一方面對中藥行業的營商環境進行優化使它可

發展成為一根新經濟支柱。優質中醫中藥人才

培訓計劃及正確的科研政策更是滋養「醫」和

「藥」的要素。必須要做到「醫」、「藥」、

「學」、「研」四方面的緊密結合和互動無間，

整個中醫中藥範疇才能蓬勃發展起來。

為了達到上述的目的，我們呼籲各中醫中藥

專業協會、院校及科研機構團結一致攜手合作

收集各方面的意見，彙編成書以供新特首班子、

中醫中藥界和社會人士來參考。為了較有效率

地達到上述目的，我們建議各機構一起組織多

個論壇來廣納各方面的意見。目前香港的中醫

中藥範疇大致可分為右表的五個領域。初步可

考慮按領域來分別組織五個專題論壇。

中醫藥領域

1. 醫療保健

2. 藥業

3. 教育

4. 科學研發

5. 支援產業

   ( 如檢測認證 )

『中醫中藥發展論壇籌委會』

為了使得論壇及有關活動能順利有序地進

行，本會建議各有關機構院校聯手成立一個『中

醫中藥發展論壇籌備委員會』來籌備和推動整

個活動系列直到最後編集成一套《論壇文集》

為止。有關工作細節由『籌委會』自訂。前期

的聯絡工作可先由「現代化中醫中藥國際協會」

來推動。在工作稍成形後，便交由『籌委會』

繼續全面統籌進行。如整個「工程」能在政府

在七月換屆前完成就更為理想。

為了使得香港中醫中藥健碩茁壯地成長，各

領域內外之間的精誠合作實為不可或缺的先決

條件。只要大家同心同德，珍惜今次得來不易

的機遇，配合《十二五規劃》的推動和國家對

香港在國際化方面的期許，共同肩負起香港中

醫中藥發展的宏大使命，我們一定能為香港及

祖國開拓出一片遼闊的中醫中藥新天地。

同心同德拓香港中醫藥新天地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2012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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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一屆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

展覽會暨會議 ICMCM」開幕之際，現代化中醫藥

國際協會收到來自現任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先

生為本屆 ICMCM 的親筆題詞「建民利業 惠播八

方」。特首對本會的關注可追溯到 2008 年，去

年 12 月 20 日本會與剛宣佈參加特首選舉的梁

先生會面並交流對香港未來中醫藥發展的意見，

梁先生隨身帶著本會曾交給特區政府有關建議

香港發展成為國際中醫藥中心的建議書。梁先

生表示，要確保訂定中藥的標準不能落在他國

的手中，不然將面對給別人訂品質及價格的被

動局面，梁先生更認同中醫藥的產業鏈頗長，

只要各界共同努力，在不久的將來定能為香港

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提起蘊涵中華養生文化精髓的中醫藥，已有

著幾千年歷史，是中華民族的瑰寶。隨著醫藥

科技進步和人們在健康養生意識上日益增強，

大眾對中醫藥防病越來越關注，而國家也高度

重視發展中醫藥事業。胡錦濤主席曾提出堅持

“中西醫並重”，“扶持中醫藥和民族醫藥事

業發展”, 溫家寶總理也在 2008 年的兩會政府

報告中提出“制定和實施扶持中醫藥和民族醫

藥事業發展的措施”，並出臺了一系列方針、

政策和措施來支持中醫藥事業發展。

國家衛生部副部長、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局長

王國強最近提出中醫藥事業發展站在了新的歷

史發展起點上 , 中醫藥在促進國民健康中具有

獨特優勢 , 應積極推進中醫藥醫療、保健、科

研、教育、產業、文化“六位一體”，全面協

調發展 , 努力開創中醫藥事業發展的新局面。

王部長還指出，我國疾病經濟負擔占 GDP 的比

重已高達 13%，我國處於既有發達國家存在的健

康問題，也有發展中國家所特有的健康問題的

雙重壓力之下，承擔著“雙重疾病負擔”，因

而中醫藥在維護人民健康、促進經濟發展中發

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過去五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聯合有關部

委共同主辦“中醫中藥中國行”大型科普宣傳

活動。活動旨在展示中醫藥在維護人民健康和

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地位，增進大眾對中

醫藥的深入認識，使中醫藥更好地惠及百姓。

各中醫藥醫療機構、教育機構、專業學術機構

及企業等社會各界都積極投身中醫藥推廣中，

使中醫藥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中醫藥在海內外的發展得到業界積極推動，

一些在內地專注于健康產品的香港企業也積極

加入普及中醫藥和健康養生理念的隊伍中，並

發展成為極具代表性的典範。今年 4 月 14 日，

王國強前往廣東參加中華中醫藥學會會議時，

專程赴廣東新會，參觀了無限極在新會的生產

基地，詳細調研了該企業的中草藥種植園和養

生文化體驗中心，並聽取了企業與中華中醫藥

學會合作開展“養生文化進萬家、治未病科普

教育”的成果報告。

在昨天開幕的“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

品展覽會暨會議（ICMCM）”中的“無限極治未

病養生高峰論壇”上，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副局

長李大寧教授指出，中醫藥養生保健在推動健

康產業發展，創造更多就業和發展機會上前景

廣闊，歡迎更多有識之士加入這個行業，共同

發展。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為本屆 ICMCM

題詞「建民利業 惠播八方」，彰顯了梁先生致

力於政綱中提出的以「新思維、穩中求變」配

合香港獨特優勢，把握機遇發展新產業。8 月

14 日，喜聞梁先生宣佈成立中醫藥發展委員會

籌備小組，並於月內展開工作。新一屆政府對

中醫藥的重視，讓我輩對香港中醫藥的發展重

新充滿信心和期待。

把握機遇發展中醫藥
楊國晉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2012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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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

暨會議 -行政長官題辭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和香港保健食品協會與

梁振英先生交流香港中醫藥的發展

淺談中醫藥現代化的戰略機會
David M. Eisenberg

2013 年 1 月 4 日

按：2012 年 8 月在港舉行的第十一屆國際現

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ICMCM）

期間，舉行了“無限極治未病養生高峰論壇”，

美 國 哈 佛 大 學 公 共 健 康 學 院 副 教 授 David M. 

Eisenberg 發表了題為《未來中醫藥現代化的戰

略機會》演說。以下是 David M. Eisenberg 副教

授演說的精華摘錄：

據 1990 年至 2007 年的調查報告顯示，在美

國，補充與替代治療的種類有針灸、按摩、放

鬆療法、運動（太極或瑜伽）、心理疏導、精

神治療、民間偏方、生活飲食方式調整、能量

治療等，而中醫藥治療作為結合醫學重要的組

成部分，這當中有中草藥治療、針灸、按摩、

關節、飲食干預、運動治療（例如太極）、放

鬆治療等等，這些方法在中醫領域扮演重要的

角色。而在美國，使用得最多的補充醫學治療

方法是草藥與營養補充劑、冥想技巧、按摩、

瑜伽、飲食干預療法等。

美國巨大的結合醫學市場潛力

在美國近二十年來，成年人使用草藥來治療

疾病的有不斷升高的趨勢，38% 的成年人使用一

種或多種補充或替代醫學的方法治療疾病，每

年產生 340 億美元花費，其中，有 120 億美元

花費在尋求補充與替代醫學醫生的治療上，另

外的 220 億美元則花費在自我治療上，例如購

買草藥或打太極鍛煉身體。然而，340 億美金

僅僅只是占 2007 年美國全民健康護理總花費的

11%。

面對這些趨勢，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也不斷

調整對結合醫學的研究投入以應對民眾不斷升

高的健康消費需求，同時制定了發展結合醫學

的長期發展戰略目標：第一，結合醫學的症狀

管理研究，例如改善疼痛；第二，制定發展戰

略來推進健康和公民福利。第三，尋找更好的

證據去支持結合醫學的使用，目標是使常規醫

療與補充醫療有機結合，發揮更強的治療優勢。

這些舉措，勢必進一步擴大結合醫學在美國健

康消費市場的地位以及份額。

中醫藥現代化的發展道路何去何從？

中國在未來十年應該如何制定戰略去發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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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 21 世紀的醫學從“疾病醫學”向“健康

醫學”發展，從“重治療”向“重預防”發展，

中醫藥行業以其獨特治未病的特點受到國內外

的越來越高的認可。日前，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副局長李大寧先生在第十二屆國際現代化中醫

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ICMCM）發表了演

講，與海內外的來賓分享中醫藥行業未來光明

的前景。

中醫藥是中華文化的瑰寶，體現數千年的文

化底蘊和智慧， 而中醫所推崇的“治未病”理

念便是源于《黃帝內經》這本惠澤大眾的中醫

聖書。近年來，亞健康和猝死的問題頻出，讓

人們意識到健康的重要性，而社會老齡化的現

象也有漸顯的趨勢，這將對經濟發展帶來不可

忽視的影響， 防病保健的需求日益凸顯。

李大寧先生表示，中醫藥工作是我國特色醫

藥衛生事業的重要部分。他提到，國務院發佈的

《若干意見》是指導中醫藥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中醫藥發展：現代化的新思路
楊國晉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2013 年 10 月 4 日

醫的現代化？她應該如何在發揮獨特文化遺產

優勢的同時表現出她的創新能力？中醫藥能夠

在未來的健康領域和世界範圍領域發揮更重要

的作用嗎？基於對當前中醫藥的發展現狀，可

從以下三方面加快中醫藥現代化的發展進程：

第一，加大對基礎科學研究的投入；

加強與現代生物技術專家與中醫專家合作，

系統評估中醫藥的作用機制；建立可複製和識

別的中草藥資訊庫，分別研究這些草藥獨特的

生物活性以及不同草藥之間的協同作用，如此

一來，在驗證中草藥活性的同時，發現新的科

學的作用機制；此外，加大對那些在中醫藥理

論與現代生物技術都擅長的專家的研究投入。

中國應該通過現代的生物科學技術去證明中草

藥的價值，這將有助於中草藥科學的新發現以

及促進新藥的發明，同時加大生物技術基礎研

究設施的投入以促進以上中草藥研究的長足發

展。

第二，廣泛建立中西醫結合醫學臨床中心；

通過建立中西醫結合的臨床中心，並植根

於大醫院中，在提高醫療水準的同時可以降低

醫療的成本，並可在不同的機構之間形成一個

中醫研究的網路。例如在美國，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就是一家結合醫學臨床中

心。而在當前變幻的世界經濟形勢下，中西醫

結合療法可能對於許多患者來說是一種高成本

效益的治療方式。

第三，通過推廣中醫健康的生活方式，解決

全球盛行的疾病（如肥胖以及糖尿病）；

對待疾病的狀態給予藥物的治療，就好像一

個人口渴了才去挖井，是否為時已晚？人類吃

得太多，動得太少已經抵消了遺傳學以及生物

醫學巨大進步為人類健康帶來的貢獻。中醫恰

恰引導人們去尋找一種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

例如，營養、健康的飲食主要是基於植物來源，

同時，運動與身體的鍛煉也是不可或缺，靜養

（如太極或瑜伽）也可讓人成功控制心理壓力

並保持身心的平衡狀態。

在當前，美國肥胖的人群越來越多。無可避

免，中國人群也同樣面臨著肥胖問題的挑戰，

特別是大城市的兒童，在 20 年間，肥胖的發病

率從 2% 躍升至 25%。這是一個災難性的資料，

這一數位的躍增與西方速食業在中國的迅猛

的發展速度保持一致，可以說，中國人正在被

洋速食所毒害。從另一個方面講，我們是否能

夠去傳輸健康的飲食方式給我們的中醫師或西

醫，通過他們去影響我們的國民，從而去改善

這一現狀。在美國加州，就有一些“健康廚房”

（Healthy Kitchens），傳授關於如何烹飪健

康餐食的課程，通過教育引導並幫助民眾獲得

健康的生活方式，也許在中國也可借鑒這一模

式，達到我們預防疾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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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化、精細化了中醫藥事業發展的目標任務，

指示要全面實施中醫藥事業發展“十二五”規

劃。中醫藥作為我國最具原始創新潛力的資源，

有助於我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形成新的

經濟增長點。另外，隨著中醫藥不斷走向世界，

國際需求日益增長，有助於提高開放型經濟和

服務貿易水準。

目前，中醫藥發展的步伐已邁向現代化和

國際化，其發展和成長必然經過多方面的磨合

和創新。從 2012 年發佈的《中醫藥事業發展

“十二五”規劃》中反映了中國政府也高度重

視中醫藥的發展。李大寧先生在講話中提到，

要推動中醫藥發展，必先推動中醫藥在深化醫

改中發揮的作用，繼續全力推進“治未病”健

康工程，進一步完善中醫藥參與重大疾病防治

與突發公共事件應急工作的機制，推進中醫醫

療機構應急能力以及中醫藥防治新發突發傳染

病應急體系建設。同時，中醫藥繼承創新是提

高中醫藥綜合能力和競爭力的戰略支撐，切實

組織實施好中醫藥科技創新發展相關規劃，而

人才培養和提高隊伍素質更是中醫藥工作必須

高度重視、常抓不懈的重要任務，因此要切實

組織實施好中醫藥傳承與創新人才工程。在大

眾的層面上，要推進中醫藥文化宣傳普及，也

要推進中醫藥法制化、標準化、資訊化建設，

為中醫藥發展提供支撐；在國際環境裡，積極

發展中醫藥服務貿易，讓中醫藥事業走向世界。

香港具有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歷史文化

傳統，是東西方文化交匯之地，更在世界貿易

中扮演重要的樞紐角色，因而在推動中醫藥的

標準化、規範化、現代化和國際化方面具有獨

特優勢。隨著中醫藥現代化和國際化步伐越來

越大，香港必須把握良機，找准自己的定位，

才能釋放國際中醫藥行業無限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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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發展

中國共有 12,000 多種天然藥物物種，雲南就

佔有 6,559 種，佔全國的 51%，居全國首位。醫

藥商品銷售總額達 244 餘億元，中藥材種植面

積接近 300 萬畝。當中雲藥單品種銷售過億元

的有 21 個。雲南擁有全國最豐富的民族醫藥資

源，傣、藏、彝、壯、景頗等 25 個民族，擁有

1,300 多種民族藥。

「十一五」期間，雲南三七在 2010 年銷售

額達 18 億元，以三七為原料的藥品及健康產品

工業產值更達 60 億元，較「十五」增長超過

50%。而植物提取物行業在 2010 年創造的產值

逾 21 億元，與 2005 年相比增長 567%。至於對

治療和預防心腦血管疾病具有特殊療效的雲藥

翹楚 - 燈盞花，由雲南省出產能入藥的燈盞花

資源佔全國逾 95%。「十二五」期間，雲南對生

物醫藥領域的投入可能達到 1,000 億元，務求打

造在國內外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千億元優勢產業。

運用香港優勢

為配合「第五屆中國 ( 香港 ) 國際服務貿易

洽談會」的議題，雲南省商務廳及雲南中醫學

院於 11 月 3 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主辦「雲藥

奇葩，健康保障」中醫藥發展論壇。是次論壇

的規模比以往更大，由雲南省商務廳熊清華廳

長率領 20 多人的企業代表團來香港參加此次論

壇。會上，熊廳長表示香港是全球服務業高度

發達地區，在服務業發展方面擁有人才優勢，

豐富的管理經驗和成熟的制度安排。而雲南擁

有豐富的資源和相對低成本的勞動力，將積極

發揮自身優勢加強與香港服務貿易的合作。他

希望藉著「十二五」的勢頭，加快雲南中醫藥

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充分發揮雲南以植物提取

物為主的天然藥業的競爭優勢，為香港和雲南

的中醫藥業界搭建合作交流的橋樑。借助香港

的國際化優勢，促進下一步雲南省與其他國家

及地區開展傳統的醫藥合作。

論壇的另一位嘉賓︰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馮

奕斌教授亦指出雲南盛產多種珍貴的藥材，如︰

三七、天麻、紅景天及燈盞花等，經研究證明，

這些獨特的藥材對治療疾病有很大的療效。馮

教授認為香港除了有國際市場地位的優勢外，

亦具有良好中醫藥文化環境及藥品品質。如香

港的優勢再配合雲南豐富的醫藥資源，兩地必

能發揮互補作用。他認為雲南中藥企業必須善

用香港這個國際窗口，打造雲藥品牌，把優質

的中藥介紹給國際認識及應用。因此，馮教授

向雲南省大力推薦由 MCMIA 與香港貿易發展局

合力打造已有十年基礎的「國際現代化中醫藥

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ICMCM) 國際平台，

他認為打造品牌是需要長期的努力，並深信香

港可以為雲南中藥企業提供一個向國際展示優

質中藥材的舞台。

會後，熊廳長向楊國晉會長表示雲南明年將

充分利用香港 ICMCM 平台，打造雲藥品牌走向

國際。透過展覽，市民可以認識和使用更多雲

南獨特及優質的中藥材，以提升健康。

雲南省「識貨」，看通香港優勢，香港中醫

藥界更要自强發展。特區政府要尋找新經濟支

柱，更不要「走寶」，錯失良機了。

滇港交流合作推廣中藥
王美莉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2011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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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今年 8 月 11 至 15 日在港舉行的第十屆國

際中醫藥會議 (ICMCM) 中，天士力集團有限公

司董事長閆希軍博士發表了題為 << 以科技創新

促進中藥國際化 >> 的演說，分享集團中藥國際

化的體會及經驗。

閆希軍博士指出中藥面向國際面臨機遇也有

挑戰，存在商機亦有困難，必須透過探索實踐

及技術提昇，令中西醫藥融合，技術標準接軌，

並透過臨床試驗，得到醫生、患者及醫保機構

接受並使用。

建立組分中藥技術平台及中藥組分庫

組分中藥是以中醫藥理論為基礎，遵循中藥

方劑的配伍理論與原則，利用現代科學技術，

提取中藥有效部位及有效成份，分析特定藥理

作用，提練出化學成份清楚的組合物成為現代

中藥制劑。

組分中藥物質基礎基本明確、作用機制比較

清楚、臨床定位更加准確，適應現代製造業的

工藝技術和品質標準要求，便於形成專利知識

產權，令中醫藥更容易以藥品身份進入國際醫

藥市場。目前天士力集團己經從 300 種藥材及

20 個中成藥製劑中製備出 13000 多個組分，為

中藥新藥開發提供物質基礎。

建立完善的產業鏈

閆博士認為要把中藥做大，必須把它視為一

個產業而非單一產品。採用標準化管理、流程

化作業、資訊化控制，實現藥品作為特殊商品，

現代醫藥製劑所應有的各方面屬性。建立完善

的產業鏈，實現技術集成和產業協作，上下游

貫通，達到全產業鏈的標準化。

以聯盟合作實現資源分享

閆博士以中醫藥世界聯盟為例，指出以聯盟

合作有助集中資源。中醫藥世界聯盟是由天士

力集團等龍頭的中醫藥生產商及科研單位組成，

設有藥品註冊與技術研究中心、國際市場行銷

與服務貿易中心及中醫醫療技術服務中心。透

過合作，聯盟可以規範中醫診所和產品市場，

相互監督，加強行業自律，並有助集中力量，

持續培育與發展人才，合力突破中藥國際化中

的關鍵共性技術難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

天士力集團將於北美建立將中醫藥生產、展

示、培訓集於一體的多功能基地，並在霍普金

斯大學建立中醫藥研發平臺。

總結來說，中醫藥國際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一個產品或企業的國際化，不等同整個中醫藥

的國際化。但通過項目和企業的帶動，及國家

的支持，必定能加快發展。

以科技創新促進中藥國際化
閻希軍

天士力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2011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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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 去年 8 月在港舉行的第十屆國際中醫藥

會議 (ICMCM Conference) 中，香港檢測和認證

局「推動中藥行業檢測和認證服務小組」召集

人 賴福明醫生發表了題為 << 推動中藥行業的

檢測和認證服務 >> 的演說 - 

香港檢測和認證行業的背景

經濟機遇委員會於 2009 年選定檢測和認證為

六項香港具有明顯優勢和發展潛力的產業之一。

當時香港檢測和認證業公私營界別的 690 間機

構共有 15700 名從業員，當中，私營檢測和認

證機構總業務收益達 86 億港元。

香港檢測和認證局於 2009 年成立，就檢測和

認證業的整體發展策略向政府提供意見。藉着

加強「香港檢測，香港認證」品牌，將香港發

展為區內的檢測和認證中心。檢測和認證局於

2010 年訂立以市場為主導的三年檢測和認證業

發展藍圖，希望整體上提升認可服務和行業生

產因素去加強行業的競爭力，以及協助行業在

四個選定行業，即中藥、建築材料、食品及珠

寶，取得更多商機。

推廣中藥檢測和認證服務的機遇

近年香港於推動中藥檢測和認證服務的機遇

主要有二。其一是香港是一個中藥市場和貿易

中心及擁有優良的檢測技術。香港於 2010 年中

成藥及中藥材的進口分別為8.2億及20億港元，

轉口為 3.3 億及 8.6 億港元。2010 年本地製造

中成藥出口亦達13億港元。此外，自2003年起，

測試報告成為中成藥註冊的其中一項要求 ; 而

在中藥材方面，香港正建立《香港中藥材標準》

(《港標》)。

其二是中藥產品由於缺乏容易、有效的方法

去顯示產品的質量，故此容易出現造假、摻雜

其他成份、漂染、受汚染、處理不當等問題。

由於消費者往往未能辨別優質產品，擁有優質

產品的商人亦不能獲取產品應有的價值，故此

市場對利用檢測和認證去確保中藥產品質量方

面有很大的需求。

香港既然是中西薈萃的國際大都會，毗隣內

推檢測認證創中藥業商機
賴福明

2012 年 3 月 30 日

地這個主要的中藥出口地，而中成藥註冊要求

亦已帶動建立優良的檢測技術。這些優勢，加

上中藥市場本身的問題，為中藥檢測和認證，

特別是有關中藥眞偽測試和認證方面，帶來了

新商機。

推廣中藥行業檢測和認證服務小組的工作

推動中藥行業檢測和認證服務小組於 2010 年

成立，成員來自檢測和認證業、中藥業界、學

術界、相關公營機構和政府部門，為持份者提

供平台以發展、推廣新的中藥檢測和認證服務。

小組工作重點包括 :

— 發展新的中藥產品的檢測和認證計劃，如中

藥材真偽測試、產品認證計劃 :

衞生署制訂的《港標》現包括了 60 種中藥

材，將在 2012 年擴展至約 200 種。對於預先

包裝中藥的真偽，小組正探討發展按國際標

準 ISO Guide 65 and 67 的產品認證計劃的

可行性。構思中的產品認證計劃以循序漸進

方式，首先按《港標》鑑別中藥材真偽，然

後擴展至中成藥成份鑑別、產地識別及未被

納入《港標》的貴價中藥。中藥產品認證計

劃能為檢測和認證業帶來商機，加強買家和

消費者信心，從而增加產品銷量。

— 加強檢測和認證業的技術能力及推廣實驗所

認可服務 :

小組透過統籌化驗所間對比研究及聯繫大學

開辦短期課程提升行業的技術水平，鼓勵化

驗所取得按《港標》進行真偽測試的認可資

格，同時探討引入新的高價值中藥測試的可

行性。

— 推廣及宣傳中藥產品的檢測和認證服務 : 

透過簡介會 / 研討會、参與貿易展覧會、廣

告、宣傳稿件等，推廣認可測試服務給測試

實驗所、商人及主要用家。

總括而言，賴福明醫生指出香港檢測和認證

局透過同心協力及建議的策略，推廣中藥行業

檢測和認證服務，達致「香港檢測，香港認證」

品牌的願景，從而提升中藥產品的素質，促進

香港及全球中醫中藥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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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快速經濟發展和巨大

的經濟成就，舉世矚目，航天和載人太空飛船

的科學技術，也讓香港人感動不已。讓中國人

值得驕傲的還有中醫藥的歷史和創新研究，但

我們香港人並沒有好好的留意這一點，如過去

一些年，因為從青蒿和砒霜中發現青蒿素和三

氧化二砷，中國的醫藥學家獲得了一系列的國

內外醫藥學大獎，如中國中醫科學院的屠呦呦

研究員 , 於 2011 年 9 月 23 日獲得了美國拉斯

克臨床醫學獎，這是拉斯克獎設立 65 年來首

次授予中國科學家，至今為止拉斯克獎得主超

過 300 人，已經有 80 人再獲諾貝爾獎，所以拉

斯克獎被認為是諾貝爾獎的風向標，而且後續

效應非常大，如香港大學醫學院畢業的醫學遺

傳學家簡悅威博士，因為基因診斷技術而獲得

1991 年度拉斯克臨床醫學獎，之後獲多個國際

大獎，2004 年又獲被譽為“東方諾貝爾獎”的

邵逸夫獎（第一屆），有關專家評介，屠呦呦

和簡悅威都有極高的幾率獲得諾貝爾獎。

青蒿素是中國在世界上首先研製成功的一種

新的化學結構的抗瘧新藥，它是從治療瘧疾中

藥青蒿中分離出來的有效單體，被世界衛生組

織評價為治療惡性瘧疾真正有效的藥物。它的

研究始於上世紀60年代中期，和“兩彈一星（原

子彈、氫彈和人造衛星）”一樣，是在中國貧

困時期，中國政府以舉國之力，由數百名科學

家經過堅持不懈的深入研究而取得的成果，其

中屠呦呦發揮了關鍵作用。2011 年度拉斯克獎

臨床研究獎頒發給屠呦呦，以表彰她為挽救全

球數百萬瘧疾患者所作的巨大貢獻。 她在《自

然醫學》（Nature medicine 2011；17：1220-

1227）詳細介紹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發現和

發明過程。

三氧化二砷是從毒性中藥砒霜裡面得到的抗

血癌新藥。最近，美國癌症研究基金會今年把第

七屆聖捷爾吉癌症研究創新成就獎授予中國工

程院院士王振義和中國科學院院士陳竺，頒獎

典禮將於 3 月 6 日在紐約舉行，以表彰他們成

功地將傳統中藥的砷劑 ( 三氧化二砷，Arsenic 

trioxide) 與西藥結合起來治療急性早幼粒細胞

白血病（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APL）

的原創性成果及全新療法。他們揭示了三氧化

二砷 ( 即砒霜 ) 抗血癌的相關作用機制，將砒

霜的研究推向了國際主流科學殿堂，在國際權

威頂尖雜誌上發表了一系列的論文，如《血液》

（Blood）, 《美國科學院院報》（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NAS），《科

學》（Science）等。現在砷劑已成為世界性的

治療急性早幼粒細胞性白血病的第一線藥物，

香港大學醫學院的鄺夭林教授還在 2010 年發明

了它的口服製劑便於病人服用。

從青蒿和砒霜中發現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

並將其研究發展為世界性的藥物，是中國人的

驕傲，對中醫藥研究和中醫藥事業的發展是一

個極大的鼓舞，從中我們可以得到一些什麼啟

示和思考呢？

1. 基礎設施和重點投資相結合，是中醫藥事業

可持續發展和取得世界領先成果的重要保

證。過去 60 年，中國政府首先在政策上把中

醫和西醫擺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推動中西

醫結合和多學科研究中醫藥，經過多年較全

面的發展，中醫藥教育培養的人才，在臨床、

研究和開發利用上大展拳腳，在中醫藥的金

字塔尖端，我們終於看到了青蒿素和砷劑兩

顆明珠，而在金字塔的底端我們看到了一個

巨大的中醫藥養身、保健、醫療和康復市場，

過去 3 年多來，中央財政共投入逾 173 億元

人民幣支持中醫藥發展，去年中國發表《關

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

要》，“支援中醫藥事業發展”又作為單獨

一節被列入《綱要》，在中醫藥的教育、臨

床、研究和開發利用上投放大量資源，其中

一項就是投資 50 多億元人民幣，加強市縣一

級中醫院的建設和提高服務能力。

中醫藥是中華民族對人類的饋贈（一）

－ 從青蒿和砒霜的研究說起
馮奕斌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
2012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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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中醫藥的發展，可以借鑒國內外中醫藥

發展的經驗，發揮自己的優勢。在合法的環

境下，在民間中醫藥團體的推動下，由政府

資助發展香港中醫藥不過是近 10 餘年的事，

建立了三家中醫藥學院，加上兩家西醫學院

和生命科學有關科學家的共同努力，中醫藥

研究與科技開發水準迅速提升，成立了 16 家

公立中醫診所，使中醫保健與醫療漸趨多元

化（個體、企業、大學和公立），但中醫藥

發展起步晚，人才缺乏，而中醫藥畢業生於

本地的就業市場小，因為中醫藥教育、研究

基地與設施規模小，中醫保健與醫療服務仍

未正式納入公共保健與醫療體系，尚無中醫

住院服務，中藥產業規模較小等等，對中醫

藥的發展造成了一些不利條件。另一方面，

香港也有自己的優勢：背靠祖國，長期以來，

香港是國內和國際中藥材市場的集散地，形

成了一些有名的中藥品牌，有濃鬱的中醫藥

文化，接受和使用中醫藥的民眾和社會基礎

較好 ( 超過 60% 市民使用過中醫藥，10% 中

醫診所，承擔了 22% 門診服務量 )，資訊發

達，生命科學研究水準世界一流，東西方文

化交融，兩文三語，法律與醫療體制與西方

國家類同，科研學術和市場環境較好，中醫

藥的規管體系基本建立，因而中醫藥教育、

醫療、研究和開發利用的成果，比較容易得

到國際認可和接受。建議特區政府辨明上述

香港中醫藥發展中的優勢和劣勢，認識中醫

藥學在現代醫療體系中的位置，中醫藥學的

特點，科學價值與商機，設立中醫藥發展專

署，訂立中醫藥發展的長短期目標，推動中

醫藥學的發展。

文章節錄自姚院士 2 月份到理工大學應用生物

及化學科技學系的講座。

中藥創新發展的兩個戰略任務

中藥的創新發展有兩個重要的方向，兩者相

輔相承，密不可分：一是在傳統的用藥基礎上

自主創新研究開發出「創新中藥」及「現代藥

物」；二是闡明中藥的科學內涵，提高中藥產

品的質量，使中藥產品符合作為現代藥物必須

具備的「安全、有效、穩定、可控」的質量要求，

這樣才可讓中藥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中藥的自主創新研究的重點

藥物的研發一般是按以下的程序進行：

找出合適的候選先導化合物是發現階段的最

重要任務，亦是創新藥物研究的基礎。候選先

導化合物的發現，是情報訊息和活性篩選互相

結合，經過反覆循環，不斷深入研究，才可選

定開發對象，然後再經一定的過程，才可進行

有關的臨床研究，生產銷售。

只有具有新穎性、創造性和實用性的化合物

才可能申請專利，通過嚴格審查才可能獲得知

識產權，並在此基礎上研究開發出創新藥物。

沒有智慧財產權的所謂“新藥”是不可能做強、

做大的。

中藥是我國特有的藥物資源，並經過千百年

的臨床應用實踐。從中入手，通過活性篩選找

出具有活性的化合物，是在中國自主研究創新

藥物的一條重要途徑，亦是中藥創新的一個重

點發展方向。

發現活性化合物的關鍵

1) 建立起良好的活性篩選體系

要發現活性化合物，一是要有良好的活性篩

選體系。傳統的活性篩選評價方法是採用整體

動物 ( 如 : 大鼠、小鼠、狗等 )，或離體器官，

如心臟，甚至是組織去做有關的效用評估。近

年來，由於分子生物學的發展，細胞、基因、

功能蛋白質等亦被廣泛使用在活性篩選上。最

近，果蠅、斑馬魚、線蟲等模式動物開始得到

廣泛的應用。總之，我們應該在生命科學的成

就基礎上研究建立一些自主創新的活性篩選系

對中藥創新發展的思考
姚新生院士 

現任暨南大學藥學院 /瀋陽藥科大學教授，暨南大學藥學院名譽院長、中藥及天然藥物研究所所長
2012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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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這是成功發現活性化合物的關鍵之一。

2) 建立一個適於篩選的中藥分離餾分樣品庫

另外一個關鍵是要建立一個適於篩選的中藥

分離餾分樣品庫。總所周知，中藥是由多成分

組成的複雜體系。對中藥提取物直接進行活性

篩選，常因成分之間的相互干擾出現假陽性或

者假陰性；一些微量活性成分也因其它成分的

掩蓋而無從識別。但是，若經過幾步有序分離，

將中藥提取物拆分成十幾個餾分，分離過程中

並不隨意丟棄任何成分。則所含化學成分將按

照“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原則逐步分流到

不同的餾分中去。隨後將分離餾分送去進行活

性篩選將可大大提高篩選結果的可靠性。在此

基礎上進行活性成分的追蹤分離，應可有望分

離得到活性化合物。如果採用多靶標、高通量

高內涵方式進行活性篩選與追蹤，不僅可能分

離得到作用於不同靶標、反映該中藥傳統功效

的多種類型活性化合物，還可能會有超越傳統

認識的新的發現。

從活性化合物到藥物先導化合物還有一段距

離，還要進行成藥性研究、毒性研究乃至結構

修飾等等。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生物學、

化學等不同學科的結合，並不是個人或單一學

科的研究就能成功的。

3) 政府的支持和高等院校的配合

醫藥產業從發現藥物先導化合物到進行臨床

前研究、臨床研究、生產、銷售，是個又長又

粗的產業鏈，但關鍵是“藥物先導化合物的發

現”階段。過去，政府對其工作的艱辛與困難

缺乏瞭解，投入不夠。最近已有改變。從 2008

起，在國家 973 項目中專列「具有創新藥物前

景的生物活性成份研究」。目的就是從中國特

有的資源入手，包括動物、植物、微生物、海

洋生物等等，去尋找及發現有成為創新藥物前

景的生物活性物質，為自主創新藥物研究奠定

堅實的基礎。        

姚院土認為高等院校應當重點在發現先導化

合物上下功夫，成為“知識創新”或“源創新”

的主力軍。產品的研究開發工作則要充分發揮

企業的主體作用。政府要引導高校和企業，通

過產學研結合，共同推進醫藥產業的進步。

中藥及天然藥物的新藥例子

近年，由全世界推出的小分子藥物新化學實

體中，有 63% 可追溯至天然產物，而且在某些

疾病的治療藥物中佔有很高的比例，如抗腫瘤

(65%)、抗感染 (78%)。在中國，天然藥物主要

是指中藥或其他民族藥物，從中研發出的新藥

約 40 多種，如從青蒿中找出青蒿素、麻黃中的

麻黃素、罌粟中的嗎啡及其他生物鹼、紫杉中

的紫杉醇等，這些創新藥物具有療效確切、副

作用小的特點，並得到廣泛的臨床應用。而產

品的例子有「丹參多酚酸鹽」( 由丹參提取的有

效成分做成的治療心血管病新藥，2010 年的年

銷售額達 5 億人民幣 )、「雷騰舒」( 由雷公藤

提取的有效成分做成的治療類風濕關節炎新藥，

已進入 I期臨床測試 ) 等。

中藥現代化和國際化的重點

中藥的創新發展除要自主創新研發「創新中

藥」與現代藥物外，闡明目前正在使用的中藥

產品的科學內涵亦非常重要。要通過現代科學

研究，揭示它們的功效物質基礎及其作用機理，

採取有效措施真正提高產品的品質，保證中藥

產品也能符合「安全、有效、穩定、可控」的

基本要求，這樣才可以令中藥趨向現代化、規

範化和國際化的發展。中藥產品才可能走出國

門，走向世界。當中的核心工作就是用現代科

學方法闡明中藥防治疾病的作用物質基礎和作

用機理。

現代藥物質量監控的基本原則

近年，與中藥相關的不良反應報導日益增多，

以注射劑的問題最為突出，並引發了公眾對中

藥產品的信任危機。因此，在中藥的科研上必

須加強，並透過建立中藥產品的安全性、有效

性、穩定性的標準，對中藥的產品的生產過程

( 原料、中間體、成品 ) 進行全面的系統監控和

建立監督體系，才可使中藥的產品質量得以保

障，達致安全、有效、穩定和可控的要求。

闡明中藥產品中功效相關活性成分

( 藥效成份 ) 的新思路

與民間藥、民族藥不同，中藥歷來組方用藥，

號稱“方劑”。其治療作用可能是通過多種活

性成份在不同層次對同一靶點或多個靶點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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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產生的綜合作用。猶如麻黃素不等於中藥

麻黃，青蒿素不等於中藥青蒿一樣，只採用單

一活性篩選體系追蹤分離得到的活性物質可以

說明中藥產品的部分功效，但難以說明其全面

的功效。

我們建議在著手研究複方中藥有效物質時，

首先要根據現代循證醫學 (EBM) 原則，採用

“雙盲對照、隨機分組及多中心觀察”方法進

行臨床試驗，確認該種中藥產品的有效性 ; 隨

後選擇與臨床效果平行、國際公認的動物模型

或者體外活性篩選評價體系，通過體外及體內

測試，確認方劑提取物整體及活性部位的活性

( 所用原料均需進行嚴格的鑑定，確保真實無

誤 )。在此基礎上才可以展開其基礎研究，以便

揭示中藥科學內涵需要研究的基本內容。

姚院士認為，中藥產品、特別是複方製劑，

要揭示其科學內涵，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1) 揭示其防治疾病的作用機理（作用靶標）以

及與功效相關的作用物質基礎（活性成分 /

群）；

2) 在對活性成分 / 群作用特點進行比較研究基

礎上，探討各組成中藥對複方的貢獻，選定

用於含量測定的指標成分 /群；

3) 在探討指標成分量—效關係基礎上，制定其

含量標準，確保產品的有效性；

4) 如臨床及研究過程中發現有毒副作用 / 不良

反應，則需查明相關的毒副作用 / 不良反應

成分 / 群，探討它們的量—毒關係，制定其

含量限度，確保產品的安全性；

5) 在對多批安全、有效產品（同一廠家或不同

廠家同一產品）的化學指紋圖譜相似度考察

基礎上，制定適宜的相似度波動範圍，確保

產品的穩定、可控；

總結

採用現代科學、特別是化學—生物學結合的

方法闡明中藥防治疾病的作用物質基礎與作用

機理，推進中藥現代化與國際化進程是我國醫

藥學界的共同戰略任務。研究方法仍要堅持貫

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要、也

不可能用一種模式統帥一切；只能讓實踐來回

答，讓歷史來做結論。

對傳統醫學，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態度都

是錯誤的。完全持否定態度的人不能說沒有，

但絕非多數。多數人是希望傳統醫學也要與時

俱進，不能總是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只有逐步

闡明中藥科學內涵，才能規範化、標準化，才

能保障人民健康，才可能逐步走出國門，走向

世界，為全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

有些朋友看到這個題目必然會認為筆者又在

發表陳腔濫調，翻炒香港人早已摒棄的概念。

這也難怪，「中藥港」在香港「講」了十五年，

花費了數億元，結果仍是乏善可陳，連它唯一

具代表性的機構「賽馬會中藥研究院」最終亦

被當局取締。「中藥港」( 官方稱「國際中醫中

藥中心」) 的成立構思及發展過程透明度不足，

外界因而知之不多。再加上某些傳媒發放大量

負面宣傳，渲染「中藥港」為「假大空」的代

名詞，使得大眾對「中藥港」的稱號抱著一定

的成見。但是筆者認為只要大家能開誠探討，

說清理據，實事求事地去推行，「中藥港」畢

創建「優質中藥港」
黃伯偉 / 胡恩權

2012 年 6 月 1 日

竟仍不失為一個可彰顯香港中藥優良本質的一

個代名詞。

擾攘十多年後為甚麼又再「舊事」重提呢？

原因很簡單：今天內地中藥及中藥材質量的普

遍失控，慘不忍睹。在中華大地，目前可能只

有香港才具備一些條件和資源來抗拒這股逆流，

並可藉此機遇來打造出一個「優質中藥港」。

藥材質量失控

據《新華網》2 月 13 日報導 ( 節錄 )：『在

江蘇省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小組

討論上，江蘇省人大代表、常州市中醫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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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琪提出的議案披露在國家標準中明確炮製標

準的藥材僅占全部藥材的 2.7% …中藥飲片品質

令人堪憂。此外 , 中藥飲片不合格率一直高於

西藥和中成藥。藥品稽查查出的案件中 , 48%

涉及中藥飲片。』

上述報導反映出內地中藥材質量的失控程度

令人矚目驚心。如再加上過去十年來各地陸續

報導中藥材的做假、攙雜、燻磺、漂白、提空、

加重等不法手段的層出不窮，老百姓對內地中

藥材的信心早已喪失殆盡。中藥材質量失控所

產生的骨牌效應最終極有可能會摧毀全球中藥

醫行業。若大家不奮起「救亡」，中醫藥可能

會在一、二十年之內被徹底毀滅。諷刺的是：

三十年代國民政府擬取締中醫的苛政，竟然有

可能在 80 年後由中醫中藥行業自己來完成。

從源頭抓起

今天大陸市場上霾漫著「買平買靚不理安(全

純 ) 正」的風氣。據聞，連一些中醫院的採購

策略也是這樣。在源頭和上游的農民、收購商

和分銷商看準了這種心理便克意喬飾藥材外表

以牟取暴利，有效無效，安不安全管他的。橫

豎目前還沒有簡易的機制來檢測出藥材的安全

性、純正性、含量和功效。另一方面，國家幅

員遼闊，要認真管起來也不容易。況且民風不

古，若要將藥材在經過多層人手後送到消費者

面前時仍保持完整無瑕，談何容易 ?

國內做不到的香港可以做得到嗎 ? 香港人

「買平買靚不理安正」的傾向與國內同胞無異。

事實上亦不能怪他們。因為在一般市場上誰也

無法確認「安正」，在缺乏簡易識辨「安全」

和「純正」的方法情況下，無可奈何的消費者

亦只能唯有追求「平」、「靚」而已，別無他法。

針對這種情況，香港政府在 2010 年成立了

「香港檢測和認證局 Center of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CTC)」，並在其轄下組織了「推

動中藥行業檢測和認證服務小組」。小組的使

命正是要為在港銷售的中藥材確定甚麼是「安

正」，並為個別產品在進行檢測認證後頒發證

書和標記以資識別和確認。

一旦香港的消費者學曉如何按 CTC 標記的含

意來評價藥材的客觀「價值」，市場機制亦自

動起作用。消費者便可按「價值」來作交易決

定，而不需再依靠所謂「老字號」的品牌或售

貨員的口才來議價。在這個新機制之中，買賣

雙方的交易力量由於客觀「價值」資訊的出現

而對調或攀平。消費者現在可用手中的現金來

選擇和主導產品品質的要求，市場亦可逐步脫

離藥材「買賣雙方盲目交易」的時代。

就算「標記藥材」一般價錢較高，只要它們

來源清晰、質量明確、物有所值，相信港人是願

意花錢買的。「自由行」人士亦何不如是。香港

地方雖小，但市民質素高，消費能力較強，社會

運作亦上軌道，所以香港作為試點來銷售經檢測

認證的優質中藥材，成功的機會應比內地大。一

旦本計劃在港成功推出，國內外市場應是無遠弗

屆。一個全新、透明度高的藥材市場便會在香港

率先發展起來，為香港可帶來的裨益實不容低估。

「安正」不能空談，必須從上游源頭抓起。

在數年前，困難還是較大。但是近年來各方面

的條件較成熟。以前做不到的現在可以辦到了。

例如產地的 GAP、炮製包裝的 GMP、藥材檢驗、

倉庫管理、物流等等各個環節現在都可以達到

一定的水平，使得藥材可以直接從產地運來香

港而中間再無需經過中間人，完全免卻運輸途

中的污染機會。成功的關鍵視乎企業本身的管

理運作是否完善和內地合作伙伴的誠信和操作

水平。

一子活  全盤皆活

在改革開放前，香港獨執世界中藥材市場牛

耳，隨後市場不斷萎縮。回歸後十四年「中藥

港」宣告失敗。「優質中藥港」是否會幫助香

港從新脫穎而出，還要看行家們的眼光、決心

和魄力。就以香港中藥業本身的實力而言，要

打造一個「優質中藥港」，能力應綽綽有餘，

亦無需等待政府制訂政策來推動。希望行家們

認識這個機遇，早日與內地殷實藥材基地合作，

共創新式藥材市場。

沒有優質藥材就如無米之炊，一切都只是空

談而矣。一旦藥材的安全性、純正性、含量和

功效獲得確切的保障，我們方有基礎來討論中

醫藥更高層次的發展。有關的範疇自然包括中

醫藥科研，新產品開發，養生知識推廣、中醫

藥優化教育和中醫融入公共醫療體系等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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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新政府上任後能從速落實其《政綱》中成

立「中醫藥發展委員會」的建議，希望「委員會」

會早日雲集各方專家、持份人士和團體以及公

眾人士等，放棄前人閉門造車的作風，公開徵

求中醫藥發展的意見。大家出謀獻策，早日為

這個直接關乎本港經濟民生的大板塊，制訂一

個高瞻遠矚、實際可行的政策。

檢測認證是特區政府提出的發展香港六大優

勢產業之一，也是國家十二五規劃中明確表示

支援的優勢產業。

中藥的品質是國際關注的話題，也是過去十

年中，國際現代化中醫藥會議（ICMCM）涉及的

重要課題之一。ICMCM 先後邀請了中國、美國、

歐盟等國家和地區藥典委員會和相關學科的專

家學者，就中藥的品質評價等熱點話題舉行專

題演講。

香港作為國際中藥貿易中心之一，是中藥進

出國際市場之要塞，香港中藥的品質直接反映

並影響著海內外中藥市場的狀況。

去年 8 月在港舉行的第十屆 ICMCM 會議，香

港檢測和認證局「推動中藥行業檢測和認證服

務小組」召集人賴福明醫生，發表了題為《推

廣中藥檢測和認證服務》的演說，強調香港在

推動中藥檢測和認證服務具備的發展機遇。

2010 年，在香港中成藥及中藥材的進口貿易額

分別為 8.2 億及 20 億港元，轉口貿易額分別

為 3.3 億及 8.6 億港元。2010 年本港製造中

成藥出口貿易亦達 13 億港元。鑒定中藥的真偽

優劣是香港中藥檢測和認證服務的新商機。

回顧香港中醫藥的發展，有成功的經驗，也

有失敗的教訓。香港有哪些優勢與不足，如何

揚長避短，滿足社會的需求，是我們應當思考

的。

我來香港已經十四年，我和我的研究團隊一

直致力於中藥的品質評價研究，目的之一是為

保障中藥的安全、有效、品質可控做些相關基

應在香港建立中藥檢測中心及

國家重點實驗室
趙中振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副院長，
ICMCM 2012 會議聯席主席

2012 年 7 月 27 日

礎工作。工作進程中，得到了香港政府、業界、

學界和廣大市民的大力支持，同時我也更加體

會到這些工作的重要與迫切，更加感受到海內

外對香港的關注與期盼。

2003 年，由中國銀行（香港）資助、在浸會

大學建立了中國銀行中藥標本中心。這是一個

服務教學與面向社會的機構，過去幾年來訪者

已超過五萬人。該中心以藥材與植物標本對應

為特色，以“立標明真”為目標。收藏的藥材

標本和原植物憑證標本符合國際標準，已經被

列入世界知名標本館名錄。作為中藥標本中心

的擴展，2010 年由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與中醫

藥學院合作創建了藥用植物圖像數據庫，收集

了常見的 1000 多種藥用植物的有關資料。不到

短短兩年，訪客人數超過 100 萬，每天點擊率

超過 2000 次。最近，這一數據庫榮獲了 2012

年美國圖書館學會國際創新服務獎。

2004 年，由香港中藥聯商會發起並統籌、香

港工業貿易署資助，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作為學術帶頭團隊，香港 30 多個團體參與開展

了澄清香港混淆中藥的研究，編著出版的中、

英文版《香港容易混淆中藥》，免費派發逾 2

萬冊，在海內外引起熱烈反響。官產學相結合

的學術推廣，使香港市售中藥的混淆品種大為

減少，在國際中藥市場上起到示範作用。另外，

我們團隊編著出版的《當代藥用植物典》2011

年榮獲得國家最高圖書出版獎；《中藥材鑒定

圖典》一書，2012 年獲選為中國第三屆「三個

一百」原創圖書，屬於科學技術類一百本獲選

作品之一，此書的日文版也即將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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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是香港最早由大學

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中醫藥高等教育機構，

一向積極推動中醫藥在教學、研究、醫療服務

及科技開發等範疇的現代化和國際化。十年來，

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培養的香港唯一的中藥專

業本科生畢業生已有百人，此外還有眾多的碩

士、博士。如今這些香江中藥後來人，已經活躍

在政府機構、科研院所和民間，不少在從事中

藥質控相關領域的工作中發揮了生力軍的作用。

人們常說，國際競爭有三個層次：產品、品

牌、標準。香港衛生署統籌制訂的《香港中藥

材標準》，由多間大學與研究機構參與和國際

專家委員會督導，是一個國際化的中藥材標準，

擬收載約 200 味中藥材。迄今為止，已經頒佈

了四期，收載了 98 味中藥材。在參與制定香

港中藥材標準時，以紮實的科學研究為依託，

而非僅僅編輯修改既有的資料。在生藥學的研

究領域，以顯微領域國際著名雜誌 Microscopy 

Research and Technique 發表論文為例，過去

7年間，共刊載有 21篇與中藥鑒定相關的論文，

其中 15 篇出自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的研究

組，佔論文總數的 71%。

中藥的鑒定與品質評價是一項系統工程，還

是一項輻射全球的重大研究課題， 涉及傳統與

創新。這一工作的開展，需要基地、技術與人

才。筆者在 2003 年曾經在《大公報》呼籲，在

香港應當建立涵蓋中藥檢定的藥檢機構，進一

步完善中藥的監管。藉此欄目，筆者再次呼籲，

應當努力在香港建設中藥檢測中心及國家重點

實驗室。我們的中藥檢定技術並不落後於國際

與內地，如果有了這樣一個技術平臺，不但中

藥的鑒定與品質評價研究可以更上一層樓，而

且，該機構可為中藥製造業、進出口提供產品

檢驗服務，為建立香港的中成藥品牌和國際認

可的中藥標準貢獻力量。

2012 年 5 月，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合作中

心在香港落戶。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我衷心

希望香港在新一屆特首領導下，不辜負消費者

的期盼，不辜負時代的重托，奠定中醫藥走向

國際的基石。香港有能力、有條件、也有責任

把好中藥品質這一關。

最近參加了「如何界定產品為中成藥」的簡

介會。在會中及會後筆者都感慨良多，因為「甚

麼是中成藥」這個議題在《中醫藥條例》立法

十三年後竟然仍有很多模糊不清、模稜兩可的

地方，不少個案都要靠執法人員「理解」和「領

會」條文原意才可決定是否「中成藥」。這種

做法增加了執法的困難和任意性，容易使得政

府的權威和公正形象受損，申請者亦感到無可

適從和無奈。這個現象折射出來的是《條例》

內「中成藥」定義的本身可能還存在不完善和

缺乏嚴密之處。本文提出一些觀點，希望引起

大家的關注，以求早日找到適當的途徑來使得

「中成藥」條文更為清晰和易解。

「中成藥」的「唯物料」定義

香港《中醫藥條例》內「中成藥」的定義是

這樣的：

中成藥應有 "靈魂 "嗎 ?
黃伯偉

2013 年 5 月 10 日

“ 中 成 藥 ”(proprietary Chinese 

medicine) 指任何符合下述說明的專賣產品 —

(a) 純粹由下述項目作為有效成分組成 —

  (i) 任何中藥材；或

  (ii) 慣常獲華人使用的任何源於植物、

  動物或礦物的物料；或

  (iii) 第 (i) 及 (ii) 節分別提述的任何藥材

及物料；

(b) 配製成劑型形式；及

(c) 已知或聲稱用於診斷、治療、預防或紓

緩人的疾病或症狀，或用於調節人體機

能狀態；

由於 (b) 及 (c) 是中西成藥或保健品共有的

一般性質，對決定是否「中成藥」關係不大，

所以無需細談，剩下的 (a) 點條文便成為「中

成藥」定義的關鍵文字了。先談「專賣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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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詞。《條例》中並未註明「專賣產品」所指

的是甚麼，因此人言人殊。香港的《條例》以

英文法律為依歸，Proprietary 相信含有「專

屬」的意味，由於「中成藥」一般沒有專利權，

所以可以排除「專利」的含意。

另一猜測是外國人見到不少「中成藥」有

獨家秘方或通過專門店來銷售，可能因而用

proprietary 這個字來形容「中成藥」。可是

今天大部份的產品都採用公開的方劑來配製而

銷售的渠道亦大都是大眾化的商場。應該說市

面上絕大部份的「中成藥」都不合乎上述「專

賣」的意義。那麼「中成藥」的定義是否因為

英文翻譯而使人難明何所指呢？又假設如有中

成藥在盒面註明「非專賣產品」字樣，這樣的

產品是否就可以不受監管呢？

既然「中成藥」都是製劑，是否用 ”

prepared” 一詞來代替”proprietary”及用

「製劑」來代替「專賣產品」會更為恰當清晰呢? 

另一具爭議性的詞語是(a)條文內的「純粹」

(solely) 二字。這兩字敞開了一個頗大的法律

漏洞，按這條文的字面解釋，只要在一般認為

是「中成藥」的方劑內摻入一些非中藥成份便

可使該方轉變成為「非中成藥」，而不受《條例》

的規管。若按此解釋來執法，本條文便為專門

鑽「法律空隙」之徒大開方便之門，但卻變相

懲罰了老實守法的商人。相信這不是立法的原

意吧。

(a) 條文 (及後來發表的《規例》)不厭其詳

地列舉出哪些物料才算是構成「中成藥」的成

份。這意味經由這些物料或藥材組合出來的處

方所配製成的產品便是「中成藥」了。筆者稱

這個觀點為「唯物料論」。只需細心一想，便

發覺這種說法不妥，難道凡是將 (a)條文容許的

物料胡亂拉集成方所生產出來的產品都可以算

是「中成藥」嗎？這在邏輯上顯然是不合理的。

既然《條例》內有關「中成藥」的條文都不

能為「中成藥」的定義解釋清楚，那麼它到底

缺乏了些甚麼關鍵性元素呢？

給「中成藥」賦予「靈魂」

大家不妨看一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2009

年發表的《中成藥臨床應用指導原則》「前言」

內的論述：「中成藥是在中醫藥理論的指導下，

以中藥飲片為原料，按規定的處方和標準製成

具有一定規格的劑型，可直接用於防治疾病的

製劑。」原來「唯物料論」的「中成藥」定義

缺乏的就是「中醫藥理論」這個「靈魂」。沒

有「中醫藥理論」，藥材和物料組成的方只是

一堆植物部位的混合物而矣，只有在「中醫藥

理論」的指導下它們才能互相配搭成為一道可

產生協調或協同效應，同時亦兼顧到用者體質

的「中成藥」處方。其道理就如一部缺乏軟件

的電腦就只不過是一堆「無腦」的「物料」( 或

「廢料」)而矣。

有了「中醫藥理論」，就算採用的物料本來

不合乎(a)條文的要求其實也可以作為組成「中

成藥」的成份。西洋參就是這樣在明朝從北美

傳來中國再經「中藥材化」的定性 ( 氣味、歸

經等 ) 便成為中藥材而可與其他藥材組合成中

藥方。

由此可見，「中成藥」定義的關鍵要素是「中

醫藥理論」，其次才是藥材和物料。而這些物

料亦必須是經過指定的方法炮製出來的飲片，

然後在「中醫藥理論」指導下組方、生產和再

經「論證施治」才可算是真正的「中成藥」。

不合乎這個規定的產品我們只可稱之為「天然

健康產品」、「植物藥」或「草本藥物」之類

而不宜稱之為「中成藥」了。對這些「非中成藥」

產品，政府應另行立例規管，不應與「中成藥」

混為一談。

上述對「中成藥」定義的理解會使得「中成

藥」和其他天然產品涇渭分明，定位清晰明確，

在監管上相信亦會減少混亂的情況。

從新審訂《中醫藥條例》

《中醫藥條例》在 1999 年出台，有人稱《中

醫藥條例》是將監管西醫藥的一套照搬過來然

後再由律師「潤色」一番而成。無論是真是假，

香港作為國際城市，《條例》當中含有一些監

管西醫藥的影子也不足為奇。可是十三年來，

無論政府、中醫界和中藥業界都已在實踐《條

例》中爭取了不少經驗，對中醫藥本身及其規

管亦加深了體驗，《條例》和《規例》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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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缺陷」和問題亦相繼浮現出來。因此，趁

著現在政府成立「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的機

會，「官產學研」應一起來集思廣益重新審訂

《中醫藥條例》，去蕪存菁，按目前的認識和

理解，還原中醫藥的本來面目來賦予《條例》

新的意義和活力，使得香港「中醫藥發展」可

以穩站在一套更合理、更明確和更堅固的法律

基礎上闊步前進。

中醫藥源遠流長。是中華民族的共同遺產。

但是，在過去幾十年，由於種種原因中醫藥卻

被人為地劃分為四個市場來營運和規管。相信

這是老祖宗們發夢也想不到的。

數十年來的歷史進展亦使得四地的中醫藥發

展各有特色。台灣最早受歐美和日本的影響。

率先推行現代化，其成果有目共睹。內地在改

革開放後亦加速了現代化的步伐。再加上有龐

大的市場作為基礎，很快便創建了大量具實力

的企業。澳門回歸後扶助中醫藥不遺餘力，在

新政策的支持下，成立了中藥養生產業園，營

造良好環境，吸引了不少投資者的目光。

關鍵在提升「投資回報」

香港雖在回歸後宣稱要締造「國際中醫藥中

心」，但是至今十七年，政府漠視港英政府時

期中醫藥產業的積弱，錯誤地奉行側重監管不

事扶植的措施。以至到今天連一套像樣的產業

發展政策都未制訂，更遑論去發揮其所謂科技

及國際平台的優勢。香港本身市場狹窄，註冊

成敗難料，當局又不斷揚言要強制推動最高級

別的 GMP。在回報難保的前提下，不少行業人士

均持觀望態度。在缺乏新投資的補充，香港中

藥產業的萎縮恐怕只是遲早的事，未來行業的

主要收入可能就只能依靠「自由行」了。

若要重振中藥產業政府與行業須攜手合作。

一方面需要重議《中醫藥條例》和其他現行規

例，將錯誤、模糊、存有漏洞和與實際脫節的

條文予以修正。更重要的是釜底抽薪，協助中

藥產業開拓更廣闊的市場，使得行業的回報提

升上一定的水平以提供充份誘因給企業家來投

資在新的科研項目、GMP 設備和人才。否則盲目

採用「揠苗助長」那一套而不事開源就只會將

倡建大中華中藥共同市場
黃伯偉

2014 年 5 月 9 日

香港中藥產業趕入窮巷，最終被迫離場。

香港不少人在一提到擴闊市場就只想起歐美

市場，但對大部份的本港企業和產品來說這條

路是不切實際的，因為外國的中藥營商環境是

越來越嚴峻而非越來越寬鬆，能真正走出唐人

街的中成藥目前基本上沒有。因此要擴大市場

就應朝向全球經濟最蓬勃的地區—大中華和亞

洲來著眼，成立『大中華中藥共同市場』的想

法自然便呈現出來。

『大中華中藥共同市場』

或有謂香港和內地之間已有 CEPA 來促進貨物

流通何需再另闢『共同市場』? 原因是 CEPA 針

對的只是關稅問題，中成藥是特殊產品，在各

行政區都是事先要註冊才可銷售的產品。香港

中成藥如要在陸港兩地同時銷售就需要註冊兩

次，如要在整個大中華區銷售就要註冊四次。

本是同一源頭的中藥卻人為地要在神州多處註

冊才能賣給全體炎黃子孫，其荒誕之處不言而

喻，亦非 CEPA 所能給予解決。

在十多年前，四地的情況各異，這種不合理

的現象還可說得過去，但是現在四地之間的科

學及生產水平、規管原則、註冊要求等已逐漸

邁向同一個方向和踏上同一台階。所以現在應

是時候考慮將四地的市場聯繫起來成為一個遼

闊的市場來支撐各地優秀的中成藥，使它們有

足夠的回報來免於凋謝。

『共同市場』並非甚麼新概念，最為人熟悉

的應算『歐洲共同市場』。它的成立大力推動

歐洲的經濟成為世界上一個舉足輕重的體系。

台灣蕭萬長先生亦於 2001 年間提出『兩岸共同

市場』的構想，但後來卻因政黨輪替而未成事。

『大中華中藥共同市場』是以單一特殊產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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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一個小『共同市場』，亦可以考慮在陸港

澳之間先行成立，然後待時機成熟之後才加進

台灣市場。在歷史上來說，歐洲也是從『煤鋼

共同體』的特殊產品來起步的，在短短八年間，

『共同體』的鋼鐵產量增加七成五，令人矚目。

『共同體』在這個基礎上再逐步加入其它地區

和產品，最終成為今天的歐盟。

因難和俾益

成立『共同市場』最困難之處相信是如何去

「協和 (harmonize)」四地的中藥監管和註冊制

度。在這方面，其實四地各自在參與國際醫藥

「協和」論壇和談判中已累積了不少的經驗，

再加上四地目前的對中藥認知和技術水平亦漸

趨一致，相信只要抱著誠意來討論遲早都會有

成果的。或有人會擔心某地在生產上監管不力，

以致有問題的產品在流入了別的地區後產生惡

果，但只要後者能嚴格執法，相信在四地之間

互相協調，互相監督，互相提攜之下中成藥產

品本身和其規管制度一定會漸臻完善。

『共同市場』的成立驟眼看來只是對港澳台

有利。其實不然。改革開放以來，在國家扶持

和市場龐大的雙重有利條件下，內地建成了不

少巨型中藥企業，港澳台企業實無法相比，所

以難以成為內地的威脅。從另一角度來看，港

澳台一些優秀的企業，由於市場狹窄而多年侷

促一隅，以致往往捉襟見肘。『共同市場』的

成立會帶給這些企業應有的合理回報，使得它

們可以生存下來和供應優質品種給整個中華民

族，這對中醫藥的延續和承傳應是一件大好事。

『大中華中藥共同市場』這個新課題需要有

更多專家來參與討論，其中牽涉問題的複雜性

當然不容低估，所以兩岸四地應盡早啟動對此

課題研究和交流的機制。希望通過大家的努力，

營造共識，早日將分隔四個市場的藩籬拆除，

凝聚力量，擴展和鞏固全體中藥產業，促使中

醫藥得以惠澤遐邇。

最近，台灣的衛福部提出「藥事法」修法，

目的是為了建立中藥材販賣者的管理制度，即

開放中藥材商通過一定修業 ( 修畢 162 小時的

中藥從業人員課程 ) 及技能檢定後，即能開設

中藥房進行批發及零售，引發當地中、西藥師

界不滿。在 5 月 22 日有近 600 多名藥師到衛福

部中醫藥司及行政院抗議。台灣一些業界人士

不但認為衛福部有偏袒中藥商，而且有疏忽民

眾用藥安全之虞。另外，部分中藥商也不贊成

修法，認為衛福部應該直接推行「中藥師」制

度，才能徹底解決問題。

我們可以從台灣的情況，借鑑到香港對中藥

材零售、中藥材批發、中成藥製造及中成藥批

發的規管，並對有關人員包括負責人及提名人

的要求作深入分析及瞭解。根據《香港中醫藥

條例》的要求，凡任何人士欲經營中藥材零售、

中藥材批發、中成藥批發或中成藥製造，均必

從臺灣修改藥事法

談香港中藥師制度的發展
鄭全龍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中醫藥學學部
2014 年 7 月 4 日

須向衞生署中藥組申領有關牌照，待獲發有關

牌照後，方可經營其業務。另外，根據《條例》

第 132(1)(b) 條及第 114(2)(b) 條，中藥材零

售商及中成藥製造商須分別提名一名負責監管

中藥材配發人員及中成藥製造人員，及不多於 2

名副手，其中一名副手須在負責人不在場時執

行其職務。而每名獲提名人士的資歷要求，必

須符合《中藥規例》附表 1 訂明的要求。在知

識及經驗方面的最低要求須符合資歷中其中一

項，當中包括持有中醫藥學士學位及有半年在

香港配發中藥材的經驗；或持有中藥文憑及有

一年在香港配發中藥材的經驗；或註冊的藥劑

師並持有香港任何一所大學所頒發的中藥深造

證書及有一年在香港配發中藥材的經驗；或由

香港的一所大學或職業訓練局頒發的 120 小時

的中藥證書及 3 年配發經驗；或 5 年配發中藥

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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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4 年，內地已經實施執業藥師制度，

反觀現今香港對中藥藥劑執業要求較低，目前

並沒有註冊中藥師制度，中藥配劑員的資歷也

沒有法定的要求。根據《中藥材零售商執業指

引》，配劑員應具備的知識只要求對藥材飲片、

調配藥材飲片、炮製工藝、鑒定方法及附表 1

藥材的飲片有 “基本知識”，並未具體列出需

要的資歷要求，明顯未能符合市民對業界的期

望。

其實對中藥的安全、質量及有效性的進一步

保障，以及為市民用藥福祉的有效把關，政府

應按香港的具體情況作出長遠的規管安排，建

立法定的註冊中藥師及註冊中藥配劑員制度，

提升專業地位。

現時護士、助產士、藥劑師、醫務化驗師、

職業治療師、視光師、放射技師、物理治療師

及脊醫等 13 類醫護專業人員已制定註冊制度。

根據 2013 年 10 月申訴專員發表的主動調查報

告《政府當局如何監管不受法定規管的醫護專

業》中顯示，有超過 7,300 名不受法定規管人員

分屬 15 類醫護專業，其中配藥員 (Dispensers)

佔 1,961 人 (27%) 服務於公營及私營機構，而

該 15 類醫護專業卻並沒有包括中藥師及中藥

配劑員。如按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網站的資料估

算，中藥材零售商及中成藥製造商共4,849間，

按每間 1 名負責人及 2 名副手推算，約共有

14,500 人在業界服務，比起在調查報告中的 15

類醫護專業的總人數多出 1 倍。

在申訴專員發表的主動調查報告中批評衞生

署應該留意不受規管的醫護人員所提供的服務

可能對市民帶來的風險，而且衞生署目前並沒

有任何有效機制監測不受規管的醫護人員的服

務水平，以及檢討法定規管的需要。最近有消

息指出，政府有意對目前未有法例規定需註冊

的醫療專業引入自願註冊的可行性，當局會成

立由業界和業外人士組成半官方機構，認證相

關的專業資格，政府負責該機構的秘書工作。

長遠而言，法定監管和註冊制度有助維持有

關人員的專業操守，以及提升相關的專業水平。

政府應該制訂出有系統的中藥師及中藥配劑員

註冊制度和長遠的培訓規劃，可供中藥配劑員透

過進修、考試及實習等獲得註冊中藥師的資格，

並在法例中加入註冊中藥師作為中藥材零售商

及中成藥製造商的負責人的資格。另外，政府

亦應考慮開放持續進修基金資助的範疇，增加

對中醫中藥和中藥檢測鑒定的科目，配合政府

推動中藥的檢測及認證發展，支持及提升中藥

業界的專業水平，加強香港在區內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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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發展

香港中醫教育發展的經歷十分漫長。過往港

英政府時期，中醫執業並無規管，更遑論對中醫

的水平和教育的重視。過往中醫教育形式大致

分為三類：(一)透過祖傳或師徒方式傳授；(二)

民間團體或業界營辦中醫學院；(三 )本地專上

院校與國內中醫學院合辦的自資兼讀課程。回

歸後，為配合中醫藥條例 (第 549 章 )之中醫註

冊制度，香港三間大學先後開辦全日制中醫學

士學位課程，旨為培訓本港新一代註冊中醫師。

這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但亦僅是一個起步點

而己。近代社會對中醫的需求日增，對中醫的

學術水平和醫事職能有較高的期望，中醫教育

發展卻有所限制。以下探討三個主要問題：

一、大學撥款

由大學開辦的中醫課程的營運經費主要來自

教資會 (UGC) 和研資局 (RGC) 的撥款。現時中

醫課程的資助單位成本是以理科學生計算，而

非醫護的生的水平計算，或按照中醫學科的特

點來制定方案。結果，中醫的研究課題除非掛

上科研或西醫的內容，否則在聘請教員、申請

研究經費等都失去優勢。

二、缺乏中醫學生實習場地

根據有關註冊規定，中醫本科課程須包括不

少於 30 周的畢業實習。唯香港縱然具備國際級

的醫療設施，卻缺乏中醫實習的場地，使學生

需到國內的中醫院完成實習。礙於醫療法規的

差異，中醫學生在國內醫院所學的，往往未能

全面運用在本地醫療制度中。

三、在職培訓

現時本港並沒有為中醫訂立的在職培訓機

制。中醫師本科畢業後僅能透過攻讀科研或授

課式研究生課程獲取高等學歷，而尋求臨床培

訓卻苦無出路。近年，醫管局、大學、志願機

構合辦的 15 間公營中醫科研中心，正推出中醫

在職培訓及進修試驗計劃，讓個別的初級中醫

師晉升至高級中醫師。唯這些計劃尚待長期的

經費支持，未能惠及大部份的中醫畢業生。

由此可見，由於欠缺長遠規劃和資源投入，

香港的中醫教育發展仍然滯後，專業發展階梯

亦然未見明朗，使有志投身中醫藥界的學子卻

步。展望政府能制定中醫發展的長遠規劃，增

加教學資源、臨床培訓基地及在職培訓機制，

使中醫教育發展穩步向前。

香港中醫教育發展需另闢新途
梁榮能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院長
2011 年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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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 97 年回歸以來，中醫正規高等教育從

無到有，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現時本港包括香

港浸會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以及香港大學等三

所公立大學中均設有中醫學院，致力培養中醫

藥的專門人才。上述三所大學每年合共培養約

共 80 名中醫本科畢業生，在過去十年來，這些

中醫畢業生中大多數都能順利通過香港中醫藥

管理委員會 ( 中管委 ) 舉辦的一年一度的中醫

執業資格考試，成為正式的註冊中醫，邁向勞

工巿場，服務廣大巿民。

除了本地三所大學的本科畢業生外，香港中

文大學中醫學院下屬的中醫學碩士學位課程(為

四年全日制 ) 也招收為數不等的已具第一學位

的學生。這些學生經過共四年的在校學習和臨

床實習之後，經考核合格，不但授予中醫學碩

士學位，也獲得中管委的中醫師執業考試資格。

除了以上本港的中醫畢業生作為香港中醫人力

巿場的主要來源外，不少本港高中畢業生或已

具副學士學位的學生還可選擇到內地就讀全日

制中醫學學士學位，他們畢業後返港同樣可以

參加中醫執業考試。據不完全統計，這些於內

地畢業的中醫本科畢業生的人數逐年增多，近

年已逐漸超過本港大學培養的中醫學士和全日

制中醫碩士人數的總和，成為中醫業界一股不

可忽視的新興力量。

經過過去十五年的人材積累，全港現有正規

註冊中醫師 6500 多名。為了保證這些中醫師的

專業水準，中管委制定了註冊中醫師的續牌機

制，註冊中醫師須於三年之內獲得持續進修學

分 60 分，方可續牌。持續進修的初衷和目的是

促使中醫師不斷學習，更好地瞭解認識醫學領

域 ( 包括中醫和西醫 ) 的新進展，與時俱進，

不斷提升自己的專業水準，更好地服務病人。

不過，很多時候，這些持續進修並非系統性地

進行，大多數註冊中醫師都是在百忙之中利用

工餘時間去聽一下講座 , 或參加一些短期訓練

班，一般都沒有一個周詳的持續進修計畫和長

中醫專科化是本港中醫發展

必由之路
林志秀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副教授 
2013 年 1 月 18 日

遠的專業發展目標，因此 , 總體來說 , 香港註

冊中醫師在本科以上的醫學教育和在崗培訓並

不足夠 ,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香港註冊中醫的考牌和進修制度，至今已實

行了十餘年。現時本港中醫是以全科醫生的形

式進行註冊，雖然註冊中醫可於稱謂後以括號

註明“全科＂、“針灸＂或“骨傷＂，但事實

上現在香港並沒有實行中醫專科註冊制度，這

種狀況與本港的西醫實行得十分成熟的醫學專

科制度有天淵之別。由於醫學發展的分科越來

越細 , 醫療活動趨向精專，因此，為提升香港

中醫業界的專業水準 , 有必要向中醫專科方向

發展。例如可以在中醫全科方脈領域中再細分

不同的專科，如心肺專科、消化 ( 肝膽脾胃 )

專科、腎和泌尿專科、風濕痹證專科、婦科、

男科、腫瘤專科、皮膚專科等等。而針灸和骨

傷跌打則當然是二個頗具中醫特色的傳統專科。

不可否認，中醫專科化將是本港中醫未來發

展的趨勢，目前政府正在籌建中醫藥發展委員

會，其中一個重要的使命便是建立和推動中醫

醫療專科化。至於如何將這一使命變成現實 , 

將是中醫藥發展委員會所面臨的一道艱難的命

題。好在香港的西醫界已有一套完善的醫學專

科教育和管理機制，中醫界可以借鑒現時本港

西醫專科學院的培訓考核和發牌模式，縮短用

於探索符合自身發展路徑所需的時間。由於香

港的中醫界沒有與香港醫務委員會對等的具有

法規效力的自律團體 , 中醫專科化的發展過程

中政府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政府有義務在硬

體上給予適當扶助 , 如撥地撥款用於建立中醫

專科學院 ( 坐落于港島黃竹坑美倫美渙的香港

醫學專科學院大樓便是政府免費提供土地和部

分經費而得於建成 )。軟體方面則可以通過中管

委或中醫藥發展委員會來負責和統籌中醫專科

人才的培訓、考核、進修以及受理投訴等事項，

做好專科人才管理，促使中醫專科化朝著健康

軌道發展。在人力和技術上則可以與大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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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符合不同中醫專科的訓練課程，高效率地

培養適合香港醫療環境的中醫專科人才。經考

核合格後，中醫師可以採用某某專科的專業稱

號，一來可以提升中醫師的專業地位，二來也

有利病人找尋合適的醫師來診治。

回首過去十五年，中醫藥在香港的發展的歷

史雖然不算很長，但是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斐然

成績，而中醫師的註冊制度無疑是這一發展過

程中一個重要的分水嶺。中醫人才持續培訓無

疑是保證該行業不斷進步不可或缺的措施，可

以預計在可見的將來，中醫的專業化過程將是

另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這一舉措的實現，不僅

是業界所祈求的願望，同時也是廣大患者的福

音。

特首施政報告拍板將建立中醫院。這個消

息相信會讓不少中醫人興奮不已，因爲大家期

盼有一個獨立的中醫院能够向市民提供完善的

中醫醫療服務已久。在醫管局工作時，我落實

建立了分區的三方合作中醫社區醫教研中心，

並推動循證中醫學（Evidence-Based Chinese 

Medicine，EBCM）模式，爲中西醫合作奠定基

礎，亦鼓勵中醫業界籌備設立中醫專科，以上

這些工作是實現我對中醫藥發展願景的準備。

所以若這即將建立的中醫院，能夠成為“中醫

專科卓越醫療中心”，我的願景就可能達到了。

此“中醫專科卓越醫療中心”由“中醫專科醫

院”及“中醫專科學院”組成，再加上中醫藥

專家，形成“中醫專科”式中心，我希望它能

夠利用香港獨特的醫療、大學教育及科研上的

國際領導地位，並依託香港這個國際都市，建

成為一所一流的醫、教、研國際中心。

一、醫：中西結合循證醫學模式

內地中醫院高達百分之九十的收入由西醫的

診斷、西藥、手術等而來，因為醫院裡有西醫

的專科醫生，一般都采用中西醫結合的方式治

療。即使在中西醫結合醫院情況也是一樣的。

所以香港的中醫院應借鑒內地已有的成功經驗，

醫院的診療服務采用中西醫結合的方式進行，

這樣才能够發揮雙方優勢。在香港進行中西醫

結合，可以采用 EBCM 模式，開發臨床診療流程

常規，這種模式在東華三院已進行了多年。中

國中醫科學院於 2011 年出版了《中醫循證臨床

香港中醫願景:醫教研國際中心
黃譚智媛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理事長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 名譽教授

2014 年 1 月 17 日

實踐指南》系列書籍，其中包括中醫內科分册

（共列 20 種疾病）、針灸分冊（共列 5 種疾

病）、專科專病（共列 8 種疾病），而即將發

行的 2014 版又新加了 20 多種疾病，並且之後

將每隔幾年更新一次，增加新的病種指南。此

指南的編寫程序與西醫的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CPG) 相同。這一系列爲中西醫結合

循證醫學模式的實行提供了指引，可以從所列

50 餘種疾病開始，之後病種的增加可以通過本

港大學的研究證明來實現。在醫療服務上，應

以專科疾病的治療為主，多請一些內地有名的

中醫專家到醫院做短期的訪問學者，在教學的

同時，通過成爲有限制註册中醫師，可幫助病

人診治專科專病。同樣，也應請一些香港的西

醫專科專家作爲特邀顧問，與中醫一起組成一

個中西醫結合的最優秀的會診團隊，幫助解决

疑難雜症。同時，可以建立高檔次的私人病房，

為國外轉診的病人提供服務。

二、教：中醫藥專科學院

教育方面，應把這個醫院建設爲一個高水平

的專科學院。對於從事專科中醫服務的中醫師，

應對他們進行高水平的專科培訓，但是現時香

港的中醫還沒有像西醫專科一樣有系統的專科

分類、培訓要求、學習內容和考核機制等。因

此業界應合作籌劃成立中醫藥專科學院 (Hong 
Kong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e)， 與 西 醫

的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Hong Kong Academy of 
Medicine) 看齊，而此學院的大樓可與醫院幷列



9998

在一起，共用課室、演講廳等。至於負責教學

的老師，可以請內地的名老中醫，對這些學生

進行專門的臨床教育。在教育方式上，不僅有

傳統的面授式教育，也有與時代發展相協調的

遠程教育。通過互聯網的遠程教育，可以使國

內外更多的人感受到大師風采，獲得優秀的教

育資源。遠程教育可以和香港具有豐富遠程教

育經驗的大學合作，例如香港公開大學，幷進

行新模式的探索。同時，可以選擇一部分課程，

放於網上，作為公開課（Open Courses），供

非專業民眾觀看、學習，獲得中醫常識。

三、研：國際性中藥開發平臺

醫院在提供醫療服務的同時，另一個重要

作用就是進行臨床藥物研究。在這個醫院建立

時，應把它打造成臨床藥物測試基地，達到國

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Chin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CFDA）和美國食品和藥物管

理 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

的水平，使其成為 CFDA 和 FDA 中藥藥物認證的

第一、二、三期臨床試驗研究基地。香港政府

已撥款給瑪麗醫院和威爾斯親王醫院建設第一

期臨床試驗研究基地，所以政府也應當撥款給

這個中醫院，以建立第一期臨床試驗基地。然

而兩所西醫教學醫院只是獲得 CFDA 對部分西藥

第二、三期的認證，沒有中藥的認證，因此這

個中醫院要設立中藥的第二、三期認證研究基

地，使香港的中藥、西藥研發平衡發展。

有了硬件，軟件更重要。中醫院應與內地、

香港及國際上的頂尖中、西醫專家組建科研團

隊。香港醫管局及各大學單位已與國內外知名

大學進行交流合作，例如中國中醫科學院下屬

的西苑醫院已有經驗獲得 CFDA 第一、二、三期

臨床試驗的認證，因此可協助香港作此嘗試。

醫院裡的中、西藥專家不僅可以與大學合作，

也可以和開發中藥的機構進行臨床測試的合

作，通過醫院的研發平臺，推動中藥發展。過

去十餘年，香港已成立了國際性中醫藥研究組

織，可以協助推動中醫藥發展，例如現代化中

醫藥國際協會（MCMIA），香港中西醫結合學會

（HKAIM），中藥全球化聯盟（CGCM）等。

四、“中醫專科卓越醫療中心”

依照國際慣例，教學醫院的運營成本往往比

相同水平的非教學醫院高出 40%—50%，所以此

中醫院應與兩所西醫教學醫院撥款比例相約。

中醫的薪金亦應與西醫水平相同，不然很難招

聘到高質量的中醫，亦難以吸引優秀人才修讀

中醫藥課程，因此政府應要全力支持，責無旁

貸。

現時政府于啓德在建的兒童專科卓越醫療中

心及將建的神經科學專科卓越醫療中心都是由

政府完全出資建設。因此這個“中醫專科卓越

醫療中心”的建設及運營資金都應由政府完全

投入。這個“中醫專科卓越醫療中心”與其他

的卓越醫療中心對市民同等重要，香港市民有

權利享有基本低費用的中醫服務，應如醫管局

下的西醫院所提供的醫療服務費用水平相當。

而在其運營及管理上可以由三間大學（香港

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的醫學

院共同主導。雖然醫院裡設施完備的私人病房

可以貢獻部分收入，但這些收入應用來支撑教

學和科研的經費，從而使醫、教、研三方面相

互促進發展。

醫療服務是醫院的根本，而將教育和研究優

化整合到中醫院當中，可以促進中醫藥的發展

和進步。醫療和教育是香港六大支柱性經濟產

業中的兩個，此“中醫專科卓越醫療中心”是

零的突破，若此先導計劃進行有序，將能够在

醫療和教育兩方面爲香港經濟帶來新的活力，

成為“港標”新的名片。

( 作者是前任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瑪麗醫院行政總
監，香港中西醫結合學會會長，香港婦產科學會會
長，世界銀行公共衛生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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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 月 1 ５日梁特首施政報告中提出預留土

地作興建香港首間中醫院之用後，隨即引來學

界業界不斷的討論之聲，由中醫院的興建構想

延伸到國內外的中醫界生態環境。時光荏苒，

我們一班本地大學培訓的中醫學生走過了崎嶇

艱苦的成長路，註冊成為中醫師，默默耕耘十

載，共同經歷過當年的中藥港、十八區門診，

直到今天才終於出現中醫院的美好願景。一直

以來因為中醫未完善的制度和不平等的地位，

引致同業義憤填膺，我們當然身同感受。但一

味埋怨和批評而不能平心靜氣，針對實際情況

作出可行的建議，而流於空談，實在有負巿民

大眾對我們的付出和期望。如此，中醫的發展

只會原地踏步，甚至退步萎縮，同道憧憬的「真

中醫院」將永遠只是烏托邦。

有見及此，我們這群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

首屆的畢業生不惴淺陋，現就建立香港首間中

醫院的討論表達立場和見解，懇請當局、各位

先進賢達以及巿民大眾垂注、賜正！

本文內容主要可分作兩部分，前半部分旨在

說明香港應盡快興建中醫院的理據和冀望釋除

部份同業對香港中醫院前景的不必要疑慮；後

半部分則是我們就香港中醫院籌備事宜、具體

架構和運作模式的芻議。

首先，回應一下 2014 年 1 月 20 日在互聯網

《主場新聞》上發表的文章：《六十名中醫師

聯署：不要偽中醫院 》

我們閱畢全篇文章，發現當中兩個觀點尤為

凸出：

1. 國內的中醫院，都是 "鷹虎 "的巢穴，是 

" 劣幣 " 的鑄造廠。將來香港的中醫院如與國內

類同，便沒有存在價值，因為那是打著中醫旗

號來消滅中醫的體制﹔

2. 只有在體制、人才、醫療、教育四方面都 

"真中醫" 起來，使得"良幣反過來驅逐劣幣"，

建設中醫院才有意義，否則有害無益。

然而，這兩個觀點有多少是符合實際？ " 劣

幣驅逐良幣 " 之論，於普羅大眾聽來徒惹自高

「幣值」之嫌。而在我們同業而言，擔心堅持

如此想法，實乃緣木求魚，最後巿民絲毫未能

受惠，而且「真中醫院」終究遙遙無期。

到底當前中醫正遇到的困難是甚麼？為甚麼

香港正需要一間中醫院？各位請看隨後例子，

但務請清楚以下並非病案研討，別要拘泥當中

處方用藥，只要體會當中醫師的諸多掣肘便可：

在某一個場合，一位私人執業的中醫師，分

享一個她的出診個案。

一位 80 多歲的老翁，不幸患上急性肺炎被送

到公營醫院住院，情況不大樂觀，西醫告知家

屬要作最壞打算。家屬私底下邀請醫師幫忙，

經過仔細診斷，醫師斷定是「大青龍湯証」，

於是給與大青龍湯加味 2 服。服藥後情況有所

改善，於是繼續跟進治療。三診後患者吐出大

量痰涎，這階段本是重症肺炎趨向痊癒的喜訊。 

可惜病人始終年事已高，正氣不足，病程未能

乘勢向癒，反而出現逆轉，接而累及其他臟腑。

痰涎阻肺、呼吸困難、心力衰竭，腹部鼔脹、

下肢水腫，轉變成中醫的「真武湯証」。醫師

於是隨證加減用藥。及至要緊關頭，醫師根據

所學，正思量加大藥量至遠超出藥典最大用藥

量。西醫卻在此時提出包括注射嗎啡等紓緩呼

吸困難的新治療方案，同時建議停止一切中醫

治療。在這刻不容緩的時候，醫師腦裏的問題

油然而生：

「我是公營醫院住院病人家屬在西醫不置可

否的情況下請來的中醫師，有沒有權堅持繼續

介入治療﹖」

「超出藥典最大用藥量的臨床應用，我在書

上讀過，但從未應用過，而本地也缺乏可參考的

經驗。而且與西藥的相互作用應該怎樣掌握、怎

樣監察﹖與西醫在這方面的協調是零可能。」

「另外，書本上超大藥量的臨床應用經驗是

從 "手空空無一物 "到創建中醫院
沈成豪、任寶兒、季霖、杜健美、陳詩雅、張柏和、張穎、梁晶、黃家榮、黃達強、

劉致祥、鐘寶蔭、譚何怡芳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首屆畢業生

2014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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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頻服，密切監察病情轉變，隨病情進退，

目標是要做到治病不傷人，可是醫師不是駐院

醫師的客觀環境下不可能做到。」

「還有，我用的是中藥濃縮沖劑，國內應用

超大劑量中藥的治療經驗都是基於藥材煎煮，

中藥濃縮沖劑在大劑量應用是否和明火煎煮出

來的效果一樣？這是無可借鑑。要家屬自行買

藥來煎煮嗎？但怎樣保證藥材的質量﹖ 怎樣保

證煎藥的方法正確﹖」

當醫師正為「非醫術」的問題處處受制的時

候，收到家屬來電，告知最新的化驗報告為病

程已發展成敗血症，家屬商議後決定接受西醫

建議，暫停一切中醫藥治療。往後醫師只能電

話跟進，而病人一週後在嗎啡針的安撫下安詳

辭世。

醫師分享這次經驗時提到，當時心裡多渴望

病人身處的是一間中醫院，而自己是駐院醫師。 

這樣便可以緊貼病情，查閱病歷，追查化驗結

果，並與西醫協調用藥及訂立治療方案；如病

人或家屬要求純中醫治療，便可以在經驗豐富

的高級醫師指導下用藥，亦可以做到密切監察，

隨病情變化作出最適當的治療﹔中醫院的藥房

亦可保證藥物質量及煎藥過程正確。

如果以上的都「真可以」，這位年老的肺炎

病患者，現在可能仍然健在，晨運品茗，閒時

弄孫為樂。

其實這種名不正、言不順的中醫治療，對各

方都會構成巨大壓力。從西醫角度出發，他們

不知道中醫的葫蘆裡賣什麼藥，不知道對治療

有什麼影響，而容許一位外來的中醫在病房内

操作，對西醫醫療團隊亦增添不少壓力。 因此，

西醫大多會向家屬勸停。這樣，壓力便轉到家

屬身上，家屬之間在病者應否接受中醫治療上

往往岀現分歧，壓力旋即升級。病者方面，要

同時接受兩種完全不同的治療方法，身體所承

受的壓力也著實不輕。如病情好轉，問題倒也

不大，可是一旦出現不良反應，責任誰屬﹖ 此

外，中醫師不是駐院醫師，出診受到公營醫院

探病時間所限，診療亦往往只能在病房醫療人

員通融下進行，而且不能擅自翻閱病歷記錄，

不能夠即時知道一些具監察意義的生化指標，

要靠家屬詢問醫護人員輾轉相告。如病情突然

轉變，中醫師亦無法即時作出適當治療，往往

錯失逆轉病勢發展的時機。試想像一下：面前

是病床上飽受疾病煎熬的病人，兩旁是家屬對

中醫藥治療高度的期望和分歧的意見，後面是

排山倒海而來的西醫治療。中醫師身處一個極

端扭曲的權責空間裡履行其醫療職能，所面對

的壓力，更是非筆墨所能形容。

如果，病人「真可以」在中醫院接受治療， 

醫師可專心致志處方落藥，誠醫患之幸也！

我們認為「僞中醫院」和「鷹虎」這種異獸

在香港是不可能產生的。因為香港的中醫受本

地法規所限，根本不能使用西藥，也不能動手

術。我們的前輩，乃至我們，從來都是扎扎實

實的以純中醫手法服務大眾。我們何不在這基

礎上，好好把握如此良機，更全面地、多方位

地展現中醫既能防病，亦善治病的能力？如妄

顧現實，只顧追求一步登天，因而反對盡快興

建中醫院，那是有違巿民所望，失之偏頗的想

法。懇請同道，為巿民大眾着想，縱觀全局，

按部就班，務實為要。

再者，即使香港的中醫院與國內類同，難道

就真的沒有存在價值了嗎？ 反觀李可老中醫，

看待國內的中醫院建制也不會這樣的自矜。

讓我們看看李可老中醫，可從他身上學到什

麼？李可，國內 " 古中醫學復圓運動 " 的倡導

者，以他在國內中醫學界的聲望，他大可以高

舉純中醫旗幟，一刀切的否定國內中醫院的建

樹。但他没有這樣做，箇中自有深意。

2010 年 3 月 1 日廣東省中醫院芳村分院成立 

" 中醫經典科 "，李可與國醫大師鄧鐵濤、路志

正、颜德馨、朱良春、張學文、黄煌，等一行

七人，一同擔任該科室的高級學術帶頭人。廣

東省中醫院是國內辦中西醫結合辦得最有聲有

色的典範醫療單位。

2010 年 12 月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拍板在廣州

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成立 " 李可中醫藥學術

流派傳承基地 "。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是一間

不折不扣的全科西醫院。

2011 年 12 月 3 日下午三時，李可 " 中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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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流派甘肅省傳承基地 " 在甘肅中醫學院附

屬醫院揭牌，這是繼同年 3 月 9 日在廣州南方

醫院揭牌成立之後的第二個 " 李可中醫藥學術

流派傳承基地 "。

李可沒有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才去配合參

與這些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開展的臨床工作。他

沒有孤芳自賞。他明白到復興古中醫學的工作

受到國內醫療建制的重視，是件得來不易的事，

於是他率領着弟子，積極參與。

李可關心的是 " 纯中醫治療急危重症、疑難

雜病 " 能夠走出山西靈石，能夠在全國遍地開

花。他只知道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機遇，可加

速培養一批批能獨當一面的純中醫新力軍。因

為他知道「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若不坦然

邁出第一步，終歸是固步自封，裹足不前。須

知前路越是艱難險阻，越見生機處處。

李可，我們敬仰的「鐵杆老中醫」，被國寶

級名老中醫鄧鐵濤譽為「中醫之脊梁」的一代

大師，早已如此言傳身教，一步一步地踏著他

復興古中醫的路。矢志繼承前賢衣砵的我們，

更應無所畏懼，一往無前！

政府於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將設立全港

首間公營中醫院，提供中醫住院服務。這是香

港中醫藥發展劃時代的一大跨越──中醫藥醫

療服務由門診擴展到住院服務，從私營過渡至

政府 - 大學 -NGO 運作（現時的十七間三方合作

診所的模式），再轉至公營運作的飛越，這將

對中醫藥在香港的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

對於香港中醫藥發展而言，興建一所中醫教

學醫院較中醫醫院更為迫切，而且，李惠利地

皮亦非常適合建立一個中醫教學醫院。此外，

中醫醫院的運作模式究竟如何，值得探討 , 因

為醫院的運作模式將決定其能否順利開展醫療

服務，亦影響中醫住院服務的長期發展。

中醫醫院運作模式

現時，醫院管理局轄下共有 42 間公立醫院和

醫療機構，並按各醫院所屬地域劃分為 7 個醫

院聯網，組成本港公營醫療體系的基礎。至於

政府現時計劃建立的中醫醫院，理應有別於其

他公立醫院。這間中醫醫院，無論從辦院理念、

診療方法、人手調配、軟硬體的設置等等各個

環節，都應該能夠體現中醫的特色，反映中醫

的傳統思維，並能與現代技術相融合；這間醫

院，除了提供一般中藥治療外，更應提供針灸、

推拿、骨傷復位等具有中醫特色之治療手段。

在建立初期，中醫醫院可先針對多種中醫藥治

現行醫療體制下香港中醫院的運作模式
卞兆祥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2014 年 3 月 14 日

療療效較有優勢而又有循證醫學支持的疾病來

試行運作，包括中風康復、痛證、腫瘤、婦科

疾病等等，這將有利於中醫院早期的穩定發展；

待中醫醫院建立一定的運作模式後，則可繼續

發展其他病種，擴大服務範圍。至於醫院的環

境方面，其軟硬體設置應充分反映中醫診療的

需求，反映中醫文化的特色，將其建立成一間

集防病、治病、病後康復於一體的特色醫療機

構，以符合中醫「上工治未病」的精神，為市

民大眾提供多樣的醫療服務。

中醫醫院的醫療服務配合

中醫醫院，是否需要其他醫療服務的配合？

如西醫、化驗檢查、物理治療等？我個人認為

一定需要。首先，在本港的醫療體制下，各類

醫療服務提供者均須註冊登記，並受其註冊條

例規管。中醫亦不例外，現時本港執業之中醫

師皆受中醫藥條例所規管，當中對於中醫師之

醫療行為作出相關規定，因此，中醫與其他醫

療服務提供者均是整個醫療體系的一員，應該

互相配合，共同攜手完善香港的醫療體系，為

病人的福祉而努力。另外，病人病況變化多端，

時而穩定，亦可能會發生緊急的情況，病人有

權接受最佳的醫療服務，為病人提供最佳的醫

療服務也是現今社會醫療機構的最高宗旨。當

然，中醫的治療手法亦可以處理一般的急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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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落實興建中醫院，可以說是本港中

醫藥發展的一個里程碑。自回歸至今，本港一

直致力發展中醫藥事業，成績有目共睹，但是

現有的中醫服務制度仍存在著各種問題，極待

有關當局正視及解決，否則建設中醫院的工作

只會事倍功半。

“公營＂中醫服務的問題

現有的所謂“公營＂中醫服務，由於資源不

足，中西醫欠缺配合等各種問題，造成中醫學

未能夠在公營醫療體系中發揮其應有作用。

一、 自負盈虧，資源缺乏

本港現有的“公營＂中醫服務，是以非政府

機構 (NGO)、大學以及醫管局三方合作的模式運

作，診所的營運主要由 NGO 負責，政府實際投

入的資源相當有限，更要求這些中醫診所自負

盈虧。面對資源嚴重不足和自負盈虧的壓力，

診所只能夠將其醫療成本轉嫁到病人身上，市

民若選擇中醫服務便需要自己承擔大部份的治

療費用，包括診金連 2 天藥費 $120 起，加上

每天藥費 $50-$60，反觀公營西醫普通科門診收

費只是 $45，無需另繳藥費。2012-13 年度本港

的醫療開支高達 450 億，中醫服務的經常性撥

走出 "公營 ", 進入公營 ,

邁向中醫新里程
現職東華三院 60 位中醫師

2014 年 3 月 28 日

款只有 1 億，佔當中 0.2%，在資源如此缺乏

的情況下，公營中醫服務該從何談起？

二、 住院病人，欠缺選擇

現時本港只有西醫住院服務，住院病人只有

在西醫批准的情況下才可以接受中醫治療，限

制了病人的選擇權，同時局限了中醫能夠接觸

到的病種。另外，病人多在疾病的中晚期才被

批准接受中醫治療，錯失了中醫治療的最佳時

機。例如住院癌症患者多在末期才被批准使用

中醫療法，這種情況下中醫已淪為支持療法，

未能完全發揮其應有的治療作用。

三、 中西醫療，溝通不足

中西醫長期缺乏溝通，現行所謂的中西醫會

診只是中西醫各自為病人提供治療服務，雙方

交流甚少，加上中西醫病歷資料仍未互通，對

了解病情造成不便。

四、 治療觀察，時間不足

一般住院病人由申請至正式接受中醫治療約

需七個工作天，治療期間常因病房管理或轉院

安排等中斷療程，時間不足以讓中醫師觀察病

情進展並發揮中醫應有的治療效果。

但無可否認，現代醫學中的許多方法在急症的

處理過程中，有其突出的優勢，而化驗檢查亦

是對中醫藥診療手段極為必要的補充。因此，

在此前提下，中西醫學相互配合，在循證證據

支持下，各司其職，在協同配合下完成對病人

最有利之治療，真正服務病人，是最佳的選擇。

中醫藥界人士亦不必擔心在與其他學科的配合

過程中喪失自我，法律框架的限制與病人對中

醫藥從業者的需求，都要求中醫藥從業人員必

須謹守其職，為病人提供更好的中醫藥服務。

中醫醫院內，中西醫間應如何合作？這一方

面需要多方的共同配合，針對不同的病種訂立

治療指引，為臨床協同治療提供依據，同時，

亦要認真預期處理各自的醫療責任問題。對從

業人員而言，只要各方在進行診治時符合操作

程式，按合適的指引作出判斷，是其責任所在；

團隊間的精誠合作，互相信任，共同發揮專業

精神，為病人的身心健康負責。同時中醫醫院

亦須為其從業人員購買醫療保險，填補中醫師

與其他類醫療服務人員的共同行使醫療過程中

的法律責任。

中醫醫院的成立是市民之福，更為本港中醫

藥發展寫上歷史性的一頁。而釐定中醫醫院運

作模式更是一個龐大而創新的工程，充分發揮

中醫藥的特色優勢，以循證醫學為基礎，融合

中西醫學，本港醫療服務一定能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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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學培訓，條件欠佳

教學醫院的運作成本一般比非教學醫院的運

作成本高出 40%。三方合作中醫診所在自負盈

虧和資源不足的情況下，難以兼顧臨床教學和

培訓工作，限制了臨床教學的模式及其多元化

發展，並欠缺有規劃的臨床專業培訓，不利於

本港中醫人才的專業發展。另一方面，由於本

港仍未有中醫院，中醫學生必須到內地中醫院

實習，然而，本港的中醫臨床運作模式以及醫

療體系跟內地截然不同，內地中醫院始終未能

為本港中醫學生提供最適切的臨床培訓。

要解決以上問題，政府可以從兩大方向著手：

1. 將中醫正式納入本港公營醫療體系；

2. 發展中醫主導住院服務。

投放資源，納入公營

建議政府為中醫服務投入足夠資源，將中醫

正式納入本港的公營醫療體系，成為醫管局的

標準服務，以取締自負盈虧的營運模式，其優

點如下：

1 惠及市民：由政府承擔公營中醫服務的治療

費用，其收費應接近公營西醫服務，以減輕

市民接受中醫治療的經濟負擔，並鼓勵更多

病人選擇中醫服務。

2 減輕公營西醫服務的壓力：近年市民對中醫

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若中醫正式被納入公

營醫療體系，將會有更多病人選擇中醫治

療，從而減輕公營西醫服務的壓力。2003 年 

SARS 一役，中醫藥的療效已被世界衛生組織

肯定，以近期的流感高峰為例，中醫絕對能

夠處理好大部份的流感患者。

3 提升教學、培訓質素：中醫臨床教學、專業

培訓的資源由政府提供，與大學及相關部門

加強合作，確保有足夠資源推動中醫服務的

醫、教、研水平進一步提升。

4 提高專業地位：將中醫納入公營醫療體系有

助提高其專業地位，吸引更多優秀人才投身

中醫藥事業。

5 促進中西醫協作：鼓勵中西醫在公營醫療服

務中加強合作，促進中西醫學交流，陸續增

加中西醫協作治療項目，讓更多不同病種的

患者受惠

6 更有效運用資源：中西醫可以共享醫院的部

份資源，而且中醫的治療成本較低，擴大中

醫在公營醫療的角色有助減低整體醫療開

支。

發展中醫主導住院服務

中醫主導住院服務讓住院病人可以直接選擇

中醫治療，中醫師能夠把握到病人接受治療的

最佳時機，無論是疾病的早、中、晚期，中醫

均能發揮其治療作用。例如，據北京中醫藥大

學東直門醫院就缺血性中風的臨床報告顯示，

中醫治療起到了降低急性期病死率、減輕神經

功能缺損程度、減輕併發症等作用。此外，發

展住院服務讓中醫治療能夠擴展至更多病種，

充份發揮其優勢。

建設中醫院正是本港發展中醫住院服務的重

要一步，正如高永文局長所說，中醫院應該以

中醫治療為主導，否則等同於一般西醫院的中

醫服務。然而，本港至今仍未有中醫主導住院

服務，將來中醫院的具體運作模式、中西醫之

間如何協作等問題仍有待探討。為使中醫院及

中醫住院服務得到完善發展，建議政府及有關

部門先落實以下前期工作及配套。

促進中西醫協作

部份三方合作中醫診所已就中西醫協作服務

累積了一定經驗，例如東華三院一直提供中西

醫協作的門診和住院服務，項目包括腫瘤科、

骨科、婦科、內科及老人科等等。建議將有關

服務推廣至醫管局轄下的所有中醫診所，並考

慮於本港的公立醫院內設立中醫病房，讓中醫

治療融入公營住院服務當中，促進中西醫協作。

中西醫之間必須建立完善的轉介機制，為病人

制訂最合適的治療方案，並鼓勵就疑難病例邀

請雙方專家會診，讓各級中西醫參與病例研討，

促進雙方臨床上互相交流。希望透過更多的臨

床實踐和探討，為建設中醫院制訂一套適合香

港、以中醫治療為主導的住院運作模式。

加強培訓

現時本港的中醫師主要從事門診工作，對醫

院運作、住院服務臨床工作等並不熟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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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為中醫師提供更多住院服務的相關培訓，

並且加強中醫專科訓練，為市民提供更高質素

的中醫服務作好準備。另外，當局亦應該加強

西醫及其他醫療專業人員對中醫學的認知，以

促進中西醫療之間的溝通和合作。

完善薪級制度

為配合中醫藥的長遠發展，本港需要更多人

才投身中醫藥事業。然而，現時三方合作診所

的中醫師薪酬普遍偏低，又欠缺完善的晉升機

制，造成部份具有一定年資的中醫師轉投薪酬

待遇較佳的私營市場。據醫管局中醫部資料顯

示，具 3 年臨床經驗以上的中醫師流失率達 

15% 至 20%。前醫管局行政總裁、香港中西醫結

合學會會長黃譚智媛醫生指出，中醫師的薪酬

水平應與西醫看齊，不然難以招聘高質量的中

醫師，亦難以吸引優秀人才修讀中醫藥課程。

因此，政府有必要檢討中醫師的薪酬水平，並

為本地中醫師設立完善的晉升機制。

充份咨詢業界

建議政府邀請更多業界代表加入中醫中藥發

展委員會，當中應包括參與本港中西醫合作臨

床服務的前線中醫師、以及本港大學中醫藥學

院的畢業生代表，為中醫藥事業的長遠發展提

供更多寶貴的經驗和專業意見。

特首梁振英在其參選政綱中提到，｀中西醫

療並肩發展，為市民提供選擇＇、｀擴大中醫

藥在公營醫療體制內的角色，增聘中醫師，鼓

勵中西醫結合治療及研究，並研究設立中醫醫

院，發展中醫藥的專科，並鼓勵中醫師持續學

習，改善待遇＇，現在是時候兌現其承諾，為

中醫服務投入更多資源，推動中醫藥事業的持

續發展，為本港市民提供更優質的中醫服務。    

從病人的最佳利益着想

在香港，中醫西醫分距，然而常見病人同時

找中醫和西醫同時醫病，醫者或䕶士運用其所

學去應付醫療需要，但卻常感不足。香港現實

醫療制度的型式或人才配合，實在不便中醫和

西醫的溝通了解、互相轉介，遑論昇華研究，

循證醫療。

從病人為本的醫療準則基礎出發，中醫西醫

共同協作，為病人解除病苦和優化其生命質素

更有幫助，是對病人的最佳利益着想。

從中醫質素的最佳化着想

中醫在醫治某一病種時是不遜於西醫的。香

港的中醫不同於國內，在國內中醫可以中西醫法

齊用，在香港的中醫祗能夠以純中醫學方法治理

病人；正因如此，香港醫者必須精煉中醫之道。

以往，香港中醫祗在門診工作，入息又偏低

微，對整個中醫業的入行和發展不利，容易令

香港建立中醫院的方向 (一 )
余秋良

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會會長
2014 年 6 月 6 日

人頹喪，對前途感到惘然，更何以能夠吸納尖

子成為中醫師，或提昇中醫醫療水平呢？要先

讓中醫出頭，在香港建立中醫院，就必須以中

醫為主；相信能夠讓中醫增加醫療更多的病種

及醫療難度，創造機會因精煉而增強專業性。

政府繼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的成立，今年年

初施政報告，認同業界需要在香港設立中醫院，

以提供中醫住院服務，及協助提升本港中醫的

專業培訓和水平，決定在將軍澳預留一幅土地，

作興建中醫院之用。

從最佳病人的利益及中醫質素着想

若然單單建立缺乏西醫補充的純中醫院，其

發揮醫療效益的作用必然遇到諸多制肘，發展

亦不可以深遠，可發揮範疇會有所限制，如此，

祇是為應付號啕而作出的短見之作而矣！

最佳的構建模式本來是將西醫院和中醫院放

在一起。西醫院放在一邊，中醫院放在另一邊，

讓中、西醫相互協作，他們可以獨立運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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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有空間造就結合治療的機會，溝通思維、

分析病種、藉互相賞析，嘗試設計結合治療方

案；中、西互通隨時間而日益增進。

中醫西醫共同協作，逐漸變成精明靈活，最

後就是中西醫結合，屆時，中醫基礎及治療必

然進步又更能突顯，西醫基礎及治療亦必因而

進展和擴大視野。( 協作最終形成為架構之間的

運作模式）

 這種建設容易解決主治醫生應該是中醫或西

醫的顧慮，亦減低中醫西醫聯合巡房產生的高

昂醫療成本。

此刻應時的部署

現時，因應各種未成熟因素下，應要先讓中

醫出頭，中醫院必需具備給病人最佳的安全及

治療效果，醫院是現代醫療發展出來的機構，

香港的醫療體系早已建立具有國際性高水準的

地位，在這個環境下考慮建立中醫院，對病人

的醫療水準當然不可以下落。

要有高水準，中醫治病可以靠培訓所得精煉

的醫術，加以多種方法，包括循證醫療強化團

隊準繩。但是，當中醫在醫院內醫治病人的時

候，病情變化、診斷及治療變法時，甚至施行

急救，必須離不開用現代醫學的標準，就需要

有西醫的輔助。所以中醫院在香港，不能純中

醫，可以中醫為主，又有西醫協作。

確保醫療的可靠度，是香港建立中醫院重要

一環。中西醫如何協作，下回分享。總括來説，

中西醫協作帶領解決雙方因醫療制度的限制：

如化驗、影像診斷等；亦解決雙方因醫療學術

的不足：如急救、診斷力量、法律簽鑒權責分

工等。要遵守本港的醫療制度及法例要求，於

中醫、西醫的領域中發揮自身的優勢，探討中

醫西醫於治療過程中的理想切入點；更進而在

臨床與研究上相配合，必能創造出比其他地方

出色的中西醫療水準。這樣在中西醫協作下強

化的中醫主導的中醫院不是比單純的中醫院在

規模上會更全面、更深入和多元化嗎？

這樣，由中醫主導加上西醫的協作，必為病

人帶來最大利益，亦為香港中醫和中醫院創造

最大空間，發展出色的中醫醫術。

上文提要 ---- 讓業界及市民大眾認同香港的

中醫院必須以中醫為主，輔以西醫協作的模式

來營運，才能保障市民大眾健康及有利本港中

醫業的長遠發展。

突出中醫

醫療本來就是一個繁複而多變的過程，若論

及中醫西醫的相互協作則更然。在這中西醫協

作陣容裡，中醫以其既有長處，加上西醫之輔，

結果定必更能突顯中醫醫療效果，中醫何懼之

有？

中醫學說博大精深，可治理廣泛的住院病患: 

從多變病情到身心失調，從感冒到癌症，從内

因身體到外因環境所造成的疾病，均具療效，

均能達至針對個人化醫療的境界。長期實踐經

香港建立中醫院的方向 (二 )
余秋良

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會會長
2014 年 6 月 13 日

驗發展出豐富的理法方藥基礎，多法多門，這

寶庫對醫者而言，尚可有無窮的發掘。

但當個別病症，在配合現代醫學，需對個別

醫者、醫法作實據澄清，以比較其效力及安全

時，卻經常遇上因時空不同而產生技術配接的

枝節問題。面對這種困窘，所採解決之方見仁

見智，但勇者未必中的。最佳策略還是要先分

析所在環境，再依據本身的條件，在這基礎上

創造實現發展優勢的空間。『數問其情，以從

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內經》。可

見得戒浮誇、穩中求進，當是中醫發展優勢的

好對策。

顯明中醫優勢

本港的中醫醫療在過去十多年，在主流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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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受性雖說已提昇不少，然而，在現階段所

建立的中醫院仍應只視為起步點，在規模上不

宜急進，策略是先把最出色的醫療範疇發揚展

現，必然卓越突出，再輔以西醫協作，水準實

證必能更優勝。

當下首要突出中醫診治範疇的強項，例如腎

病、眼病、腦病、哮喘、骨節病等等，選項發

掘，並以醫院病症為主，先選神經系統、免疫、

內分泌、皮膚病症等；又或可先選中風、糖尿

病、痛症，痿症等重點病種。推行間，務實而

進。雖然中醫院服務可包含院內、日間、門診、

保健等多元服務，但住院服務必須為主線，以

促進中醫專科的發展。

取長補短 -- 制定中西醫協作範式

現時，香港的中醫院所行的中醫西醫協作模

式尚未落實，應從多方面探求，並重視從體制

中積累的經驗。這裏，筆者提提意見，讓大家

參考。

中醫西醫協作首需著實解決雙方在醫療制度

下的限制。譬如說 : 中醫在化驗、影像診斷、

法律簽鑒權責上有其限制，和互補彼此在醫療

學術上如何有所不足。又如中醫西醫的職能不

同， 在提供診斷、治療、預防、康復及效果評

估，以至急症服務等方面的處理，中醫西醫在

醫院內如何既作分工，同時亦須合作。

中醫主導，中病中治，便首需深入探討醫療

質素管理。這可沿用循證治療，以評估進展及

作定案討論 ; 而為加強醫療效果，又應公開並

落實執行安全有效的療法。當向病人解釋醫療

診治時，需從中、西醫角度將病情合理地齊心

講解，以盡量滿足病人的知情權，好讓病人能

據此按自己的意願選擇或拒絕任何療法。此外，

為病人的最佳利益着想，亦應隨時審視病人對

中醫中藥的接受度。

中西醫協作作為支援，基礎在於（1) 協商制

定治療方案，針對不同的病種訂立治療指引，

為臨床協同治療提供依據；(2) 共同診治時，各

方須符合操作程序，並按照指引作出判斷；(3)

釐清各自醫療責任的法律問題及相關的處理方

法 ; (4) 成為精誠合作、互相信任的團隊，共

同發揮專業精神；(5) 不脫離現代醫學的標準，

為病人的身心健康負責。

中醫院既以中醫主導，出院後應由中醫跟進，

要定期重檢中醫運作及中醫西醫協作的療效情

況，定期開會交流討論病情進展。 

務實而強

話雖說回來，在以中醫為主，西醫作輔助的

醫院裡，要從何處找到高質素的西醫願意加入

這個團隊呢？現實中只有希望那些對中醫發展

及研究有濃郁興趣和抱負者來參與，初期可考

慮成立中西醫高級顧問團作為力點支援。

這又要返回筆者上期文內所提到的理念 :   

< 理想的模擬組合 > 的好處。將西醫院和中醫院

放在一起，初期雖各自獨立卻又同時創造中西

醫協作機會，最終成就中醫、西醫、中西醫結

合，互力治療的理念，發展具有本土特色的醫

療新境界。

無論如何，現在建議香港的中醫院，可由中

醫主導、輔以西醫協作，在臨床管理上可各自

發揮其所長又互相補足的優勢，採用著實辨証

論治，藉循證治療，制訂治療方案及指引，評

估進展等醫療團隊管治方法；再配合現代化的

管理，重視風險管理，中西醫聯合巡房緊密監

控，跟進追尋督察錯漏，定期作出職務資訊管

理，病案會議，臨床審計等科學化技巧，使中

醫與現代醫學專科專業在互補中提昇。到時何

難得不到市民、西醫和醫療界的認受和支持！

這將有利於中醫業發展的政策和法制的相關制

定。中醫院是本港中醫業發展的一個里程碑，盼

望吾儕同心共創，使香港中醫院成為國際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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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養生

按：早前在港舉行的第十一屆國際現代化中

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ICMCM）期間，

舉行了“無限極治未病養生高峰論壇”，廣東

省中醫院楊志敏副院長發表了題為《探尋百歲

老人長壽秘訣》演說。以下是楊副院長演說的

精華摘錄：

“健康長壽”是人類從古至今所孜孜不倦追

求的一項事業，“長命百歲”更作為一個常用

的祝壽詞被沿用至今。可見，從古至今，長命

百歲一直是人類的一個夙願。如何讓人類能夠

保持健康長壽，這是生命科學研究的永恆主題。

世界衛生組織 (WHO) 曾明確指出：“人類的健

康長壽，60% 取決於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習慣。” 

“人的生活方式可使高血壓發病率減少 55%，

腦卒中減少 75%，糖尿病減少 50%，腫瘤減少

1/3。”從而達到普遍延長人類健康期望壽命的

目的。可見，人類的健康長壽有 2/3 的取決因

素—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習慣,是可人為干預的。

我們的研究通過上門為廣州市百歲老人進行

健康體檢，瞭解百歲老人身體健康狀況，並通過

對其人口學資料、生活方式等的調查以探討百

歲老人保持健康長壽的可能相關因素及其共性

特點，為人們提供可借鑒的生活方式和養生保

健方法。研究方法採用國際所認可的肖水源設

計的社會支持評定量表 (SSRS)、世界衛生組織

（五項）心理健康指數 (WHO-5)、日常生活能力

評定量表（ADL Barthel 指數法）等，測定廣州

市百歲老人人口學資料、生活方式、社會支援

評定、心理健康狀況、健康狀況等。在調查的

128 例廣州市百歲老人中，女性 103 例，占總人

數 80.47%，男性 25 例，占總人數 19.53%；百

歲老人在婚同住的仍有 5 例，占 3.91%，未婚者

4 例，占 3.13%，其餘皆喪偶，占 92.97%；與老

伴、兒孫同住者有 76 例，占總人數 59.38%。與

老伴同住者 5 例，占 3.91%，獨居者有 23 例，

17.97%，與其他人同住者有 10 例，占 7.81%。

安老院居住者有 14 例，占 10.94%。

飲食起居方面，百歲老人中不吸煙者占總人

數 84.59%，不飲酒者占 68.75%，有喝茶愛好者

占總人數 64.06%。72.66% 的百歲老人每天都吃

新鮮青菜水果，74.22% 的百歲老人每天都吃肉

類。飲食習慣喜好清淡者有 95 例，占總人數

74.22%，喜好油膩者有 3 例，占總人數 2.34%，

喜好鹽重者有 12 例，占總人數 9.38%，無特殊

者有 14 例，占總人數 10.94%。平時吃七分飽者

有64例，占總人數50.0%；吃八成飽者有27例，

占 21.09%。具有規律定時進餐者有 114 例，占

總人數 89.06%。

睡眠習慣方面，目前無睡眠問題者有 91 例，

占總人數 71.09%，早睡早起者有 81 例，占總人

數 63.28%。幾乎每天午睡者有 96 例，占總人數

75.00%。睡眠時間 8 個小時以上者有 81 例，占

總人數 63.64%；睡眠時間不足 4 小時（包括 4

小時）者僅有 11 例，占總人數 8.59%。

性格與運動方面，外向者占總人數 70.31%，

家人親屬有長壽者（大於 90 歲）有 67 例，占

總人數 52.34%。所調查的百歲老人中，90.90%

的老人喜愛並堅持散步、擦地等家務活這兩種

身體活動，退休前以及退休後幾乎每天堅持散

步者有 60 例，占總人數 54.55%；幾乎每天堅持

擦地等家務活者有 72 例，占總人數 65.45%。 

老人進行身體活動大多能堅持到 90 歲左右，少

數堅持至今。

健康狀況方面，未患有慢性病者有 78 例，

占總人數 60.94%。氣虛質所占比例最高，其次

為平和質。虛性體質與實性體質比例為 2.2：

1。將百歲老人此人群各種體質所占比例與普通

探尋百歲老人長壽秘訣
楊志敏

2013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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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作對照，百歲老人氣郁質與陰虛質比例與

歷史對照無統計學差異（P>0.05）；平和質、

濕熱質比例相對較高，與歷史對照相比有統計

學差異（P<0.05）；氣虛質、陽虛質、血瘀質

比例相對較低，比歷史對照相比有統計學差異

（P<0.05）。把百歲老人相關生活健康特徵進

行聚類，發現百歲老人生活特徵的集聚性。結

合臨床實際，結果提示：平和質與不吸煙、不

喝酒以及外向性格存在聚集性；每天吃新鮮蔬

菜水果以及雞鴨魚蝦與睡眠情況良好存在聚集

性。

本課題提示了以下因素可能與百歲老人保持

健康長壽密切相關：

(1) 開朗的性格、平和的心態；

(2) 清淡飲食，多素少肉，均衡規律的飲食 

習慣；

(3) 適當的身體運動；

(4) 有喜愛並堅持的一種社會活動（愛好興

趣）；

(5) 良好的睡眠習慣；

(6) 和睦的家庭氛圍和良好的家庭護理；

(7) 家族遺傳因素；

(8) 未患慢性病；

(9) 保持心理健康。

最後，再簡單總結一下這項研究。我們的研

究首先通過文獻查閱，歸納與百歲老人健康長

壽可能相關的因素，初步研製百歲老人健康相

關因素調查表。然後對廣州市 125 名 100 歲及

以上的“百歲老人”進行調查。利用實驗室理

化檢查、社會支持評定量表 (SSRS)、世界衛生

組織心理健康指數、Barthel 指數法日常生活能

力評定量表對百歲老人的健康狀況進行瞭解，

並通過百歲老人健康相關因素調查表，對其健

康長壽的可能相關因素進行調查。研究初步歸

納百歲老人的健康相關因素為：與家人同住；

無吸煙喝酒不良習慣；飲食以新鮮青菜水果為

主；適量以 7 分飽為主；習慣睡子午覺；運動

鍛煉以家務、散步為主；平和體質人群所占比

例較多。這項研究的結果為養生方案的制定提

供了良好的思路。

按：早前在港舉行的第十一屆國際現代化中

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ICMCM）期間，

舉行了“無限極治未病養生高峰論壇”，廣東

省中醫院盧傳堅副院長發表了題為《中醫治未

病與養生》演說。以下是盧副院長演說的精華

摘錄：

俗語說，“自古名醫多長壽”。名醫長壽與

他們熟諳中醫理論和中醫養生之道密切相關。

我們的研究通過了國家“十一五”科技支撐計

畫 —“名老中醫養生保健經驗方法及理論研

究”— 的專項，系統整理了全國當代名老中醫

的養生保健經驗與方法，將當代名老中醫的養

生觀總結為八大法，這八法簡樸而實用，對大

眾養生有重要指導意義。

中國傳統醫學經過 2000 多年的積累與沉澱，

經過歷代醫家大量的醫療和養生實踐，積累了

豐富的養生長壽經驗，形成了一整套不同於西

方的、獨具東方特色的養生長壽的理論和方法。

當代名中醫是歷代醫家理論最好的傳承者，他

們不僅臨床經驗豐富，而且精通養生之道。在

對 200 位名老中醫推崇的養生方法進行分析後

發現，多數名老中醫的養生經驗存在以下共性：

（1）眾多情志養生方法中，推崇修性以養神，

強調平和自然，提倡寬容、開朗、隨和，主張

靜坐以修煉精神，推薦書法、旅遊等情趣養生

方法；（2）在飲食養生方面，推崇規律飲食，

營養均衡，搭配多樣，不可偏頗，不主張素食，

建議低鹽低糖低脂飲食，多進食天然食材，可

少量飲酒，但反對吸煙；（3）在運動養生方面，

推崇散步和太極拳；（4）在房事養生方面，建

議應適度房事，不主張節欲和進行房事相關氣

功的修煉；（5）在起居養生方面，推崇規律起

居，注意居室設置和衣物穿著，建議規律睡眠，

全國名老中醫養生保健經驗探秘
盧傳堅

2013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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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子午覺”。

情志養生是中醫養生學裡極為重要的內容之

一，是在中醫“形神一體”觀的指導下，根據

個人的形神氣質類型，調攝情志，保持心身處

於健康的狀態預防疾病，延緩衰老的方法。在

名老中醫情志養生經驗中，最常採用的養神方

法順序為：修性養神、無為養神、意念養神、

氣功養神、移情養神。其中，推崇修性養神的

名老中醫比例最大。“性”，就是指人的性格，

“修”有改變之義，所以修性，就是有意識、

有目的地改變人們不利於健康長壽的情緒和性

格。情志活動是在臟腑精氣應答外在環境因素

的作用時所產生，而臟腑精氣是情志活動產生

的內在生理學基礎，因此良好的情志活動能夠

保持臟腑氣血的正常運行以及生成。在修心方

面，大多數名老中醫首推心態胸懷平和自然，

其次是淡泊寧靜，再次是隨遇而安和不慕虛榮；

情緒性格首推寬容、隨和，其次是開朗，不提

倡制怒、隱忍；情趣愛好與精神修煉方面，首

推書法、旅遊、靜坐修神、存想養神，其次是

種花和琴棋，再次是畫畫、養鳥、釣魚。

中醫認為“藥補不如食補”，在中醫理論中

“飲食養生”早已有之。80% 以上的名中醫都認

為，三餐營養搭配和進食規律是飲食養生最重

要的原則，建議避免生冷，選用天然食材，低

鹽、低糖、低脂飲食，不提倡素食、反對吸煙。

飲食是把雙刃劍，進食得當，則五臟安和，反

之則可能百病從生。《素問 • 臟氣法時論》：

“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

這種雜食養生觀恰與現代營養學的食物多樣化

理念不謀而合。主張注意飲食寒熱，避免生冷。

建議人們要規律進餐，“七分飽”，“寧餓勿

飽”。

所謂運動養生，是指運用各種體育運動方式

進行鍛煉，以達到增強體質，延年益壽為目的

的一種養生方法。運動養生在我國源遠流長，

早在先秦時期，先民們就以舞蹈來舒筋活絡，

流通氣血，防病祛病，隨後各種導引運動術不

斷發展，如氣功、太極拳、八段錦、五禽戲、

易筋經等，又稱為傳統健身術。在眾多運動養

生方法中，60% 以上的名老中醫推崇太極拳，

80% 以上支持散步。八段錦、無極功、三浴功、

女性養生功也是常用方法。

當代名老中醫既是醫術精深的醫家，也是學

識淵博，興趣雅致的文人，他們國學功底深厚，

對祖國醫學精研有素，深諳岐黃之道，博采眾

家養神之奧訣，勇於實踐。根據他們的養生經

驗，總結起來，名老中醫養生精華八法要訣值

得我們借鑒：1）順應季節，規律起居；2）按

時作息，堅持午睡；3）心態平和，清心寡欲；4）

改變性格，怡情養性；5）適當運動，形神合一；

6）飲食多樣，定時適量；7）遠離煙草，適量

飲酒；8）適度房事，固養腎精。當代名老中醫

在養生方面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成為公眾養生

的楷模，他們在中醫理論指導下的養生實踐方

法具有更強的實用性和可推廣性，對於改善全

民健康狀況有著十分重要的社會意義。



111PB

ICMCM 中醫保健公開論壇 ICMCM 展覽館

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

ICMCM 2010

ICMCM 開幕禮主禮嘉賓剪綵 嘉賓參觀展覽

主題演講 奧地利格拉茨大學 Rudolf Bauer 教授 演講嘉賓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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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MCM 交流酒會 ICMCM 會議

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

ICMCM 2011

ICMCM 開幕禮主禮嘉賓剪綵 嘉賓參觀展覽

主題演講 中國工程院醫藥衛生工程學部院士及
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長 鍾南山院士

ICMCM 總裁論壇天士力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 閆希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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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MCM 中藥面面觀展位 ICMCM 中醫保健公開論壇

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

ICMCM 2012

ICMCM 開幕禮主禮嘉賓剪綵 主題演講 上海中醫藥大學校長及中國科學院上海藥
物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陳凱先院士

ICMCM 總裁論壇 荷蘭 SU 生物醫藥公司
總經理王梅博士

ICMCM 治未病養生高峰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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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MCM 總裁論壇及商務午宴 ICMCM 歡迎晚宴

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

ICMCM 2013

ICMCM 開幕禮主禮嘉賓剪綵 主禮嘉賓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

主題演講 美國耶魯大學醫學院 鄭永齊教授 ICMCM 會議講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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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演講 河北省中西醫結合醫藥研究院院長
吳以嶺院士

ICMCM 會議「無限極中醫藥免疫高峰論壇」
講者合照

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

ICMCM 2014

ICMCM 開幕禮主禮嘉賓剪綵 主禮嘉賓 國家中醫藥管理局副局長于文明教授

主題演講 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副院長
仝小林教授

主題演講 中南大學臨床藥理研究所所長 
中國工程院院士周宏灝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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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24-27 MCMIA 與 TDC 合辦
「香港中藥業代表團」訪問四川

2010.11.24-27 MCMIA 與 HKTDC 聯合組織
「香港中藥業代表團」訪問成都中醫藥大學

2010.11.24 MCMIA 與「成都生物科技協會」
簽署備忘錄

2011.05.11-13 MCMIA「香港中藥業訪粵代表團」
參觀陳李濟藥廠

2010.09.13 MCMIA 與美國中藥聯商會代表團會面

MCMIA 對外活動與合作

2010.11.24-27 MCMIA 與定西市政府簽署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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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11-13 MCMIA「香港中藥業訪粵代表團」
召開中醫藥粵港合作交流會

2011.05.11-13 MCMIA「香港中藥業訪粵代表團」
參觀 Smart HK 展覽及 MCMIA 展位

2011.05.11-13 MCMIA「香港中藥業訪粵代表團」
參觀廣東省中醫藥博物館

2011.05.11-13 MCMIA「香港中藥業訪粵
代表團」與廣東省衛生廳彭煒廳長會面

2011.08.17-19 MCMIA 協辦及率團參加
「中國定西第四屆中醫藥產業發展大會」

2011.05.11-13 MCMIA 楊國晉先生陪同
曾俊華司長及廣東省招玉芳副省長參觀

MCMIA 位於 SmartHK 展位

MCMIA 對外活動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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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07 MCMIA 理事長黃譚智媛醫生擔任
「亞洲知識識產權營商論壇 -生物科技及中醫藥

知識產權」演講嘉賓

2013.04.16 MCMIA 與葡萄牙「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tegrated Medicine」代表會面

2012.03.27 MCMIA 與國家中醫藥管理局
王國強局長會面

2013.05.29 MCMIA 創會董事楊國晉先生於
「第二屆中國 - 北京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

中醫藥服務貿易大會」發表演講

2011.12.20 MCMIA 代表與梁振英先生會面

MCMIA 對外活動與合作

2011.11.03 MCMIA 參與協辦「雲南中醫藥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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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10-12 MCMIA 香港代表團參觀千年藥都 
- 安國市的中藥材中心交易大廳

2014.05.10-12 MCMIA 與「國家中醫藥管理局」
及「安國市政府」代表簽署合作備忘錄

2014.05.30 MCMIA 代表出席
「泰州投資促進懇談會」

2014.11.07 MCMIA 與東莞市副市長及代表團會面

2014.11.07 MCMIA 與東莞市代表團會面

MCMIA 對外活動與合作

2014.05.10-12 MCMIA 組團赴保定市參加
「兩岸四地中醫藥創新與發展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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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12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基金有限公司
啟動儀式

2010.08.12 慶祝 MCMIA 成立十週年晚宴 2010.12.04 MCMIA 週年會員大會

2011.02.22 MCMIA 董事會及理事會春茗聚餐 2011.04.29 MCMIA 聯同香港理工大學及
香港科技園公司合辦「香港中醫藥發展論壇之

香港中成藥註冊經驗交流會」

2010.08.12 MCMIA 發行十週年紀念特刊

MCMIA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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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11 MCMIA 舉行 ICMCM 十週年慶祝晚宴 2011.08.11 國家中醫藥管理局科技交流中心
協辦 ICMCM

2011.10.17-18 MCMIA 董事會成員赴上海與
榮譽會長任德權教授及李大寧教授

共商香港中醫藥之發展

2012.04.27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基金有限公司
贊助香港理大學七十五週年校慶

「企業夥伴獎學金計劃」

2011.07.23 MCMIA 與香港理工大學合辦
「香港中醫藥發展策略」研討會

2011.07.08 MCMIA 於大公報中華醫藥版創立
「中醫藥新天地」專欄

MCMIA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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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05 MCMIA 週年會員大會 2013.02.26 MCMIA 舉行新春茶聚

2013.07.19 MCMIA 舉辦「如何界定產品為
中成藥」簡介會並邀請衛生署代表擔任講者

2013.03.22 MCMIA 舉辦「不良廣告醫藥條例」
簡介會，並邀請衛生署代表擔任講者

MCMIA 活動

2012.08.16 MCMIA 舉行「ICMCM 歡迎晚宴」2012.06.29 MCMIA 與香港科技園公司合辦
「中藥安全、檢測及認證的近期發展」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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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13 MCMIA 舉辦「歲晚聯誼茶聚」

2015.01.31 MCMIA 週年會員大會

2015.03.18 MCMIA 舉辦新春茶聚

2014.02.27 MCMIA 舉行新春茶聚

2014.01.04 MCMIA 週年會員大會

MCMIA 活動

2015.05.23 MCMIA 與香港藥行商會及
香港中藥學會合辦「香港中醫藥發展論壇之香港

中成藥註冊經驗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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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國際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2012) 第九屆國際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2013)

第六屆港澳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2010) 第七屆國際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2011)

第十屆國際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2014)

國際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MCMIA 發起及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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