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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古光陰一霎時”。轉眼間，香港“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已走過二十載春秋。漫

漫的二十年長路，每一波潮汐的跌宕，何不是我們協會戮力同心的力量展示和精彩的綻放？

每一輪太陽的升起，何不是我們在推動香港中醫藥現代化、國際化和“大中華中藥一體化”

進程中點亮的希望？今天，我們相聚在這裡，共同慶祝協會成立二十周年。作為新任會長，

我感到很榮幸！但也深感登高履危之責任重大。然而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

妨”。既然大家信任我，並委我以重任，我將不負使命，與各位副會長，董事和理事協力同

心、砥礪前行，在全面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大背景下，在推動香港中醫藥傳承創新

發展中發揮更大作用。

	 協會自 2000 年成立以來，從無到有 , 從稚嫩到成熟 , 走著一條條崎嶇的路。二十年來，

在創會會長黃伯偉先生和歷任會長的帶領下，協會始終以推動中醫、中藥標準化、現代化和

國際化早日實現為目標，充分發揮協會的職能作用，使各項工作取得長足進展。協會通過舉

辦中醫中藥國際學術研討會、展覽會、各層次的論壇、訪問考察等多種形式的活動，邀請國

內外知名專家、院士、科研單位、中醫藥界、各種醫藥商會將中醫藥領域最新科技、最高成

就和各種商機交流互動，並利用國際互聯網傳播中醫藥信息，從而促進中醫藥科技及商務在

海內外的拓展。協會還關注和支持香港政府擬將香港發展成為一個國際中醫藥中心的計劃，

並將協會關於中藥標準化、技術規範制定和政府決策的諮詢論證向港府建言獻策，充分發揮

橋樑和紐帶作用，使協會的作用力和影響力不斷攀升。

	 當前，在“一帶一路”大格局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背景下，在“新冠”疫情肆虐

給人類帶來全球性災難的今天，無論是進一步整合會員資源，推動香港與內地中醫中藥學術

交流合作、積極推行香港中成藥生產品質管理規範等現代化手段，致力提升本港的中成藥品

質水準，進一步衝破國外法規的技術壁壘有利於加強中醫藥貿易及國際化、中醫藥今年抗擊

“新冠病毒”疫情中捷報連連，在在突出中醫藥發揮的顯著功效，為國家帶來一個前所未有

的發展機遇，這對協會來說是千載難逢推動中醫藥在海外影響力的很好契機。2019 年 6 月，

香港政府設立的中醫藥發展基金正式啟動，開始接受中醫藥業界及相關團體申請，以促進中

醫藥界發展，提高業界整體水準。旨在為中醫藥界和中醫醫院培養人才、促進與中醫藥有關

的科研，支持本地中藥商提升 GMP 認識水準以及按法例註冊中成藥，並加強市民對中醫藥

的認識等等。我們應該順勢而為，秉持推動中醫中藥現代化和國際化的信念，繼續發揮協會

在推進香港中醫中藥國際化科學技術的契機和發展，促進中醫中藥科學技術普及及推廣諸多

方面的職能，全方位搭建好協會為會員、為行業與政府之間搭建一道溝通的橋樑。讓協會在

未來五年再上一個新的台階、讓會員在參與過程中獲得更多收益。

	 中醫藥文化是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凝聚著深邃的哲學智慧。致力於推廣中醫藥文化在

海外的影響、推動世界對中醫藥的接受和認同我們責無旁貸。歲月回眸，協會在實踐中不斷

成長，在摸索中不斷壯大，真可謂攬盡風雨苦亦甜。二十年來我們初心未改，儘管未來的路

崎嶇而漫長，任重而道遠。“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我堅信，在我們共同努

力下協會一定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一定會為中醫藥文化的傳播推廣譜寫新的篇章。	

不畏艱辛，砥礪前行
會長	魯展雨	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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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MIA 生不逢時

	 1997 年香港回歸前後，由於美國剛出台了《膳食補充劑及教育法案》1，全球掀起了一

場「回歸自然」熱，「天然食品」受到追捧，中醫藥自不然亦備受注目。一場又一場的中醫

藥研討會不斷地在香港各大院校輪流舉辦，香港中文大學更率先成立了香港首家『中藥研究

所』。一場「中醫藥熱」看來正在蓄勢待發。

	 奇怪的是，當董特首在他的第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香港具備足夠條件逐步成為一

個國際中醫中藥中心」時，香港全埠竟然鴉雀無聲，毫無反應。到了翌年的《施政報告》，

董特首再重彈此調時，一下子「中醫藥」爆發成為全市的熱門話題。甚至海外華僑都揚言要

在港大力投資中醫藥。在此時間，政府批出了一大塊土地給一家大財團來發展『數碼港』。

這「先例」一開，全港地產商爭先恐後仿傚，紛紛向政府申請地皮來發展中醫藥，傳媒當時

稱這些項目為『中藥港』。

	 可能因為「僧多粥少」，政府於 99 年中宣佈停止考慮批出資金及土地給『中藥港』的有

關項目，轉而由『香港賽馬會』撥出一筆五億港元基金來成立『賽馬會中藥研究院』，『中

藥熱』的熊熊烈火一夜熄滅，近兩年的熱火朝天跌至冰點。

	 就在同年 10 月『貿發局』組織了一個「訪日香港漢方製劑視察團」，雖然當時中醫藥氣

氛低沉但卻仍有三十人踴躍參加。「視察團」訪問了日本最重要的漢方藥廠、市場及療養院

等機構，大家對日本人在這方面的成就和貢獻印象深刻。在其中一遠程訪問的回途中，團友

們熱烈地討論所見所聞，結果在日本的公路上，團友們一致認為回港後大家應成立一個協會

將中醫藥大力推向世界醫藥的高端。翌年五月三十一日MCMIA便在冷冰冰的氣氛中誕生 2。

以當時的環境和條件而言，稱「MCMIA 生不逢時」相信亦不為過。

建設國際中醫藥訊息及貿易平台

	 MCMIA 成立時的定位是一「非牟利中醫藥商會」。當時十位創辦人的理念是：善用香

港的國際地位及科技水平「將中藥在進行現代化後推動其國際化」並從而強化和優化整個中

守得雲開
創會會長	黃伯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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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產業 (「產業化」)。為了達到上述目的，MCMIA 在創會後馬上著手籌建兩大平台：

1.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會議 ICMCM	Conference』,	及

2.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展覽會 ICMCM	Exhibition』3

	 召開會議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藉著香港的國際地位邀請全球中醫藥、傳統醫藥、草本醫藥

及膳食補充劑等各方專家翹楚共聚一堂，就各國在研發、生產、規管、教育等各方面坦誠分

享資訊。在 2002 年 3 月召開的第一屆會議陣容頂盛，連《美國藥典》的總裁亦應邀列席為

講者之一。由於賢達群集，數年間會議迅速成為國際醫藥盛事，同期進行之展覽會亦甚獲好

評，為建設香港作為「國際中藥貿易中心」奠下了基礎。

	 翌年，MCMIA 更與「香港貿易發展局」並肩合作成功地籌辦了隨後十多年的 ICMCM

會議及展覽會。會議由MCMIA與六家香港的大學及一些主要協會機構聯手策劃和統籌，「貿

發局」則負責全盤運作事宜。期間雖經 SARS 及兩次金融風暴的打擊，大家仍是一腔熱情，

堅毅不拔地推動這兩項活動，從未間斷。

	 在 ICMCM 啟動初期，MCMIA 更在 ICMCM 多項活動群中獨家創辦了『國際研究生中醫

藥論壇』4。『論壇』獲『中醫藥管理局』及香港中醫藥各方的讚許與支持，參加的研究生

主要為兩岸四地及新加坡的大學學生，『論壇』的研究論文一般均達國際水平，為 ICMCM

增光不少。大家都寄望研究生們他日會成為香港及其他地區中醫藥的薪火傳人。隨著『粵

港澳大灣區』的成立，ICMCM 會議及展覽會融入『大灣區』的中醫藥大潮流乃大勢所趨，

MCMIA 及「貿發局」正積極為此作出部署。

	 不幸的是舉辦了十多年的『ICMCM 展覽會』卻在 2016 年被逼停辦，使 MCMIA 及「貿

發局」本來擬以『ICMCM 展覽會』來促進成立「香港國際中藥貿易中心」的理想成為泡影。

事緣於在 2011 實施的《中醫藥條例》5 禁止未經註冊的中成藥進口，就算少量作樣版用的

中成藥亦在禁止之列。既然沒有實物來展示及讓各方代理商攜產品回去研究合作的可能性，

各展商目睹尋覓合作伙伴的機會在遞減，所以紛紛停止參加展覽會。香港一向以「世界貿易

中心」自詡，想不到一個正在崛起的中藥貿易朝陽產業竟然被自己的政府親手握殺在襁褓之

中，此事怎不令人唏噓？

現代化 國際化 產業化

	 雖然創會原意是「先現代化，後國際化」，但世事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創會後四年，美

國及加拿大分別出台了《植物藥條例》及《天然健康產品條例》6。前者按西藥思路來進行

註冊和規管，所以不宜中成藥去申請和參與。可惜不少國內企業不諳此道，紛紛斥鉅資來申

請註冊和進行臨床實驗，據聞已共花了數十億人民幣。正如所料，至今仍未有一項中成藥在

美註冊成功。

	 另一邊廂，在 2012 年香港已有企業將一只含七味藥材，專治心腦血管疾病的中成藥顆粒

複方成功在加拿大註冊為「天然健康產品」下的「傳統藥」類別，並獲加政府頒發《生產許

可證》，容許在中國國內生產直銷加拿大。此外，加拿大還批准該產品在外盒上印出此藥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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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藥典》內六項「功能主治」中的四項。該藥因而成為首項以「藥」定位，在一西方

先進國家通過註冊堂堂正正進入主流市場的中成藥複方，該藥於 2017 年在多倫多正式上市。

	 由於中藥成份複雜，要將其本身現代化談何容易？目前的「中藥現代化」集中於生產工

藝、GMP 及劑型改革等。就「藥」的本質而言，要科學地梳理好組方、藥理、質控等各方

面相信還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

	 正是因為「中藥」產品在本質上還普遍地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所以訛騙造假事件層出

不窮。幸好近年西方多項科技漸趨成熟，可以被引用來先解決中藥的安全、質量、純正及溯

源等問題。在這方面，MCMIA 十年來一直積極支持和參與由『創科署』成立的『中藥材檢

測認證委員會』7 通過化驗科學、細菌學、基因學等來制定一套「中藥材檢測認證方案」。

除了上述的科學資訊外，中藥行業的整體現代化已使得產品的「真實性」、「溯源(地道 )」、

「供應鏈」、產品的使用方法 ( 如湯食譜 ) 及有效期等資料大部份都可以蒐集得到來與消費

者分享。

	 有香港企業就以上述這套中藥材的「科學及相關資料」作為基礎，加進了一系列最新的

資訊科技來使得這些數據可以無誤地傳遞和展示在消費者個人手機的屏幕上。這些資訊科

技、手段和工具包括感應蕊片、NFC 感應電話、物聯網及國際網絡等。綜合了這一系列的

元素，中藥材自有史以來首次實現了「買賣雙方產品資訊均等」的情況。由於「資訊均等」，

藥材價格因而可以不再像以往由賣方「一面之詞」來決定，轉而可按客觀「市場供需」實況

來議定。有了較充裕、可靠及全面的資訊，顧客便可一躍從「愚昧」昇級為「精明」的消費

者，以往的訛騙手法亦因而較難得逞。

	 為了進一步確保藥材的數據正確無誤，MCMIA 與『中文大學李立三中醫藥發展研究中

心』於 2019 年初開始攜手發展一套《中藥區塊鏈》8 以供業界將正確的數據和訊息儲存和展

示在「區塊鏈」內無法竄刪的訊息行列內。在「區塊鏈」密碼嚴密的監制下，發報訊息者的

聲稱和披露必須確切無誤，否則一旦詐騙為人揭露，發報者將無從狡辯，只能墜入「萬刼不

復」的深淵。有了「區塊鏈」，中藥產業便可跨上一個誠信昭著的新台階。

	 當上面各項都具備後，香港便開始有充份的條件來推動『香港中藥材期貨交易所』以確

保今後各類中藥材長期供應的穩定 9，杜絕長期以來不法的投機倒把。

香港中藥產業的困境與生機

	 這兩年來，香港中藥產業被接踴而來的本地暴亂與瘟疫一再衝擊，使廿年來飽受阻滯的

中藥行業發展更加雪上加霜 10。其實具香港特色的本地傳統中藥素來獲國內群眾青睞，不少

顧客專程來港購買享譽多年誠信的老字號中藥，可是香港刻板嚴苛的中藥規管方式及陸港之

間法例的差異，使得港產中藥企業除了將產品交給「拆家」轉交本地實體店銷售外，基本上

沒有其他渠道來推廣。大多數的中藥生產商對現代線上線下種種形式的推廣銷售模式缺乏認

識，因此形成了一種苦困胡同難以自拔的情況。「兩禍」的出現進一步加速了香港中藥行業

邁向式微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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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雖如此，其實如果小心分析，香港中藥前景仍然有多個亮點。這些亮點或多或少都與

國家政策、市場走勢和社會風氣有關。如果香港「官產學研」能洞悉形勢，攜手合作，香港

中藥產業仍大有浴火重生的機會，可以再次開拓出一個遼闊的新天地。

• 亮點一 『粵港澳大灣區』成立

	 2017 年『大灣區』11 成立時，明眼人馬上看到香港中藥市場有擴展十倍以上的商機。如

果將全國造訪『大灣區』的旅客都算在內，市場增加又可止十倍 ?	既然陸客不來港，港中藥

仍可爭取北上在『大灣區』內外銷售。但港藥礙於缺乏 GMP 生產規範，故難在國內獲批藥

號。而陸港之間又缺乏互認機制。所以大部份港商只可眼巴巴地看著隔壁潛在的龐大市場而

束手無策。

	 其實 MCMIA 早已有會員提出「共享輪用 GMP 生產線」12 的概念來解決內地對 GMP 的

要求，方法主要是由政府成立多條 GMP 生產線供業界作短期租用來生產符合國內 GMP 要

求的中成藥，然後通過互認機制或直接申請批文來進入內地市場。一旦生產和銷售達到一定

的量，這些企業便可在港或內地自建廠房來為新佔有的龐大市場來生產，而不需再使用「輪

用」設施。相信不少香港中藥企業可通過此途徑來重振旗鼓，可惜香港政府到目前尚無遠見

來支持這項建議。

	 另一可以在短期內提升港產中藥形象和公信力的是臨床實驗。這方面香港目前鰲頭獨佔，

因為『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的臨床實驗均為國際認可。如果兩家大學醫院能與『大灣

區』內其他具高水平的臨床中心聯網，這不僅可以幫助其他『大灣區』臨床中心更容易取得

國際地位，同時亦使得中藥的臨床測試更為容易方便和可較亷宜地進行，港陸中藥的國際聲

譽和話語權由此亦可獲進一步的提升和加強。

• 亮點二 新「跨境電商」渠道

	 上述的「共享輪用 GMP 生產線」、「陸港中藥互認」及「臨床實驗中心聯網」等設施

和機制都有助於香港中藥進入『大灣區』及『大中華區』市場，但目前最快進入該些市場的

途徑其實是「跨境電商」13 渠道。「跨境電商」並非新事物，但國家近年對它作出大刀闊斧

的改革、整頓和加強規管以配合和滿足中國龐大中產階級市場對境外產品的殷切需求。

	 「跨境電商」產品無須一定已在國內註冊，但必須具備本身的正當性、安全性、質控及

符合內地海關的其他入境要求。一旦獲海關批准備案，產品便可在內地線上銷售往全國 14 億

顧客。關鍵是港企必須熟悉內地線上林林總總的銷售和推廣手法，否則亦只會空討一個「入

門興嘆」，眼巴巴看著產品呆擺在線上平台而乏人問津。但如果推廣得宜，其龐大收益當不

言而喻。

•亮點三 新《中醫藥法》出台及瘟疫效應

	 2017 年新《中醫藥法》14 出台，今年初，『國務院』廢止了原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醫藥條例》，這些舉措意味著國家對中醫藥和規管的認知與觀點正在轉移和改進。筆者的解

讀為國家機構對中醫藥的規管再不全盤「張冠李戴」教條式地借鑒西醫藥的審批模式，而是

在逐步移向以「中醫藥本位」作為評審依據。一旦這一連串的改革落實後，中醫藥的審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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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主要按「經驗科學」及「循證醫學」作為審批原則而逐步放棄西醫藥的藥效機制及大規模

臨床實驗模式。結果是將會用更多「驗方」及「傳統方」較容易取得批文。這將是利好香港

傳統中藥發展的一大措施，希望香港政府亦會「蕭規曹隨」。

	 冬春之交的一場突發「新冠肺炎」瘟疫令全球對中醫藥刮目相看。在西方醫療制度束手

無策呆待疫苗期間，以中醫藥治療的病人便已陸續痊癒出院。在這一場具說服力的較量中，

中醫藥的特色和優勢顯露無遺，國內官民亦一致讚許，多個中央部門已表態會大力支持和推

出新的中醫藥發展政策。希望香港當局亦不甘後人，早日響應。

	 這次中醫藥「因禍得福」，如何將這場抗疫勝仗轉化為昭告天下中醫藥博大精深的契機？

此乃目前最大的挑戰，一旦成功，「中醫藥國際化」便有可能會更早全面實現了。

	

見月明 ?

	 MCMIA 在香港默默耕耘及守望了廿年。總的來說，香港的中藥營商環境在這廿年來改

善不多，有些方面甚至抑商多於促商，相反地，內地中藥的營商環境則朝著更合理的方向來

改革。國家在崛起之餘亦從未忘記中醫藥，不但投入大量的資源，還在各層政府分別制訂了

不少有利中醫藥發展的政策，相信在「後新冠肺炎」時期，中醫藥將會逐步獲得全球的認同

而蓬勃發展。

	 可以說，今天是廿年來中藥碰到的最佳機遇和最明朗前景。如香港中藥產業能抓好這個

機遇，充分善用這廿年來香港獨力發展出來的中藥現代化、國際化和區塊鏈、輪用生產線、

臨床實驗等方法和手段，使它們轉化成為港藥的市場優勢和國際地位，香港中藥的前途應該

還是無可限量的。

	 用「守得雲開」來形容今天我們一群 MCMIA 會員在協會成立廿週年之際的心境相信頗

為貼切，但是否能「見月明」則要視乎行業薪火相傳新一代的才智、眼光、決心和毅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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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區成立和基本法確定中醫藥在香港的法定地位，加上香港首任特首提出要發展香

港成為「國際中醫藥中心」，為當時中醫藥業界和部分地產商提供了「中藥港」的商機。雖

然「國際中醫藥中心」和「中藥港」都落空，還好在香港貿發局 1999 年舉辦的一次考察日

本漢方藥的旅程中，凝聚了十位對中醫藥發展充滿熱誠的業界精英決心在香港創立一個以推

動中醫藥現代化、國際化和產業化的非牟利協會，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Modernized	Chinese	Medicin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MCMIA	於 2000 年 5 月 31 日正

式成立。	

	

	 協會定位為中醫藥界的商會，其中一個重任是促進業界在法規、科研、產品開發、品

質檢測、商品化、市場拓展等方面的交流；而最有效凝聚共識的方法是創辦一個年度的大

型會議和展覽會。萬事起頭難，要感謝當時香港工業署的支持，和 2003 年起成為國際現

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覧會暨會議（ICMCM）的主辦單位 - 香港貿發局。ICMCM	是	

MCMIA	借助香港獨特地位，搭建一個面向全球，聯接內地、港、澳、台與世界各地，聯

通生商與貿易、學術與應用、學校與社會、廠家與市場的橋樑，透過每年定期舉辦，成為

香港貿發局每年固定的展會，更成為吸引來自世界各地政府官員、專家學者、企業主和

業界精英的交流盛會。透過分享學術 / 實証研究報告，產品 / 市場拓展法規，和成功企業

實戰經驗，促進企業相互進步；市民大衆也可以參與中醫藥公眾講座和參觀中醫藥知識

展覽，受益於中醫藥文化的博大精深。由於中藥產品參展商無法滿足新法規要求（必須

先完成產品註冊才可以在香港展出中藥產品），2016 年開始	ICMCM	的展覽被迫停止。

由 2002 年至今，全球超過百份之九十的中醫藥專家都曾應邀在 ICMCM	會議分享經驗。	

	

	 MCMIA	在 2003 年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共同獲得香港特區政府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

金的支持，開辧中醫藥企業行政人員講座系列。課程分為三大單元：香港中醫藥現狀、

中藥的企業及質量控制管理、國內外中藥商業摡覧 ;	共包括 33 個實用課題。透過具實戰

經驗的現職中醫藥資深人員及專家，以授課及座談會形式，提升行業人員的專業水平。	

	

	 為了讓中醫藥研究生有個正式平台交流其科研成果，MCMIA	在 2005 年創辦了首個中

醫藥研究生論壇，後來被更名為國際中醫藥研究生論壇並於每年 8 月份	ICMCM	期間同步

舉行。至今超過	1400	名來自內地、香港、澳門和海外的研究生曾經在這個論壇發言 / 展

示論文，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領導也多次出席論壇並為這些未來的中醫藥接班人點贊。	

	

	 透過調研和規劃，MCMIA	於 2008 年發佈長達 50 頁的香港首份「建設香港國際中醫藥

中心建議書」，為香港特區政府的中醫藥發展作出建言獻策。

	

	 2008 年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成立了一個特區政府認可的慈善團體：現代化中醫

藥國際基金，基金主要目的是鼓勵中醫藥學術交流、普及中醫治未病以及贈醫施藥。

從此，國際中醫藥研究生論壇成為基金的年度活動。適逢今年三月初香港面臨新冠

十顆歧黃心，廿載香港夢
創會董事兼原會長、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基金主席	

楊國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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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的嚴重影響，市民包括社區的中醫師診所都缺乏口罩，基金及時獲得友人的支

持，把五萬個口罩捐贈給醫管局十八區中醫診所、大學中醫藥科研中心、社區中醫

診所、中醫藥相關科研機構、中醫藥友好協會和會員等，為科學抗疫盡一分綿力。	

	

	 此外，MCMIA	也多次組織會員和同業，前往內地參觀學習，提升香港與內地的交

流與合作。2019 年，我們與廣東及澳門相關協會和非政府組織，共同成立了粵港澳大

灣區食品營養健康產業聯盟，積極推動相關產業在這擁有 7000 萬人口的市場拓展。	

	 我們十位	MCMIA	 的創始人從最初的認識、出錢出力，出謀劃策，也成為很鐵的

哥們，沒有私心，全力以赴，以中醫藥現代化、國際化、產業化為大家的共同目標。	

	 最不捨得的是創始人之一陳國才英年早逝。同樣讓我們非常難過，捨不得的是MCMIA的

老領導任德權先生的意外辭世。任局一生為國家的醫藥發展和全民健康不遺餘力、付出，在

醫藥領域包括領導流通、主管監管部門的工作極為出色，受人尊敬！在推動中醫藥現代化、

國際化、產業化方面，親力親為，發揮其凝聚力，為包括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的很多內地

/ 境外的學會 / 協會指明發展方向。他教導我們要飲水思源，親自組織全球中醫藥界往湖南株

州拜祭炎帝。他關心中醫藥現代化的傳承發展，親自指導本人及徐宏喜規劃「中醫藥新天地」

專欄。任局更多次親臨	ICMCM	論壇指導工作，他的認真工作，慈祥笑容永遠留在我們心中。	

	

	 要數出彩的是我們有兩位創始人的醫藥企業的發展，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幾年前在

香港主版成功上市。我們也有創始人於 2012 年成功把其中藥產品在加拿大獲得「天然

健康產品」類之「傳統藥品」產品証書。我們也有創始人以千人學者身分獲邀加入上海

中醫藥大學。也有創始人受澳門特區的大學及政府邀請，繼續推動和發揚中醫藥事業。	

	

	 二十年來，MCMIA	在各界的支持和自身努力下，不斷前行，努力開拓，為香港的

中醫藥發展，以及與內地及海外的交流與合作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得到行業和前輩們的

認可和鼓勵。二十歲的協會像是一個剛離開學校的青年，它需要更多人的關心，更多人

的扶持。幸好今天這個中醫藥的生態圈比之前有更多的機遇和持份者：包括國家已對中

醫藥立法、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香港特區政府食衛局的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中

醫藥發展基金、正在籌備的香港中醫院、以及更多友好商會，如香港中藥業協會等。	

	

	 讓我們	MCMIA	的創始人、董

事會、理事會的成員們一起繼續

堅持使命，勿忘初衷，凝聚更大

的力量，為中醫藥的現代化國際

化發揮更大的作用。

2000.05.31	MCMIA 成立：第一次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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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為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MCMIA)	二十周年會慶，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由	2000	

年創辦至今已經有二十個年頭，在這二十年間協會一步一步成長，在中醫藥業界發展發揮著

一定的影響力，所取得成果絕對值得引以自豪。回首這二十年的發展歷程，協會的成功實在

有賴歷屆會長、理事長、董事、理事、會員、秘書處、香港貿易發展局及各界人士無私的付

出、努力及支持。

	 二十年來香港中醫中藥界經歷不少事情，當中包括實施中醫藥注冊規管、三所中醫藥學

院分別於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及浸會大學成立、〈中藥材認證計劃〉的建立及推行、中醫院

獲得落實興建、其中不得不提由本協會與香港貿易發展局	(HKTDC)	由 2002 年起每年定期於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合辦之「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會議」(ICMCM)。中醫藥源遠流長，

有著幾千年的歷史，在新的時代我們不能固步自封，應總結我們的經驗，檢討不足，繼續為

中醫藥發展而努力。

中醫藥發展多方向

	 以往中醫藥發展都集中在「醫」( 診症 ) 及「藥」，在新的時代除了「醫」和「藥」，中

醫藥發展應該配合更多新的科技及技術而趨向更多方面發展，其中中醫藥學術研究及中醫治

療儀器與產品就應該獲得更多注視和資源，當中醫藥發展更多樣化，整個中醫藥產業鏈會得

到擴張，業界亦可以從中得到更多機會。

積極配合及參與國家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致力於推動中醫藥國際化，國家由 2013 年開始倡議一帶一路跨國

經濟帶，近年先後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法》，頒布了《中醫藥發展戰略規劃綱

要》，實施了《中醫藥「一帶一路」發展規劃》，這種種國家政策就與本會推動中醫藥國際

化不謀而合，在《中醫藥發展戰略規劃綱要》就提到要積極推動中醫藥海外發展，支持中醫

藥機構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擴大中醫藥對外投資和貿易。為中醫藥服務貿易發展提供全

方位公共資源保障。鼓勵中醫藥機構到海外開辦中醫醫院、連鎖診所和中醫養生保健機構。

扶持中藥材海外資源開拓，加強海外中藥材生產流通質量管理。鼓勵中醫藥企業走出去，加

快打造全產業鏈服務的跨國公司和知名國際品牌。業界應積極回應參與其中，我們本港不乏

具實力的中藥企業可以藉住今次國家政策走出去，使世界不同人士接受中醫中藥，把此國粹

發揚光大推向世界，其中東盟 (ASEAN) 成員國極具發展中醫藥的潛力，新加坡、馬來西亞

及泰國就已經有很多人在使用中醫藥，同時設有中醫院及中醫課程，每年 ICMCM 之國際研

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International	Postgraduate	Symposium	on	Chinese	Medicine) 就邀請到

不同國家或地區研究生來參加，以往就有新加坡、台灣、上海等之代表參與，希望日後可以

利用此國際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作為平台加強與各國 ( 特別是東盟國家 ) 合作交流，為中醫

藥國際化埋下種子，為日後茁壯成長的成果鋪路。

總結經驗  緊抓機遇  携手前進
原會長	周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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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國家於 2019 年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大灣區包括香港、澳門兩個特

別行政區，和廣東省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九市。2018

年底總人口逾 7	100 萬，地區生產總值達 16,425 億美元，人均生產總值 23,342 美元。目標

促進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加強大灣區內城市互聯互通，而香港會更加積極主動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我們業界要做好準備，積極爭取香港中醫藥企業及產品可以在落戶大灣

區，同時為大灣區發展作出支持。

互聯網 +、大數據、5G 網絡等科技於中醫藥之應用

	 除了中醫國際化外，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亦致力於推動中醫藥現代化，20 年來資訊科

技發展得到大大提升，中醫藥要實現現代化就不能不與時代並進，特別是年輕一代熟悉資訊

科技應用，除了可利用科技發展的便利推動中醫藥，亦可以為年青人在中醫藥產業上提供新

的機會。應用上例如利用互聯網進行國際中醫藥交流，分享發展方向，而中醫藥現代化，日

後應用高速 5G 網絡實踐及完善中醫遙距醫療看症，使行動不便或時間緊迫的人都可以得到

看症的機會，同時可以減低傳染病傳播的風險。除此之外，將來要更懂得如何運用大數據於

中醫藥發展及研究。

設立香港中草藥交易所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同時為中國的一部分，有健全法制及金融專才，是建立中草藥

交易所的理想地點。成立中草藥交易所可以提升香港中醫藥在國際地位，同時可以作為交易

平台提升中草藥原材料供應的透明度。

爭取立法會設中醫藥之功能界別席位確立中醫藥地位

	 回歸 20 多年，特區政府雖然一直支持中醫藥界的發展，但仍有地方可加強支持我們業界

的訴求，如 MCMIA 一直爭取豁免參加本港中醫藥展之參展商需要為參加展覽用途之中成藥

註冊，有見及此，我們中醫藥業界需要爭取立法會設中醫藥之功能界別席位以確立中醫藥地

位，並為業界在政府體制內建立發聲的渠道。

總結

	 經過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各地更了解中醫藥應對流行病上預防及復康之用，而與

20 年前相比，今天科技已大大的進步，國家的實力亦更加強大，配合國家的一帶一路及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擺在我們中醫藥界眼前有不少機遇，同時亦有不同艱辛的路要走，業

界一定要繼續團結合作抓緊機遇，迎難而上，為我們香港中醫中藥發展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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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 8 年的會長任期，

今年卸任會長之職，過去這段時間感謝各位協助履行會長之工作。本人會繼續支持現代化中

醫藥國際協會，並在此祝願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在魯展雨會長帶領下繼續發光發熱再創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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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為 MCMIA 成立的二十週年，在此際當上了協會的理事長，實屬榮幸，但亦感到
不少的壓力，由於本身並沒有醫藥的背景，對中醫藥亦是從零開始，可能是上天的挑選，現
在卻從事了這行業。

	 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見証著香港在七、八十年代的經濟騰飛，各行各業都在蓬勃發
展，當時的中醫藥雖然還未正式規管，發展亦相當不錯，特別是藥材貿易，香港是重要的轉
口港，唯當時一般市民，使用中醫藥的，都給予人一個傳統或甚至落後的形象。究其原因，
當時之中醫藥，由於科技上之局限，缺乏現代科學的研究，所用之言辭，不少是艱深抽象的
形容，難免予人不科學的感覺。

	 隨著科技之進步，科研設備之普及，近二十年的中醫藥研究也變得更科學，以前一些難
以理解的概念，很多都能以現代科學的用語，甚至數據來解釋，而老百姓亦因此而對中醫藥
有更多的理解，因而接受中醫藥療效的人也越來越多，其中不少是年青人，甚至是外國人。

	 對於筆者來說，亦由於家人的經歷，深信中醫藥有著巨大的發展空間。其中一軼事可與
大家分享，話說在十多年前，我家小兒才兩、三歲的時候，突然在手、腳及面部出了不少紅
疹，看遍中、西醫亦沒法根治，而當時亦正盛夏，小孩痕癢難眠，心痛不已，但不料小兒在
無心之下，喝了一大瓶濃縮蘆薈汁，隨即肚痛大作，瀉下不少宿便，奇蹟亦即出現，本身有
紅疹的地方開始擴散，手、腳、面也變得通紅，但竟在短短一夜間，所有紅疹全退卻，皮膚
回覆光滑，與之前簡直判若兩人，惜當時還沒有智能手機，未能拍下當時情況，作為紀錄。
但此經歷馬上令人聯想到『排毒』這兩字，而亦正正體驗了中醫『瀉』之重要性，當然今天
對此事亦可有更多科學的解釋。我家小孩因親身經歷，對中醫藥有一定的信心，而當他和他
的同輩，甚或與外國朋友分享時，已經變成活生生的一個中醫藥推廣大使。相信在香港可能
也有不少這樣的推廣大使，雖然他們不一定知其療效的原理，但就體會到『循證醫學』的結
果，而他們亦潛移默化的推動著中醫藥。

	 香港在這二十年的中醫藥的國際發展，起著不少的作用，特別在大學的科研，香港各所
大學和世界上不少頂尖的學府都有著各方面的聯繫，不少卓越的科研的成果，可有效的通過
這網絡，讓世界知道，這正正是香港的優勢；香港的學者，不少是放洋海外，受著西方教育
的培養，但本身又有著中華文化的背景，所以能從西方的角度去理解中醫藥，亦更能從西方
的角度去解釋中醫藥，此優勢亦是香港能擔當成為中醫藥國際化基地重要的因素。

	 除了科研之外，中醫藥國際化，商貿亦是不可或缺的一環。一直以來，香港都以進出口
貿易及轉口為主要的經濟活動，香港有著豐富的貿易經驗，無論從產品設計、功能、包裝，
甚至交易條款，都能好好適應國外不同買家之需求，雖然中醫藥是較傳統之行業，有好些產
品銷售了好幾十年也並沒有太大的改變，但亦有不少產品以全新的包裝、宣傳手法打到國外
市場，而隨著科技的進步，香港的中醫藥產品亦開始引入新的科技原素，如 DNA 測試、物
聯網、區塊鏈等等，都可提升產品或服務的價值，而香港亦有一個很自由的環境，讓不同的
科技融合在一起。

	 從本會的會名已知道『現代化』、『國際化』乃本會最主要的目標，在過往的二十年，
無論從科技或科學的進步，使得中醫藥的發展從落後的粗大黑變得有一定的科學水平，亦逐
漸從本地市場走出國際舞台，這全憑各方面的專家人才作出的努力，當然目前亦不能說得上
是大成就，而僅是在壯闊的前境中踏出小小的一步，但筆者相信中醫藥能藉著香港的各項優
勢，仍然有很大很大的發展空間，亦希望本會在未來的五年、十年、二十年….，與各同寅
攜手讓中醫藥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 !

科技、科學、中醫藥
理事長	楊定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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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2492-2713       Fax: 2906-9330       Email: mcmia@mcmia.org       Website: www.mcm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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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計劃來促進中醫藥的國際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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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藥及健康產品會議 ICMCM》而逐步地打造
出來。『協會』在2019年亦和香港中文大學合作，
啓動構建中藥業的區塊鏈，希望能值此先進科技
提升整體中藥「質保」標準，達至國際認可水平。

	 『協會』每年召開一次《ICM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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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2 年首創至今，
ICMCM 在已開始起著凝聚全球力量共同弘揚中
醫藥的作用。隨著大灣區的發展，ICMCM	亦會
在未來加強與大灣區各城市的合作，開拓中醫藥
產業的共同市場。

	 為了讓中醫藥研究生有個正式平台交流其科
研成果，MCMIA	在 2005 年創辦了首個港澳研究
生中醫藥研討會，後來更名為國際研究生中醫藥
研討會於每年 8 月份	ICMCM	期間同步舉行。

	 2008 年 MCMIA	成立了一個特區政府認可的
慈善團體：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基金，基金主要目
的是鼓勵中醫藥學術交流、普及中醫治未病以及
贈醫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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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成藥註冊的問題上，
『協會』亦在 2016-17 年舉辦《香港中成藥註冊
之品質量標準專題講座》，幫助業界解決在產品
註冊時遇到的質量標準問題。

		 『協會』對普及中醫藥知識不遺餘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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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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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by jointly-organizing ICM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 Health Products).  The 
goal of the Quality Assurance Platform has now been initiated 
by partnering with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o 
set up the Blockchain for the industry in 2019. With the up-to-
date IT technology, it is expected a reliable Quality Assurance 
plat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will be bui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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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ce 
its inauguration in 2002, ICMCM has now evolved to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focal point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M. 
ICMCM will continue to seek different opportunity, especially 
the Greater Bay Area with an aim to cultivate a harmonised 
Chinese medicine market.
 
To facilitate the exchange of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 
amongst the postgraduate students, Hong Kong Macau 
Postgraduate Symposium on Chinese Medicine was staged 
in 2005.  The symposium which was held annually with the 
ICMCM event was later renamed as International Postgraduate 
Symposium on Chinese Medicine.

MCMIA Foundation is a charitable organisation set up by 
MCMIA in 2008.  Over the years, it focuses on the promotion 
of research exchange of Chinese medicine, advocating the 
prevention of diseases and offering Chinese medicines to the 
needed persons in the community.

In 2015, MCMIA launched a short course on “pCM Safety 
and Quality Testing Methods and Technology”. In 2016-17, 
MCMIA held seminars on the “pCM Standard and Quality 
for registration”. It helped the industry to solve the problems 
during the product registration.
 
MCMIA is dedicated to the CM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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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Kong TCM industry, MCMIA 
appeals to the Greater Bay Area authorities to implement the 
“GBA TCM Integration and Harmo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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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會長 Former Presidents

創會會長 黃伯偉博士
Dr. Albert WONG
Founding President

(200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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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會長 周薇薇女士
Ms. Vivien CHOU
Former President

(20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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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 Council Members ( 2020-2022 )

副會長 黃譚智媛醫生
Dr. Vivian TAAM WONG

Vice President 

副會長 邱福榮先生
Mr. Edward YAU

Vice President

董事兼義務司庫 黃文秀博士
Dr. WONG Man Sau

Council Member & Honorary Treasurer 

會長 魯展雨先生
Mr. Lawrence LO

President

董事兼義務秘書 馮振華先生
Mr. Dennis FUNG

Council Member & Honorary Secr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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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會董事 楊國晉先生
Mr. Harry YEUNG Kwok Chun  

Founding Council Member

創會董事 黃伯偉博士
Dr. Albert WONG 

Founding Council Member

創會董事 徐宏喜博士
Dr. Kevin XU Hong-Xi 

Founding Council Member

創會董事 陳宇齡先生
Mr. Abraham CHAN Yu 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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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成員 Council Members ( 2020-2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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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楊定華先生
Mr. Arthur YEUNG Ting Wah

Council Member

創會董事 劉永銓博士
Dr. Brad WC LAU 

Founding Council Member

董事 卞兆祥博士
Dr. BIAN Zhao Xiang

Council Member

董事 周薇薇女士
Ms. Vivien CHOU
Council Member

董事 譚天樂博士
Dr. Timothy TAM Tin Lok

Council Member

董事 劉碧珊博士
Dr. Clara LAU Bik San

Council Member

董事會成員 Council Members ( 2020-2022 )



22 23

義務法律顧問 Honorary Legal Adviser

董事 王一濤博士
Dr. WANG Yi Tao
Council Member

董事 孫亮女士
Ms. SUEN Leong
Council Member

董事 許斐醫師
Ms. HUI Fei

Council Member

董事 區靖彤博士
Dr. Dawn AU Ching Tung

Council Member

義務法律顧問 陳曉峰先生
Mr. Nick Chan

Honorary Legal Adviser

董事會成員 Council Members ( 2020-2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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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成員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 2020-2022 )

副理事長 劉碧珊博士
Dr. Clara LAU Bik San

Associate Chief Executive

理事 莫錦華博士
Dr. Daniel MOK Kam Wah 

Executive

副理事長 孫亮女士
Ms. SUEN Leong 

Associate Chief Executive

副理事長 許斐醫師
Ms. HUI Fei  

Associate Chief Executive

理事 溫萬芬博士
Dr. Jennifer WAN Man Fan 

Executive

理事 温愛詩博士
Dr. Csaryne WAN

Executive

理事長 楊定華先生
Mr. Arthur YEUNG Ting Wah 

Chief Execu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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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 施祖榮博士
Dr. Stephen SZE  

Executive

理事 梁曉瑩女士
Ms. Ella LEUNG 

Executive

理事 施德安博士
Dr. SZE Tak On 

Executive

理事 俞秀芳女士
Ms. Natalie YU 

Executive

理事 袁翠盈女士
Ms. Ailsa YUEN 

Executive

理事 葉振南先生
Mr. William YE 

Executive

理事 杜志楷先生
Mr. Kenneth TO 

Executive

理事會成員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 2020-2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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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congratulate the Modernized Chinese 
Medicin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MCMIA) for its 20 years of service in 
furthering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I was honor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first conference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2000 and several thereafter. The initiatives put forth by MCMIA over 
the past 20 years have furthered all aspects of Chinese medicine, consistent with 
the original mission of the organization. The recent experience of using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clearly underscored 
the importance of Chinese medicine in modern health care. This similarly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MCMIA in furthering both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scientific advancements in all aspects of Chinese medicine.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Herbal Pharmacopoeia, I sincerely wish MCMIA 
another 20 years of success in all of its endeavors.

With sincere regards.

Roy Upton, President
American Herbal Pharmacopo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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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atulatory Message 
In celebration of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MCMIA

Greetings! 

I am Eungse Lee, head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Korean 
Medicine Development (NIKOM). 

First, congratulations on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MCMIA!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congratulations to President Vivien Chou, Chief Executive Arthur Yeung, 
and members of MCMIA. 

Amid the aging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and the increase in chronic diseases, 
Traditional Medicine is receiving more attention than ever as an option for living 
a longer, healthier life and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Now is the time for 
countries to put their heads together to cope with challenges facing Traditional 
Medicine, including greater use of scientific approaches and standardization, and to 
unleash its unlimited growth potential. 

Over the past 20 years, MCMIA has been implementing various projects aimed at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cooperation with cross-industry and cross-
disciplinary. MCMIA also has been playing a leading role in promoting the use of 
scientific methods and approaches to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its internationalization 
by sharing the latest theories and technolog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rough 
international seminars and conferences etc. I hope MCMIA continues t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overcoming challenges facing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advancing 
Traditional Medicine as a globally respected field of science. 

NIKOM is also doing its bes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under the goal of achieving “scientification, standard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It is my hope that MCMIA and NIKOM work closely together 
in the years to come in many areas including regular exchanges of in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nce again, I would like to offer my warmest congratulations on MCMIA's 20th 
anniversary, and I hope MCMIA will grow into a lead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by building upon the achievements in advancing Traditional Medicine around the 
world for the past 2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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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atulatory Note

It is immense pleasure to extend my hearty congratulations 
to MCMIA on the occasion of its 20th anniversary. 
During my time as the director of the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 had 
great pleasure to participate in many successful events 
and programs of this important professional body founded 
by a group of insightful leaders in the Chinese medicine 
community.

The timing of establishing MCMIA was important as both the industry and regulatory 
authorities in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elsewhere sought better approaches 
to ensure safety and high standards of Chinese medicinal products. In the last couple 
decades, we also witnessed a change in the landscape of healthcare with movements 
toward alternative and complementary approaches. Global interests in understanding 
and using Chinese medicines, as well as promoting the quality, safety, and efficacy 
of herbal medicinal products, have been increasing. Today, the opportunities 
to modernize and internationalize these products continue to grow, playing an 
integrative role in the healthcare industry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and 
making inroads into the Western world.

For no doubt, MCMIA has made significant impact not only to Hong Kong but also to 
the global Chinese medicine arena. I sincerely look forward to seeing further success 
and accomplishments of the Association in the endeavors to foster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to promote worldwid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Chun-Tao Che, Ph.D.
Harry H.S. Fong Professor of Pharmacognosy
Director, W.H.O. Collaborating Center for Traditional Medicine
Department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College of Pharmac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Chicago, Illinois,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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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是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MCMIA)	成立二十周年，在籌備二十周年慶刊時，

協會成立了二十周年慶刊編委會，成員包括楊國晉、徐宏喜、林志秀、楊顯榮、黃伯偉、

劉永銓、楊定華、梁曉瑩和施德安。在各位成員的努力下，加上董事會全體成員的支持，

MCMIA 二十周年慶刊終於順利出版。	

	

	 衷心感謝相關持份者送給	MCMIA	的祝賀賀辭。編委會對於收到 27 篇來自世界各地中醫

藥相關友好的文章也非常感動，這些朋友共同以文字記載了中醫藥近二十年來的傳承、實

踐、發展，以及對未來的展望。	

	

	 今年初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各地爆發，結合中醫藥在防治新冠肺炎病毒的有效應用，中

國內地比其他很多國家 / 地區更早控制疫情，重啓經濟。中醫藥防治新冠肺炎病毒自然也成

為本刊很多作品的主題。	

	

	 雖然這些文章作品都只代表作者個人的意見，但其對	MCMIA	這個屬於大家的中醫藥發

展平台的支持和認可是有目共睹的！相信各位讀者在閱讀這些作品時，定能有所共鳴和啓發。	

	

	 我們還想感謝所有支持	MCMIA	二十周年慶刊的	45 家企業的精美廣告支持，細閱這些企

業的產品 / 服務，定能收穫很多新的資訊。	

	

	 我們衷心期望各位能繼續與	MCMIA	共同努力，實現中醫藥的現代化和國際化！

編委會的話
MCMIA 二十周年慶刊

2020.06.01	MCMIA 召開董事會會議對二十周年慶刊內容作出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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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國際化發展現狀和展望
劉夢璠	徐宏喜

上海中醫藥大學

	 一株小草改變世界、一枚銀針聯通中西、一
縷藥香跨越古今。中醫藥學、印度吠陀醫學、
希臘阿拉伯醫學並稱世界三大傳統醫學，但迄
今仍在世界各地不斷發揚光大的只有中醫藥。
近年來，中醫藥在防治一些常見病、慢性病及
重大感染性疾病方面，取得一定的療效和科研
成果，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認可。2010 年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將中醫針灸列入“人類非物質文
化遺產代表作名錄”；2011 年兩部中醫藥典籍
《本草綱目》和《黃帝內經》列入“世界記憶
名錄”; 屠呦呦研究員因從中藥中分離出青蒿素
獲得 2015 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國際標準
化組織 / 中醫藥技術委員會（ISO/TC249）截
至 2019 年已頒佈 45 項中醫藥國際標準；以中
醫藥為代表的傳統醫學首次納入世界衛生組織
國際疾病分類代碼體系（ICD-11）。這些事件，
都有力地增強了中醫藥國際化的信心。世界各
國越來越多的人瞭解中醫藥、認識中醫藥、接
受中醫藥、使用中醫藥。

中醫藥國際化的優勢及發展現狀

	 世界衛生組織在《迎接二十一世紀的挑戰》
報告中指出：21 世紀的醫學，將向健康醫學發
展、向重預防發展、向整體治療發展、重視病
人的自我保健作用，以病人為中心。其核心醫
學理念與中醫理論相吻合。中醫藥學的特點和
優勢在於其整體性，注重研究人體生命活動的
規律，強調人與天地相應，與四時相副，人參
天地，主張人和自然是“天人合一”的關係。
中醫通過望聞問切瞭解患者的病情，然後進行
綜合整體分析，對症下藥，構成中醫藥因人、
因時、因地制宜、辨證論治的個體化診療體系，
通過協調生命機體功能狀態達到治療疾病的目
的。

	 長期以來，化學藥物對癌症、糖尿病及病
毒性感染等疾病的治療效果不理想，而且會產
生嚴重毒副作用。對此，從中藥及天然植物藥
中發現新藥越來越成為研究熱點，世界各國製
藥企業一直重視對中藥及天然植物藥的關注。
據	Newman	和	Cragg 報導，在 1981	年至	2014	
年全世界批准上市的癌症領域相關藥物中，有
49% 直接或者間接來源於天然產物 [1]。中藥在
新藥研發領域具有無法替代的地位。中醫方劑
是中醫綜合治療最常用的療法之一，方劑治療
配合針灸、推拿、氣功等非藥物方法，對一些

慢性病及難治性疾病進行綜合治療，以其良好
的臨床療效，逐漸受到患者的認可。

	 《世衛組織 2014-2023 年傳統醫學戰略》報
告顯示，目前，全世界約有 10 萬家中醫藥診
所、約 30 萬名中醫藥技術服務提供者以及不少
於 1000 所中醫藥教育機構 [2]。至今，中醫藥已
傳播遍及 183 個國家和地區，有 103 個世衛組
織會員國認可針灸，有 18 個國家已將針灸納入
醫療保險體系 [3]。中醫藥先後在澳大利亞、加
拿大、奧地利等多個國家或地方政府立法形式
得到認可，中國與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
牙利、波黑等中東歐 18 個國家在傳統醫學領域
開展項目合作，包括建設傳統醫學中心、研究
生院等。據 WHO《2019 年傳統和補充醫學全
球報告》顯示，傳統醫學和補充醫學在 88% 的
會員國得到應用 [4]。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
以來，中醫藥海外合作交流項目在沿線多個國
家獲得顯著成果，成為加速中醫藥國際化的重
要契機。

中醫藥國際標準及註冊進展

	 國際標準化組織 / 中醫藥技術委員會（ISO/
TC	249）於 2009 年 9 月份正式成立，由上海
中醫藥大學承擔秘書處工作。經過十年來的努
力，已發佈的標準包括：中藥原藥材與傳統炮
製規範、中藥製成品、中醫醫療設備、中醫藥
術語和資訊等中醫藥領域的產品品質與安全控
制方面的 45 項國際標準。另據 ISO 網站顯示，
三七、艾葉、靈芝、丹參、板藍根、金銀花、
鐵皮石斛、天麻、當歸、黃芪中藥材的國際標
準已發佈，枸杞、黃芩、黨參、柴胡等國際標
準正在制訂中。

	 一批中藥產品，分別以藥品、歐盟植物藥
或傳統草藥、天然健康產品、治療性藥品的名
義在荷蘭、瑞典、加拿大、俄羅斯、越南、新
加坡和阿聯酋等國註冊成功 [3]。樂脈顆粒、膽
寧片、黃芪破壁顆粒、西洋參破壁顆粒等先後
獲得加拿大天然藥品上市許可證。地奧心血康
膠囊獲得荷蘭藥審局上市許可、丹參膠囊獲得
歐盟植物藥品註冊批件、板藍根顆粒獲得了英
國藥品和健康產品管理局 (MHRA) 批准上市許
可。中藥在美國 FDA 作為植物藥形式註冊也取
得階段性成果，複方丹參滴丸等 4 種中藥產品
獲得 FDA 批准開展Ⅲ期臨床研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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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藥飲片標準國際化也取得進展，丹參、
三七、五味子、紅參、薏苡仁、化橘紅等藥材
品質標準已被《美國藥典》採納，穿心蓮、積
雪草、肉桂、青蒿、靈芝收入美國膳食補充劑
法典。地榆、三七、拳參、紅花、桔梗、牛膝、
蒲黃、延胡索等 72 種中藥飲片被歐洲藥典收
載。三七、杜仲等 9 個品種被法國藥典收載。
三七通舒膠囊原料藥三七三醇皂苷提取物標準
被收載入 2018 年版《德國藥品法典》。

中藥及產品出口情況

	 中國出口的中藥產品主要分為四類：植物
提取物、保健品、中成藥、中藥材及飲片。其
中，植物提取物出口比重最高，中藥材及飲片
次之，保健品和中成藥出口較少。根據中國海
關總署統計資料顯示，2018 年中藥類商品出口
至 193 個國家和地區，中藥類出口金額 39.09
億美元 [6]。其中，對美國出口額為 6.66 億美元，
79.97% 的中藥出口產品為提取物，美國位居中
藥類商品出口第一大市場，提取物總出口額超
過 10 億美元，排名前十的提取物品種為銀杏
葉、甜菊葉、桉葉油、萬壽菊、薄荷醇、甘草、
橙皮苷、越橘及蘆丁。除了美國，提取物出口
總額較高的還有日本、香港、印尼、韓國等市
場。中藥材及飲片出口前十大市場中 70% 都在
亞洲地區。2018 年肉桂成為中藥材出口第一大
品種，出口量 5.16 萬噸，出口額 1.15 億美元。
另外人參、菊花、黃芪、枸杞、當歸、紅棗、
半夏、西洋參、鹿茸的出口額佔據中藥材及飲
片總出口額的 49.35%。2018 年，中成藥出口額
為2.64億美元，片仔癀是出口額最大的中成藥，
其次分別為清涼油、安宮牛黃丸和雲南白藥，
其中香港佔中成藥出口市場 47.29%。

	 在亞洲，中藥出口第一大市場是日本。2018
年對日本出口額為 5.38 億美元，占中藥類商品
出口比重的 13.76%[6]。據日本漢方生藥製劑協
會資料，日本漢方藥市場規模約為 2000 億日
元，在日本的藥品市場中占 2%[7]。日本有 60 多
家漢方生產企業，已成為除中國外最大的中藥
生產國。韓國也是中藥材主要出口市場之一，
韓藥 70% 以上依賴從中國進口 [8]。此外，非洲
和阿拉伯地區的中藥進出口額與前幾年相比有
較大增長，中醫藥服務貿易已經成為中國與非
洲和阿拉伯地區新的合作增長點。

中醫藥海外中心建設進展

	 中醫藥海外中心是指中國政府支持醫療學術
機構與海外政府部門及民間團體共同合作建立
的，具有中醫藥醫療、教育、科研及文化交流

功能的機構。中醫中心的建立，對推動中醫藥
國際化，加速當地中醫藥立法工作等具有積極
意義。2015	年以來，近	40	個不同類型的中醫
藥海外中心建設在中醫藥國際合作專項的支持
下應運而生 [9]。其中，一半以上在歐洲，其次
為亞洲、非洲、北美洲和大洋洲。至今，有 18
個中心已經建成並開始運行，下面簡單介紹部
分海外中醫中心。

中國 - 捷克中醫藥中心
	 該中心於 2015 年 9 月正式成立，由上海中
醫藥大學附屬曙光醫院與赫拉德茨 - 克拉洛維
州立醫院合作。該中心是推動“一帶一路”建
設的第一個中醫項目，也是中國在中東歐地區
建立的第一個中醫中心。曙光醫院負責提供專
業醫師與技術支援，捷方負責提供運營場地和
政策法規支持。

中國 - 馬爾他中醫中心
	 2015 年 11 月 17 日，由上海中醫藥大學附
屬龍華醫院和馬爾他大學合作建立的馬爾他中
醫中心正式揭牌成立。中方負責中心建設並派
臨床醫師提供臨床服務，還與馬爾他大學合作
開展針灸碩士培養專案，並為學生提供臨床教
學基地。

中國 - 俄羅斯聖彼德堡中醫中心
	 2016 年 7 月 3 日，北京中醫藥大學聖彼德
堡中醫中心正式揭牌。該中心是由俄羅斯水務
集團、俄聯邦西北醫科大學、聖彼德堡大學、
俄羅斯國家彼得羅夫腫瘤科學院、巴甫洛夫第
一醫科大學與北京中醫藥大學合作建成，選取
當地高發且西醫療效欠佳、難治癒的中風後遺
症、神經性皮炎等病種進行針對性治療。

中國 - 法國中醫藥中心（塞納）
	 2018 年 11 月 14 日，中國 - 法國中醫藥中
心 ( 塞納 ) 在法國塞納市中心醫院揭牌，塞納中
醫藥中心由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江蘇省中
醫院、法國 KNP 投資管理公司及塞納市中心醫
院等機構共同組織籌建。該中心的主要任務包
括，傳播中醫藥文化，傳授傳統中醫藥養生保
健技術，開展中醫藥科研合作、人員交流、推
廣中醫藥在法國以及在歐洲的傳播和應用。

中國 - 毛里求斯中醫藥中心
	 中國毛里求斯中醫藥中心於 2019 年 12 月 9
日在毛里求斯城市醫療集團正式開業。該中心
由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岳陽中西醫結合醫院負
責建設。該中心重點發揮中醫藥在防治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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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壓、皮膚病及肥胖等毛里求斯常見病、慢
性病方面的優勢，把中國 - 毛里求斯中醫藥中
心打造成非洲中醫藥中心。中方派駐有經驗的
中醫及藥劑師開展醫療活動，提供中藥處方，
現場製作中藥湯劑，並進行針灸、推拿等中醫
診療服務。

中國 - 泰國中醫藥中心
	 2019 年 11 月 27 日，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
國 - 泰國中醫藥中心”揭牌儀式在泰國華僑報
德善堂附設華僑中醫院舉行，該項目由上海中
醫藥大學附屬龍華醫院牽頭建設。泰國華僑中
醫院年門診量超過 15 萬人次，現設 2 家分院。
龍華醫院委派醫師赴華僑中醫院開展臨床業務
能力培訓。龍華醫院與泰國華僑中醫院合作 23
載，該中心將會促進雙方在臨床、教學、科研
及管理等方面的合作交流，推動中醫藥在泰國
的本土化發展。

中醫藥國際化主要問題和建議

	 中醫藥國際化面臨的主要問題包括：（一）
中西醫藥理論體系的不同造成不同國家對中醫
藥的認知程度不同。（二）中醫藥在大部分國
家還沒有獲得合法地位。（三）中醫證候診斷
和臨床治療規範化、定量化和標準化沒有形成
共識，限制國際化推廣。（四）中醫藥產品的
品質和技術含量普遍較低，缺乏競爭優勢。
（五）中藥製藥企業的生產條件、產品品質控
制、品質保證方法和體系與國際對藥品生產的
要求差距較大。部分中藥及產品重金屬含量、
農藥殘留量、有毒物質含量超標，中藥產品的

安全性和有效性缺乏足夠的科學證據和臨床驗
證，難以藥品的身份予以認同和接受。以上問
題阻礙了中醫藥國際化的進程。

	 為了解決以上問題，我們應該加強與世界各
國的交流合作，促進中醫藥相關標準互認，規
範中醫師資格認證。通過合作辦學、建立中醫
藥培訓中心等幫助國外機構培養中醫藥人才，
推動中醫藥國際標準的建立。政府要加大力度
支援企業參與中醫藥的國際化進程，完善品質
控制，促進中藥工業轉型升級，加速中藥生產
工藝、流程的標準化，培育具有國際視野的大
型中醫藥企業集團，真正實現中醫現代化、科
學化和標準化，最終實現中醫藥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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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flection of a Half-Century of my Academic Life at UCLA 
in witness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Herbal Medicine in the USA

Ka-Kit	Hu,	MD,	FACP 

First and foremost,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the Modernized Chinese Medicin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MCMIA) on their 20th year of leadership to collaborate with various industries, 
disciplines and countrie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CM) an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HM). 

A lot has happened from my vantage point since I founded the UCLA Center for East-West 
Medicine (CEWM) in late 1993. There has been continued interest in the potential of CM in 
global healthcare after I shared my views in various WHO meeting, as temporary advisor, on 
using and promoting CM to help address the healthcare crisis that has already been looming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a. Furthermore, I have had the privilege of witnessing the progression of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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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by attending various workshops on education, terminology and practice guidelines, 
beginning in 1999 and culminating in 2019, with the latest WHO workshop on establishing the 
policy of incorporating traditional, complementary and integrative medicine into health systems and 
healthcare practices in member states. 

My interest in CHM began when I arrived at UCLA in late 1968 to study natural product chemistry 
and then medicine in 1971. After my residency in internal medicine, I helped develop the field of 
clinical pharmacology for 13 years to (1) participate in the drug development process (2) improve 
the rational use of drugs (3) integrate western medicine pathophysiology with “zeng”/pattern (4) 
understand the yin and yang concept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in various 
diseases as well as receptor regulation and (5) appreciate the neuro-scientific basis of acupuncture, 
especially with its role in analgesia and treating addiction. However, I have been frustrated in that 
too many diagnoses in western medicine have no safe and cost-effective therapies and that drugs, 
despite appropriate use, ranks fourth in cause of death. This led me to establish the CEWM with the 
goal to demonstrate the value of integrative East-West medicine at the bedside at UCLA. 

By strategically focusing on an area, such as chronic pain management, for which western 
medicine does not have good solutions, I was soon regarded as a leading academic expert in CM 
and CHM in the US and was invited to present my views on how best to deal with botanicals in 
the US. In May 1994, we proposed unsuccessfully to the FDA to bring some herbal medicine, 
including some CHM as over-the-counter (OTC) medicine. Instead, that same year, the congress 
decided to regulate botanicals as dietary supplements by passing the Dietary Supplement Health 
and Education Act (DSHEA) in October. In December 1994, I was invited to chair a panel at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osted by the FDA and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on comparing 
various countries in the ways they deal with different aspects of botanicals. Academician Chen 
Keji was invited to represent China at this conference. Over the next several years, I followed the 
FDA’s development process in creating a path for botanical drug development. However, after 
all these years, only two botanical drugs were approved and no physicians would know about it 
as it is not taught in medical schools. Two prominent traditional Chinese botanical drugs, one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another for cancer therapy, are still undergoing development after 20+ 
years. My concern is that even approved by the FDA, there is a need for the necessary education 
and marketing arms to promote their appropriate use in prescription drugs by physicians. In 1999, 
despite my explanation to the FDA that the appropriate use of Ma Huang should be safe under the 
guidance of CM theory and trained health professionals, Ma Huang was banned in the US mainly 
because of its diversion to create amphetamine, and not just because of the deaths associated with 
its inappropriate use as a supplement to aid in weight loss and boost energy and performance.

In the decades of trying to derive useful drug therapies from CHM for modern use, there have been 
different paths taken, such as the extraction of active ingredients as modern drugs, demonstrated by 
Artemisinin from Qing Hao, or a botanical drug, such as a herbal formula of four herbs. However, 
with my background in clinical pharmacology and integrative medicine, I see another path of 
bringing more effective and safer use of CHM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a clinical model with 
team-approach consisting of physicians trained in integrative medicine and acupuncturists with 
training to work in an interprofessional setting. This model would allow the safe and effective use of 
herbs clinically and would also serve as a site for teaching and research. We have been developing 
this patient-centered model for over 25 years and have already successfully scaled it within UCLA. 
However, we need support to expand our team with a focus on herbal medicine education and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research, such as 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 whole systems, health service 
and big data types of research method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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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ongratulate the scientists and industry leaders who have optimized the quality of the botanical 
products through GAP, GMP and GCP over the last 20 years of hard work. Now, what is urgently 
needed is to build the marketing/education and novel research arms to inform stakeholders such as 
health professionals, policy makers, industry professionals and end-users, on the value and correct 
use of CHM.

With the ongoing COVID-19 pandemic and no vaccine and approved specific western drug, it has 
created ample possibilities to introduce the potential value of CHM in the global arena. 

We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visionaries and pioneers of your association in making the ancient 
treasure of CM, particularly CHM, available to advance the health of as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Be safe and well,
 
Ka-Kit Hu, MD, FACP 
* Wallis Annenberg Professor in Integrative East-West Medicine 
* Professor, Founder and Director 
* UCLA Center for East-West Medicine
* Department of Medicine, David Geffen School of Medicine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https://cewm.med.ucla.edu/

中醫藥助力英國抗疫：機遇與挑戰
倫敦國王學院	徐啟河博士	

(qihe.xu@kcl.ac.uk)

	 2020 年元月底，世衛組織宣佈在武漢爆發
的新型冠狀病毒性肺炎（COVID-19）為“國
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3 月，英國疫
情全面爆發；4 月底，英國因 COVID-19 死亡
26711 人。短短的 3 個月見證了英國戰略重點
從“兌現脫歐”	到	“宅家抗疫，保護國家健康
服務（NHS），搶救生命”的無縫銜接。在這
場抗疫戰爭中，“中國打上半場，世界打下半
場；海外華人打全場”。對於英國華人華僑而
言，確實如此。他們密切關注疫情，是較早意
識到疫情嚴重性，並較早自覺加強防護的群體。
他們守望相助，為中英兩國的抗疫捐款捐物，
展現了海外華人的慈善情懷和主人翁精神。在
NHS 不堪重負的情況下，英國中醫界更是發揮
了獨特的作用：他們結合英國國情務實抗疫，
積極助力 NHS，摸索出一套三因制宜、辨證論
治的抗疫辦法。

	 疫情在英國出現後，海外華人中醫論壇
（WTCMF）、	英國中醫藥學會（ATCM）和
英國中醫師學會（FTCMP）都積極行動起來。
3 月初，WTCMF 最早牽頭建立了中醫專家抗
疫諮詢平臺，公開推出英國以及歐洲各國中醫

專家的聯繫方法。ATCM 成立了 COVID-19
專家防控應急小組，組織了 9 次中文和兩次英
文抗疫講座，主要由國內抗疫一線專家主講，
也積極支持同行間的經驗分享。FTCMP 組織
了 10 場 COVID-19 專題講座，和岐黃網合作
舉辦了以 COVID-19 為主題的線上公益學術年
會。該年會系統討論了 COVID-19 的中醫病
因、病機、病位、病性等，並交流了中醫治法
和臨床經驗，吸引了 8 萬多人次遠端參與，並
在此基礎上組建了	“歐洲中醫界新冠感染諮詢
專家群”。全英各地 200 多位中醫專家集中公
佈聯繫方式，提供求助指南和優化遠端診治系
統，極大方便了患者。對於華人社會而言，中
醫專家們和 NHS 一樣是抗疫的主心骨。他們
與各省市同鄉會、留學生組織等密切合作，共
同構建了華人聯合抗疫的“防火牆”和“消防
隊”。影響較大的有 WTCMF 組織的歐洲抗疫
專家群、400 多人參加的“新冠線上中醫解答
諮詢”、150 位註冊中醫師組成的“ATCM 志
願抗疫團隊”、王天俊博士組織的 79 位元中醫
師組成的“英國中醫聯盟網”、徐盈等 24 位英
國山東同鄉會中醫專家遠端診治團隊、英國東
北同鄉會中醫專家組織的“火神專家雲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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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群”組織的專家免費遠端診治群、
段貞珍組織的“在英華人免費中醫諮詢群”、
包晗同學邀請 FTCMP 常務副會長袁炳勝和武
漢中心醫院史小武醫生等組成的“沒有人是孤
島”留學生聯合抗疫群，以及蔡琳等中醫師聯
合成都中醫藥大學援鄂中醫專家建立的留學生
義診平臺。

	 按 NHS 規定，患者一旦出現 COVID-19 疑
似症狀，應首先在 111.nhs.uk 登記，註冊隨訪
手機號碼，然後開始居家隔離，每天接受 NHS
手機隨訪，必要時向全科醫生求助。只有出現
嚴重呼吸困難、意識障礙的重症患者才可以撥
打 999，要求緊急檢查、治療。這項制度可以
緩解 NHS 的壓力，缺點是預防和早期干預不
力，錯失預防感染、阻止病情加重的視窗期，
並容易導致以家庭為單位的交叉感染。3 月下
旬，筆者連續兩天接到出現疑似症狀的朋友求
助，包括一位在醫院工作的醫生。他們與中醫
專家聯繫後，得到了及時的遠端診斷和中藥治
療，這極大地舒緩了患者和家屬的緊張情緒。
隨著疫情蔓延，求助中醫救治的患者越來越多。
3 月初，FTCMP 與英國鳳凰醫藥公司合作，
共同向社會捐贈了近萬英鎊的防疫抗疫中藥，
中醫界還通過微信等管道開展中藥抗疫的普及
教育。截止 4 月底，不少中醫師都參與救治了
幾十位疑似或確診患者。

	 早在 2 月，資深中醫師、北京中醫藥大學歐
洲校友會會長江丹就積極遠端參與國內抗疫，
並以校友會的名義為北中醫募集防護物資，包
括筆者牽線、倫敦國王學院醫院為北中醫東方
醫院定點捐贈的 3 台呼吸機。她與武漢江夏區
中醫院同事合作，採用中藥治療了兩例確診的
COVID-19 患者，並在英文期刊上發表 1。3-4
月，她又遠程診治疑似患者近百人，相關臨床
分析在英國中醫群、ATCM 學術群介紹。資深
中醫師徐盈在總結診治近 70 名 COVID-19 疑
似或確診患者的基礎上，通過微信公眾號《英
華小郎中》系統介紹了他的純中醫抗疫經驗 2。
FTCMP 會刊《英國中醫》發表了多位專家
的 COVID-19 研究成果，會長陳贊育在《中國
報導》英文刊介紹了中醫診治	COVID-19 的
獨特學術思想 3。ATCM 趙會長及會員代表
應邀參加了中國國際電視總台組織的中醫治
療 COVID-19 英文研討會。ATCM 秘書長、
WTCMF 學術部部長唐鐵軍博士十年前就創建
了英文中醫學術博客，訪問量已超過 33 萬人
次。他早在今年元月 23 日就發表英文博客 4，
介紹如何預防 COVID-19。3 月 5 日，他通過

博客，介紹加味玉屏風散防治 COVID-19 的現
代藥理學基礎。3 月中旬，他還在 WTCMF 發
表了中醫藥治療 COVID-19 的英文演講 4，並
邀請他的學生戚振紅副主任醫師在武漢抗疫
一線與海外中醫同道分享的中西醫結合防治
COVID-19 體會 5。4 月 25 日，他在紐約中醫論
壇發表了題為《海外疫情與三因制宜》的演講 4，6，
分享了他救治多位 Covid19	患者的體會，相關
課件和講課錄音已在 YouTube	等平臺分享，	
在海外較大範圍內廣為流傳。

	 英國中醫界積極聲援 NHS。3 月，ATCM
趙麗琴會長和唐鐵軍秘書長多次通過信函、推
特聯繫英國首相和衛生部部長，介紹中醫抗疫
的經驗，表示願意與NHS攜手抗疫。4月7日，
政府將 ATCM 的請纓信轉達了英格蘭 NHS。
3 月 29 日，筆者將中國政府、阿裡巴巴和上海
市抗疫手冊英文版以及數篇中醫藥抗疫的英文
綜述電郵倫敦國王學院健康聯合體行政總裁、
英國醫學科學院院長 Robert	Lechler 爵士和
英格蘭首席醫學主任 Steve	Powis 教授，建議
NHS 借鑒中國經驗，邀請英國中醫攜手抗疫。
Robert 爵士是筆者在倫敦國王學院籌建中西醫
結合中心的決策人，他在回復中認同中醫藥從
不同側面診治 COVID-19 的潛在價值，但擔心
在抗疫的關鍵時刻引入一個 NHS 不熟悉的醫療
體系可能導致混亂。英格蘭 NHS 將筆者的建議
案轉交 NHS 負責藥物遴選委員會，後者負責根
據循證醫學的原則優選療法，並歡迎循證醫學
的進一步證據。4 月 6 日，首相詹森 COVID-19
病情加重，住進了筆者單位的教學醫院聖托馬
斯醫院。受袁炳勝等專家委託，我再次聯繫
Robert 爵士，轉達了中醫界主動請纓給首相會
診的意願。電郵 7 日淩晨發出，早晨 8.16 分就
收到了回復。他感謝中醫界的良好意願，說目
前有太多可以選擇的治療手段，唯缺有循證醫
學證據的。可見，循證醫學是中醫藥走向英國
醫療衛生主流的關鍵瓶頸。

	 在英國，中醫抗疫面臨眾多挑戰：不得使用
未在歐盟註冊的中成藥（包括國內推薦的“三
藥”），不得使用英國限制使用的有毒草藥（譬
如麻黃）、礦物藥（譬如石膏），不得使用注
射劑，得不到現代儀器設備的支援，也不能依
賴中西醫結合。這意味著，國內推薦的“三方
三藥”在英國都不能用。就麻黃的使用，筆者
採訪了英國藥監局草藥顧問委員會（MHRA/
HMAC）委員趙凱存博士。他指出麻黃應由國
家認可的醫務人員使用，一次用最多不得超過
0.6 克，每日最高用量為 1.8 克，遠低於中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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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除用量之外，還有問題，那就是中醫師理
論上不是國家認可的醫務人員，因沒有立法。
趙博士所說的“沒有立法”指的是英國將中醫
師作為草藥師規管，沒有中醫師的專門法律。
目前，中醫師通過 ATCM、FTCMP 等行業協
會自行管理，因此沒有醫師、藥師那樣的處方
權以及監督使用有毒草藥、礦物藥、化學藥物
和生物製品的權力。剛剛和趙博士一起參加完
MHRA/HMAC 會議的另一位委員吳繼東博士
在會上試圖遊說 MHRA 和政府允許中醫師用石
膏、麻黃。他也寄希望于立法賦予中醫師更多
的專業權力。唐鐵軍博士做為 ATCM 的秘書
長兼紀檢理事，認為自己有義務提請廣大中醫
從業者注意遵守所在國法律法規，禁止使用未
經註冊的成藥以及中醫師沒有資格使用的注射
劑、西藥、動物藥、礦物藥和有毒草藥。他表
示，現有的種種限制很不理想，但以此為動力，
完全可以倒逼中醫界鑽研出有英國特色的、針
對 COVID-19 早、中、晚期的純草藥方案 6。大
疫當前，他希望大家要保護好自己和家人，這
樣才能為呵護生命做出更多的貢獻，直到取得
抗擊瘟疫的全面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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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Acupuncture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Past, Present, & Future

Yemeng Chen, Ph.D., L.Ac.
New York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USA

Because of the great contributions and efforts made by the acupuncture and Chinese medicine 
professionals in the past fifty years, acupuncture has been recogniz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healthcare profession (1) and now has great opportunities to be integrated into the conventional 
healthcare system. Practice acts for acupuncture have been passed by legislature in 47 states plus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re are over 37,000 licensed acupuncturists (2)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ose fifty years, acupuncture education has been a key factor to promote the 
standard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profession. Besides mainland China, America has the largest 
organized and influential acupuncture and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world (3).

1 Earlier Development 

Acupuncture education in the U.S. began in the early 1970s. California saw the creation of the first 
acupuncture education program. In Los Angeles, SAMRA University of Oriental Medicine, named 
after its sponsoring organization, the Sino-American Medical Rehabilitation Association, set up an 
acupuncture course as early as 1969. (4) It was later approved by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as a formal 
acupuncture school in 1979. 

At the same time in 1969 and also in Los Angeles, Gim Shek Ju founded an informal school, 
the Institute of Taoist Studies, and created a course for acupuncture training. A group of Tai Chi 
learners, most of whom were Caucasian and medical students at UCLA, encouraged Dr. Ju to 
teach them acupuncture after receiving successful treatments from him. Dr. Ju was moved by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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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iment and broke tradition by set up two courses(5). These students later became pioneers of 
acupuncture legislation and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Due to his busy clinic schedule and limited capacity, Dr. Ju needed help in further developing 
acupuncture education and sought the help of Dr. James Tin Yau So. In addition to being Dr. Ju’s 
colleague and the founder of Hong Kong Acupuncture College, Dr. So was one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disciples of Cheng Dan-An, a famous acupuncture educator in modern China. (Note: 
This private college was located at 30 Shantung Street in Mong Kok, Kowloon from September 
1939 to December 1941. The college reopened after World War II and relocated at 571 Nathan 
Road, Yao Ma Tei, Kowloon (6)) Together with one of his American students, Dr. Ju flew to Hong 
Kong to invite Dr. So. In 1973, Dr. So agreed to leave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began lecturing 
on acupuncture at UCLA medical school. In 1974, he left for Boston and began teaching Chinese 
acupuncture to some American students at a downtown library. Dr. So felt that a formal acupuncture 
school was necessary to provide proper educatio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his students, the New 
England School of Acupuncture (NESA) was officially established and later approved by the 
Massachusetts 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7). Thus, NESA became the first officially approved 
acupuncture school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r. James Tin Yau So is referred to as "the 
Father of American Acupuncture Education”. 

In 1982(8), several acupuncture colleges formed the Council of Colleges of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 (CCAOM) to coordinate national educational standards, curriculum, administration and 
other matters. To ensure the acupuncture colleges’ educational quality, CCAOM established the 
National Accreditation Commission for Schools & Colleges of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 
(NACSCAOM), now known as the Accreditation Commission for Acupuncture & Oriental 
Medicine (ACAOM). ACAOM is the only accreditation agency nationwide for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 recogniz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Certification of Acupuncture (NCCA) was also established as a certifying 
agent for acupuncture graduates. With the gradual expansion NCCA’s impact, more and more 
states have accepted NCCA certification as credentialing for acupuncture licensure approval. Years 
later, NCCA created more certificate examination programs for Chinese Herbology and Asian 
Bodywork. After its expansion, NCCA changed its name to the National Certification Commission 
for Acupuncture & Oriental Medicine (NCCAOM) and all of NCCAOM’s certification programs 
are accredited by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Certifying Agencies (NCCA) of the Institution 
for Credentialing Excellence (ICE).  CCAOM coordinates curricula, ACAOM accredits and 
evaluates the educational quality of colleges, and NCCAOM tests and certifies graduates from these 
colleges. These national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work together to ensure a standard of quality of 
acupun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2 Current Status

Throughout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it is estimated that thirty to forty thousand people received 
formal education from U.S. acupuncture colleges. This has infused new blood into the profession 
and also made possible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acupuncture profession in the U.S. As of today, 
51 acupuncture colleges or programs have been granted accreditation from ACAOM, thus being 
recogniz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s well. These colleges are located in 22 states (9).  
In the last decade, the total number of enrolled students has stayed about 6,000 to 8,000 per year, 
and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Master's to Doctoral level education. 

The majority of students enroll in Professional Acupuncture Programs. In some states, acupuncture 
licensure requires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s well so those students should enroll in a Professional 
Acupuncture Program with a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Specialization. The other option fo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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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o enroll in a Profession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ertificate Program after graduated from an 
Acupuncture Program. Currently, acupuncture education in the U.S. is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categories:

Master's Level Programs: A minimum of 60 semester college credits, including is required for 
admission.
 1) Professional acupuncture programs must be at least three academic year in length and must be 
a minimum of 105 semester credits (1905 hours) of instruction, including Oriental medical theor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echniques in acupuncture, and related studies (705 clock hours), clinical 
training (660 clock hour which includes at least 150 hours in clinical observation and 500 clock 
hours of instruction in clinical internship), biomedical clinical sciences (450 clock hours), and 90 
clock hours of instruction in counseling, communication, ethics and practice management.   
 2) Professional acupuncture programs with a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specialization must be at 
least four academic years in length and must be a minimum of 146 semester credits (2625 hours), 
which are different in clinical training (870 hours in integrated acupuncture and herbal clinical 
training), and biomedical clinical sciences (510 hours) compared with acupuncture program. Of 
course there will be additional 450 clock hours of instruction in didactic AOM-related herbal 
studies.
 3) Profession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ertificate programs must be a minimum of 41 semester 
credits of instruction, including at least 450 clock hours of instruction in didactic AOM-related 
herbal studies, 210 clock hours of instruction in clinical training (including at least 200 clock hours 
of instruction in herbal clinical internship training), and 60 clock hours of instruction in related 
biomedical science.

Professional Doctorate (DAc) Programs:
This 4-year entry level doctoral training program requires at least 90 semester credits of college 
study for admission. Doctoral level training should meet or exceed all existing ACAOM standards 
and criteria required for master’s level acupuncture or acupuncture with a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specialization programs, in additional to meeting the professional doctoral standards, criteria,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The programs required a minimum of 121 semester credits of instruction 
in DAc program and minimum 162 semester credits of instruction including 1,000 clock hours of 
instruction of clinical training in DAc program with a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specialization. 

Advanced practice doctoral (DAOM) programs are focused on a specialty such as pain management, 
gynecology, or oncology in acupuncture an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The length of the program 
is 2 years which requires minimum of 1,200 clock hours of instruction and minimum of 650 clock 
hours of instruction of demonstrated clinical experience, 200 clock hours of such clinical experience 
should be clinical training. 
In reality, the curricula in different programs are far exceeding these minimum requirements. The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for the Master’s and Doctoral programs are not limited to credit hours but 
also competencies, especially clinical training, that need to be met upon graduation. ACAOM set a 
standard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10) required for the program of study which includes patient 
care, system-based medicine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design of these competenci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rresponding assessment system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programmatic 
accreditation. 
 
Except for a few colleges in California and Virginia that offer Chinese and Korean language 
programs, all other acupuncture an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ourses in the U.S. are taught in 
English. This English educational system in acupuncture and Chinese medicine has set a model 
for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Education has played a considerable role in promoting and spreading 
acupuncture and Chinese Medicine to the whol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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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uture trends

Doctoral level training. The first DAOM program was accredited in 2007 and now 12 programs 
have been granted full accreditation or pre-accreditation status. Since 2014, eight college’s DAc 
programs have been accredited and now the pioneer graduates have completed this DAc programs. 
Now more colleges are also approved to initiate the DAc programs.  Higher level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entry level standards (DAc) is appropriate to suite the current healthcare system. It 
is not only the title but it meets the needs of fast-growing integrative medicine demand, and also 
professional enhancement.  

Institutional accreditation. Most of U.S. acupuncture colleges are freestanding institutions that offer 
a single Acupuncture degree program so ACAOM not only provides programmatic accreditation, 
but also institutional accreditation. Now more and more colleges are acquiring institutional 
accreditation through regional or national accreditation agencies or merging into a large regionally 
accredited university in a new attempt to enter into the mainstream American educational system. 
Plus some programs which are already in the regional or national accredited university, the 
total number of regional or national accredited colleges and programs has risen to 19. It is an 
important step to enhance acupuncture colleges into a higher standard in administratio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as well as faculty development.  

System-based education.  Clinic training facility in a healthcare system is growing. There are 129 
off-site teaching clinics established by many acupuncture colleges in the U.S., all of which are 
located inside hospitals, community clinics, comprehensive group practice clinics, or integrative 
medical centers	(11). For example, New York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YCTCM), 
established in 1996, provides bed-side acupuncture service to aid in the rehabilitation of stroke and 
post-orthopedic operation patients at Governor Healthcare Services in lower Manhattan. In addition, 
NYCTCM also has an acupuncture clinic in the Health and Wellness Center of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Farmingdale that provides acupuncture services to students, faculty and staff. 
NYCTCM currently also signed with another two hospitals for acupuncture privileges, which are 
New York University Langone Hospital – Brooklyn and Flushing Hospital Medical Center.

Conclusion 

Acupuncture education has been well esta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ast 50 years, about 
thirty to forty thousand students have graduated and received formal training of acupuncture an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doctoral level education becomes certain and 
demanding of non-pharmacological pain management, it is foreseeable that acupuncture will play a 
great role in the American integrative medic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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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的中醫藥現狀及展望
陳江成（Peeraphong	Lertnimitphun），謝強明（Somchai	Jirapinitwong）

泰國華僑中醫院

	 中醫藥在泰國的歷史可追溯到納萊王國時期

（1632-1688），有關中藥的文獻記載最早在《納

萊王本草經》中出現。納萊王提倡對國內外開

放貿易，促使中泰的貿易交往，中醫藥就隨著

華人的移居傳播到了泰國。近年來中泰在經濟、

政治、貿易及醫療等各個層次上的交流使中泰

關係越來越密切，促進了中醫藥在泰國的傳播

和發展。隨著生活條件的改善，老百姓對健康

的意識越來越強，不斷地尋找更安全和有效的

醫療選擇。中醫藥在泰國的歷史悠久，泰國華

裔在生活中使用中醫藥的同時也推薦和傳播給

當地老百姓，使得老百姓對中醫藥的信任度逐

步增高，所以中醫藥在泰國成為民眾信任的替

代醫療。目前中醫藥在泰國主要使用針灸和中

草藥治療為主，應用於各類疼痛、婦科、腫瘤

等疾病。本文將介紹中醫藥在泰國法律法規、

學術交流和教育以及中醫門診的現狀。

中醫藥在泰國的法律法規概況

	 泰國的衛生醫療制度以西醫為主，衛生部

為了讓醫療系統有更多的治療選擇，建設了泰

醫和替代醫學司，其中包括中醫、放射技術、

臨床心理等 7 種替代醫學。雖然中醫藥在泰國

的歷史悠久，但是以往的中醫藥欠缺規範的管

控，因此早期主要以中藥店座堂應診的醫師以

及祖傳醫家診治的民間應用為主。自 2000 年中

泰衛生部宣布中醫在泰國合法化，不久之後泰

國衛生部邀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對中國畢業、

祖傳及短期班的中醫師進行考核頒發泰國首屆

中醫執照，共有 200 餘名通過考核。到後期的

中醫師執照考試僅允許中國或泰國大學獲得中

醫學士學位考核，每年舉行兩次。考試內容包

括 3 個部分，即中醫知識考核，包括中醫基礎

理論、中醫診斷、中藥、方劑、內科等基礎課；

泰國中醫藥法律法規及倫理考核分為理論知識

和面試；操作考試以常見病癥的中醫藥治療以

及針灸推拿手法考試。為了確保考核的質量以

及規範操作，最初的中醫執照考核由中國的中

醫專家協助和指導。自首屆中醫師資格考試以

來，泰國中醫師數量逐日增加，每年平均新增

100 余名執業醫師。目前已有 1200 余名來自中

國中醫院校及泰國中醫學院培養的醫師獲得中

醫師資格證，分布在泰國各個城市行醫。最初

中醫師需要在泰醫診所內行醫，不能獨自開中

醫診所，在壹定程度上限制了中醫藥的發展。

在泰國中醫職業委員會的推動下，泰國衛生部

在 2015 年將中醫診所納入《醫療機構管理法

規》，允許中醫師獨自申請中醫醫療機構執業

許可證。

	 泰國的中草藥相關法律法規主要由食品藥

品監督管理局管控，中草藥的進口、交易以及

生產屬於《藥品法規》管制的範圍內。交易中

草藥飲片及中藥復方需要按照《藥品法規》中

有關傳統藥物條例申請和註冊，並在傳統藥劑

師的指導下開店。泰國的中藥店壹般與西藥房

合並開業，到 2019 年泰國註冊藥房已有 15,000

餘家，其中將近 1,300 家為傳統藥房。中藥飲

片主要從中國引入，隨著中醫藥在泰國的發展，

中藥飲片及中成藥的需求越來越多，而飲片價

格逐日增加，加上進口的費用使泰國的中藥飲

片的價格快速升高，此為當今泰國中醫藥發展

遇到的難題之一。

泰國中醫藥的學術交流及教育

	 泰國的學術交流主要以學術性會議為主，通

過學術交流促進中醫藥的研究水平和發展，加

強國際中醫藥的合作。目前泰國已成立多個學

術學會如泰國針灸中藥學會、泰國中醫師總會

等多個中醫藥學會。該會長期聯合組織學術性

的會議，邀請來自不同地區的專家來訪。近期

舉辦的中醫學術交流如 2019 年 8 月的第 12 屆

亞細安中醫藥學術大會暨中醫臨床研究國際合

作中心成立大會；2017 年 10 月舉行了第 14 屆

世界中醫藥大會等。此外，不少中醫機構在各

類平臺上開展中醫藥的科普和講壇，如華僑中

醫院每個月舉辦中醫家園講壇直播，邀請來自

中國的中醫師以及泰國當地的中醫師進行學術

交流。在學術性期刊方面，泰國已有不少雜誌

錄用中醫藥相關的文章如“Moh	Chaoban”雜

誌。近期泰國中醫師總會與世界中醫藥學會聯

合創辦泰國版的《世界中醫藥》雜誌，對中醫

理論探討、臨床經驗等文章征稿。同時泰國的

中醫機構也對中醫書籍進行泰文翻譯如《中醫

基礎》、《中藥學》、《針灸學》及《中醫臨

床指南》等，以便泰國人的研讀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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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泰國為最早報道確診

病例的一批國家，對新冠肺炎的診治非常關註。

此後中泰醫生多次在相關平臺上交流，分享治

療和防控的經驗，其中也包括中醫藥在新冠肺

炎的應用。雖然泰國政府沒有明確指出中醫藥

不能對新冠肺炎患者進行治療，但是確診的患

者需要在政府指定的醫療機構隔離治療，但是

中醫門診部沒有相應的設備，因此不能收治新

冠肺炎患者。而泰國中醫機構采取了對科普措

施，根據中國政府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

方案》中推薦使用的藥方，進行方藥的解析和

介紹臨床的應用。同時也對外講解中醫藥在新

冠肺炎的自我保健方法。此外，很多中醫藥相

關機構為各部門的醫護人員以及志願者贈送中

藥預防茶飲以及預防設備。

	 在中醫藥教學方面，泰國已有 9 所綜合性大

學開設中醫學院，分佈在曼谷 5 家，清萊 2 家，

碧瑤、呵叻 1 家，與中國不同的中醫藥大學聯

合辦學如上海、北京、廣州、成都、天津等中

醫藥大學，目前泰國已培養出 3000 餘名中醫

學生。中醫專業制度多為 6 年制，學制中一般

要求學生有 1 年的漢語課程，讓學生有更好的

中文基礎以及了解更多的中國文化。在實習階

段實習生被分配到中國的中醫藥大學及附屬醫

院，同時也分配到泰國各中醫院如華僑中醫院、

泰京天華慈善醫院等。此外，泰國衛生部也對

西醫以及軍醫開展短期針灸培訓班，通過培訓

得到證書後可進行針灸治療。

泰國中醫門診的現狀

	 泰國中醫門診在早期以慈善機構開設，在

1923 年 6 位中國商人帶領當地商人和老百姓捐

獻金錢在唐人街附近購買土地並建設中泰京天

華慈善醫院。到目前為止泰京天華慈善醫院仍

然以低價給老百姓提供中西醫的治療，其中很

多醫療費用以及藥物費用是免費的。到 1995 年

華僑報德善堂建立了華僑中醫院，初期僅有 30

張病床、推拿房及中藥房，目前已建成 8 層多

功能綜合性建築，實用面積達 4,900 平米，主

要用於診治患者、學術研究和中醫教學，至今

華僑中醫院已有 3 家分院，分別在曼谷、呵叻

和是拉差。中泰京天華慈善醫院和華僑中醫院

目前已成為泰國中醫學生的實習基地，協助大

學培養學生的臨床技能。至今在曼谷的西醫公

立醫院和私立醫院大多數都設有中醫門診部。

自從泰國的法律允許中醫門診獨自營業後私利

診所在全泰國陸續的開業，至今已有超過 500

	 大學名稱	 合作機構

	 華僑崇聖大學	 上海中醫藥大學

	 法政大學朱拉蓬	 天津中醫藥大學

	 蘭實大學	 南京中醫藥大學

	 莊甲盛啦察帕	 遼寧中醫藥大學

	 皇太后大學	 廣州中醫藥大學

	 清萊皇家大學	 北中醫藥大學

	 碧瑤大學	 廣州中醫藥大學

	 那空叻差是瑪學院	 成都、北京中醫藥大學

家中醫門診部，主要提供針灸推拿治療。

展望

	 綜上所述，泰國的中醫藥已經合法化，中醫

藥的管控也越來越受到重視，逐步提高了泰國

中醫藥的水準，但是仍然存在不少的問題：	 	

	 （1）泰國公立醫院的醫務人可以申請公務

員職位，但是目前中醫師未能申請公務員的職

位，因此泰國中醫職業委員會正在向衛生部提

出申請。

	 （2）在法律法規管控方面，目前中醫藥屬

於支助健康服務司的管控之下，中醫職業委員

會需要提出或更新政策時需要通過支助健康服

務司的批準後才能上報衛生部實施新的政策和

法規，在一定的程度上限制中醫藥在泰國的發

展。希望日後中醫職業委員會可以脫離支助健

康服務司，在中醫藥行業中有自主的決定權利。

	 （3）泰國對中醫藥的研究較欠缺，也缺乏

研究的人才和基金的資助。經過多次的學術交

流發現中醫藥在泰國存在一定問題，同時也引

起了中醫藥機構對中醫藥科研的重視。目前部

分中醫機構正在開展中醫藥相關研究，希望日

後泰國會有更多的研究成果。

	 （4）泰國的中藥飲片價格逐日增長、質量

不穩定、部分飲片不齊全，因此需要與中國的

飲片供應商合作，建立規範的中藥庫房，選用

地道藥材。此外，泰國的中藥飲片市場上出現

藥名和藥材的不規範，後期需進一步通過植物

學、化學鑒定等方法進行飲片的規範化。



88 89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Chinese Medicine in Malaysia
中醫藥在馬來西亞的發展現狀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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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reviations:
* CM : Chinese Medicine             * COVID-19 :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  T&CM : Traditional & Complementary Medicine

1. Introduction

 Malaysia (previously known as Malaya) is a multi-religious country located in Southeast Asia. 
The multiracial country consists of Malays (50.1%), Chinese (22.6%), aborigines (11.8%), Indians 
(6.7%) and other ethnics (0.7%) who originated mainly from the Malay Archipelago, China and 
India. In 18th to 19th century, Chinese medicine (CM) were introduced to the Malay Peninsula 
during the British colonial period.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Chinese immigrants from China, they had 
brought with them the knowledge of CM. Other flourished traditional medicines include traditional 
Malay medicine, traditional Indian medicine, Islamic medicine and aborigines medicines. Owing 
to the rich tapestry of different cultures, the use and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Malaysia 
are strongly dominated by the theory, beliefs, cultures, and experiences that are indigenous to 
each group. The concept of Traditional & Complementary Medicine (T&CM), referring to other 
medicine systems besides Western medicine, was introduced to Malaysia in 1878. Since 2016, the 
Malaysia government has made an effort to nationally regulate the practice of T&CM.  

2. Progress of Chinese medicine in Malaysia

 2.1. Pattern of Chinese medicine usage

 In 1929, a compilation of CM used in Malaysia discovered that among 456 of sampled CM, 49 
were neither used nor imported from China, implying the impact of local plants/traditional medicine 
on CM in Malaysia. For instance, Biji Mundu (Garcinia dulcis, 爪哇鳳果 ) is commonly used in 
traditional Malay medicine to heal wound or scurvy. Whereas for Kembang Semangkok (Sterculia 
lychnophora, 膨 大 海 ), an indigenous tropical tree in Southeast Asia, the gelatinous mucilage 
from its seed has been consume to treat diarrhea, dysentery and fever. Interestingly, some of the 
local herbs have been marketed to China with subsequent assimilation in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China. Instances of the related local herbs are lakawood (Dalbergia parviflora, 降香 ), 
cloves (Eugenia caryophyllata, 丁香 ) and nutmeg (Myristica fragrans, 肉豆蔻 ). In Malaysia, CM 
also affects local traditional medicine as seen in traditional Malay medicine that adapted Chinese 
liquorice (Glycyrrhiza uralensis, 甘草 ) to relieve inflammation, dissimilar to CM that accentuate its 
tonic property. 
 
 Although CM were primarily used by the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is scenario 
has evolved with gaining wider acceptance among non-Chinese Malaysians. A National Health and 
Morbidity Survey was conducted by Institute of Public Health, Ministry of Health (Malaysia) in year 
2015, which notably had included T&CM in the survey. The survey aimed to gather information 
on health needs, health necessity and trend of health problems. Of 7,982 surveyed participants, 
about one third of Malaysians (29.3%) had used T&CM, with female (23.9%) higher tendency to 
use T&CM than males (19.33%) and more urban dwellers favor T&CM (22.6%) compared to rural 
residents (18.2%). The contribution factors to T&CM preference are dissatisfaction of Western 
medicine, perceived safety and cost effectiveness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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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CM treatment in Malaysia. When T&CM were applied to maintain wellness, Chinese herbs 
(13.7%) ranked second behind Malay massage (41.9%). 
 Among Chinese herbs consumers, more than half (60.8%) took it to maintain wellness, followed 
by for treatment (21.6%) and combination of wellness and treatment (17.6%). In the current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CMs are regularly promoted to sustain health 
during Malaysia’s “movement control order”. Noteworthily, one registered clinical study (NMRR-
20-759-54625) aimed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including CMs into the standard Western medicine in 
treating COVID-19 patients. This study involved Malaysia Ministry of Health, Sunway Traditional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 Centre and the Alumni Association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rrently, no health insurance plan in Malaysia covers CM. In the 2015 survey, the out-of-pocket 
spending of general population on Chinese herbs largely ranged from RM 0 to RM 1,428, with 
median paid amount of around RM 50. Whereas acupuncture, moxibustion, tuina and Qi gong had 
higher median paid amount with RM 60. CM appeared to be affordable as the median paid amount 
were comparable to willing-to-pay amount. 

 2.2.  Provision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first Chinese medical service was made available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Fay Choon Kuan 
by Char Yong Association in 1878. Soon after that, Tung Shin Hospital ( 同善醫院 , previously 
known as Pooi Shin Thong) and Lam Wah Ee Hospital ( 南華醫院 ) were founded in year 1881 
and 1883, respectively. Tung Shin Hospital was initially established to offer free treatment to tin 
miners, who were generally Chinese and residing in Kuala Lumpur. Both hospitals ar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continue functioning to date to cater Malaysians regardless of ethnics, religion 
and social status. Another reputable charity CM centers is the Chinese Medical Aid Department 
( 中華施診所 ), developed in 1950’s and serving as the clinical teaching base for CM students of 
local universities. Recently, Sunway Medical Center, one of the renowned private hospital had 
established Sunway Traditional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 Center. This one-stop healthcare 
center integrates CM with Western medicine. Two notable CM herbal companies are Hai-O 
Enterprise ( 海鷗集團 ) and Eu Yan Sang ( 余仁生 ) with respective 56 and 80 outlets throughout 
M a l a y s i a .  T h e s e 
c o m p a n i e s  g e n e r a l l y 
provide  re ta i l  sa le  of 
CM herbs with selected 
branches offering both 
sale of CM herbs and CM 
consultation under one 
roof.
 
 Moving towards 21st 
century, the foundation 
o f  T r a d i t i o n a l  & 
Complementary Medicine 
D i v i s i o n  ( T & C M D ) , 
M i n i s t r y  o f  H e a l t h , 
Malaysia in year 2004 
embarked on regulation 
of T&CM practices and 

Table 1   Chinese herbal treatments available at hospitals in Malaysia

Sector

Government

Private

Providing hospitals/centre

a) T&CM Unit, Kepala Batas Hospital, 
Pulau Pinang

b)T&CM Unit, Sultan Ismail Hospital, 
Johor Bharu

c) T&CM Unit,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Putrajaya

d)T&CM Unit, Sabah Women and 
Children Hospital, Sabah

Tung Shin Hospital, Kuala Lumpur

Chinese Medicine Division, Lam Wah 
Ee Hospital, Pulau Pinang

Chinese Medical Aid Department, 
Kuala Lumpur

Sunway Traditional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 Centre

Remarks

• T&CM Units were established in respective 
hospitals from year 2007 to 2014
• Providing Chinese herbal treatment as 
adjunct to conventional cancer treatment in 
the outpatient setting

• Established in year 1881
• The only hospital offering Chinese herbal 
treatment in both inpatient and outpatient 
setting

• Established in year 1883 
• Only caters outpatients

• Established in 1950’s
• Clinical teaching base for INTI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Medical University,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 Established in year 2019 
• Integrative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 Only caters out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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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tioners. Since then, T&CMD has been endeavored to integrate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Malaysia. In 2007, the first T&CM Unit was integrated into government hospital in Kepala Batas, 
Pulau Pinang. As of April 2020, 15 T&CM Units were set up across the country, whereby four of 
the T&CM Units offer Chinese herbal treatment (Table 1). Among T&CM treatments provided 
in the hospitals, available CM services include acupuncture and Chinese herbal therapy. Both 
treatments are offered as an adjunct treatment for cancer by relieving symptoms, complications and 
side effects arising from cancer or cancer treatment. It is noteworthy that currently all CM hospitals 
in Malaysia only have outpatient department, except for Tung Shin Hospital that can cater both 
outpatients and inpatients (with 108-bed capacity).                                                                                                                          

 2.3. Regul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Prior to year 2016, T&CM practitioners voluntarily registered with T&CMD, Ministry of 
Health. Of 13,846 registered T&CM practitioners within the period 2008-2015, 60.7% were CM 
practitioners. The practice of CM in Malaysia is transforming from self-regulation to statutory 
regulation by T&CM Division, since the T&CM Act 2016 (Act 775) was gazetted on 10th March 
2016 and enforced on 1st August 2016. According to the T&CM (Designation of Practitioner 
Body) Order 2020, the Malaysian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MCMA, 馬來西亞中醫總會 ) 
is appointed by the Ministry of Health to self-regulate CM practitioners through compliance of 
codes of ethics and practice. CM practitioners are encouraged to register with MCMA while the 
registration with T&CM Council will commenced and conducted in phases.

2.4. Regul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herbal products 

 CM products in Malaysia are mostly available in raw herbs form and can be found in CM clinics, 
brick and mortar stores of Chinese herbal products (>3,000 in Malaysia) and even online retail sites. 
Most of the existing CM products in Malaysia are locally manufactured and the imported products 
are mainly from China, America, and India. There were 136 licensed T&CM manufacturers in the 
country to meet the increasing demands up to year 2007. 
 
 The reg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M products was initiated in January 1992 while the licensing of 
manufacturers and importers started in January 1999. All products except traditional preparation 
that is produced only through drying and without any treatment/process involved (e.g. raw herbs) 
are subjected to product registration and regulation by the National Pharmaceutical Regulatory 
Agency (NPRA). They are governed by at least eight laws and thus subjected to similar criteria for 
regulation, licensing and pharmacovigilance as of conventional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The words “Traditionally used for” is obligatory to be inserted in front of the functional claim of 
registered Chinese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They also must not contain banned ingredients while 
the restricted ingredients must be within allowable limits. For example, some important medicinal 
materials that are frequently used in the CM practice  such as Ephedra 麻 黄 , Aconiti	 附 子 , 
Magnolia 厚樸 and Cannabis sativa 麻子仁 are listed under the Poison List or as banned/restricted 
ingredients in the Drug Registration Guidance Document (DRGD). Therefore, it is prohibited for 
CM practitioners to sell, prescribe and dispense the banned CM herbs in any form of traditional 
products.  
 
 In addition, passing the quality control tests prior to marketing are also compulsory for CM 
products. This includes limit tests for uniformity of weight, disintegration, heavy metals (mercury 
arsenic, lead, cadmium) and microbial contamination. Public are encouraged to report to Malaysian 
Adverse Drug Reactions Advisory Committee (MADRAC) when they suspect their suffered adverse 
reactions arise from tradition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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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ducation 
 As more and more CM practitioners and herbal suppliers set their feet on Malaya, the earliest 
known CM associ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1924 and subsequently the first CM college was founded 
by Federation of Chinese Physicians and Medicine Dealers Associations of Malaysia (FCPMDAM, 
馬來西亞華人醫藥總會 ) in 1955.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legislation on T&CM 
education, there were about 30 private CM schools in Malaysia before 2009. Most of them were 
founded by the associations of CM physicians but none were accredited by Malaysian Qualifications 
Agency (MQA). During that period, uniform CM education system was unavailable and the 
competence level of the students largely varied. In the early days, the learning of CM was offered 
through five-year undergraduate course, three-year acupuncture course, short-term acupuncture or 
massage course, learning from older generations of CM practitioners or even self-study.  

In 2009, INTI University College (INTI-UC) becomes the first local institution in the country to 
provide accredited CM degree course. At present, 8 privat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Malaysia 
are offering accredited CM courses but none of them offers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ourse (Table 
2). All the courses are instructed in English or sometimes bilingual (English and Chinese). Apart 
from local universities, 5 overseas CM courses from China are recognized by the Malaysian Public 
Service Department (PSD):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UCM),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UCM),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UTCM),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UTCM), and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CM).  

3. Prospect and Conclusion
 Since the settling of CM in Malaysia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e clinical service, herbal industry 
and education of CM has revolutionised from self-regulating to legislative regulating. With the 
general trend of globalization, the role of CM has been reoriented from original intention of 
maintaining health to the new focus in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cultural heritage, as evidenced 
in findings from National Health and Morbidity Survey 2015. Under the Malaysia’s 11th Five 
Year Plan, Ministry of Health drew the Traditional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 Blueprint 2018-
2027. The national blueprint formulated a detailed action plan for T&CM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o 
promote regulating,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CM including CM.  
  
Malaysia is blessed with abundant natur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high economic growth rate and 
increasing utilization rate 
of CM. At present, the 
industry and education 
of  CM are  domina ted 
by the  pr ivate  sector . 
I n  t r a n s f o r m i n g  a n d 
rationalizing investment, 
r e g u l a t i o n ,  h e a l t h 
s t ruc tures  and human 
r e s o u r c e s ,  h o w  t h e 
government benefits from 
the  above advantages 
to develop capacity and 
resources through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private 
sector, pose challenges to 
Malaysia in the future. 

Institution
INT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Management and Science 

University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University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Sungai Long Campus

International Medical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IIMAT)

Xiamen University Malaysia

Malvern International Academy

Programme Name
Bachelo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ns)

Diploma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chelo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ns)

Found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chelo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ns)

Bachelor of Chinese Medicine (Hons)

Doctor of Philosophy (Chinese Medicine)

Bachelor of Science (Hons) in Chinese Medicine

Master of Science in Acupuncture (MSc Acupuncture)

Diploma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cupuncture)

Bachelo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4.5+0) in 
collaboration with 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Bachelor of Medicin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iploma in Acupuncture 

Table 2   Institutions offering accredited Chinese medicine courses in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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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從策定「２１世紀的漢方發展方向」以來的發展現狀及展望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Outlook of Kampo Medicines Since 

Japan Published “The Proposal on 21st Century of Kampo Medicines”
Dr. Hisayoshi Norimoto, PuraPharm Japan Corporation

	 日本的漢方醫藥學始源於中國的古代傳統
醫藥學並於西元５―６世紀與佛教一起傳入日
本。在 17 世紀日本開始接觸到荷蘭為代表的西
方醫學、並將自古使用的傳統中醫藥治療方法
稱為“漢方”用以區分從歐州傳入的“蘭方”
醫學。在漫長的歴史長河中、儘管在明治初期
因日本醫療制度改革中採取了以西方醫學教育
為本的醫生執照考試制度導致漢方醫學暫時經
歴了一段衰退期以外、漢方醫藥的臨床使用和
發展從未來停止過。20 世紀經過日本的漢方醫
藥學再次得到復興和發展、不僅僅成為日本現
代醫療體系組成的一部分、而且作為本國獨自
的醫療體系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

	 日本的漢方醫學深受漢代的經典醫書《傷寒
論》和《金匱要略》及金元時代的醫學思想（又
稱金元四大家）之影響。其治療方法多以植物
由來的藥材為原料（稱為生藥）根據漢方醫學
理論進行組方並作為成方用於臨床。即、現在
所稱的“經典方”或“經典複方”。如《傷寒論》
所記載的“葛根湯”為衆人所熟知。可是、當
提及漢方藥時、多數人誤以為經典方就是漢方
藥。事實上除了經典方以外、還有許多生藥的
關連製劑産品在日本的醫藥市場上流通。以下
是日本醫藥管理法規上對其關連産品的分類及
稱呼。本稿筆者採用該法規的用語來説明 20 世
紀漢方藥在日本發展的成就及所面臨的各種課
題。然後簡要介紹就策定 21 世紀的漢方戰發展
方向後的實施現狀和展望。
　注：漢方製劑主要是指以經典處方的水提物
經濃縮乾燥製成的製劑、簡稱漢方製劑。漢方
製劑又被分類為處方藥（醫療藥漢方製劑）和
OTC藥（一般用漢方製劑）。除一般用漢方製
劑以外、生藥製劑也分類為OTC藥（紅色點線
範囲內）

	 20 世紀 50 年代“日本東洋醫學會”學術團
體的成立、標志著漢方醫學再次受到臨床的注
目並重新回歸到日本的現代醫療體系中。當時
漢方藥主要以一般用漢方製劑及生藥製劑（即
現在所説的OTC藥品）在藥局等出售、和經過

醫師和藥師處方後以煎藥的形式、提供給消費
者及患者所使用。1967 年一般用漢方的 4 個處
方（當歸芍藥散，十味敗毒湯，葛根湯，五苓
散）被收載進入國家醫療保險藥物名単上、開
創了漢方藥作為處方藥使用並由國家醫療保險
支付藥費的先例。1976 年開始正式將漢方製劑
的 41 個處方收載在醫療保險藥物名単上、時至
今日己有共計 148 個處方被收載在醫療保險藥
物名単上。可以説、國家醫療保險收載漢方藥
是促進 20 世紀漢方在日本廣泛得到普及的要因
之一。漢方的普及擴大了國家醫療保險治療選
擇的範圍、從而進一歩為國民健康維持和減軽
國家醫療財政支出發揮了不可低估的貢獻。我
們可從一些具體的資料窺見漢方在日本的普及
的程度和其製藥工業的發展狀況。

	 根據 2000 年的「日經醫療雑誌」的調査結
果顯示：７2％的日本醫師使用漢方藥、其中７
成的醫師己有 10 年以上的處方使用經驗。治療
領域主要有更年期綜合症、急・慢性気管炎性、
過敏性鼻炎、便秘、慢性肝炎、咳・痰等的治
療及食欲不振・營養状態的改善等等。醫療漢
方製劑産品數目從 1964 年４個處方４種漢方製
劑産品、發展至 2000 年４月為止合計 148 個處
方和 848 種漢方製劑産品。生産和製造醫療漢
方製劑的企業合計有25間、銷售公司有30間。
此外、生藥的醫療保險藥物收載始於 1960 年、
至今己收載的生藥達 200 多種。OTC 藥品的
一般用漢方共有 210 個處方、其製造企業數由
1996 年的 92 間、増加至 1999 年的 111 間。而
且其一般用漢方製劑産品的生産數目由 2154 種
増加到 2812 種。不過在此値得強調的是、2 ０
世紀日本漢方普及和發展的基石是建立在質量
標準化和有効性評價之上而實現的。

	 衆所周知、傳統漢方藥多以內服的湯劑（煎
藥）、丸劑、散劑及外用的膏劑、洗浴劑等為
主。可是隨著現代醫療體系的導入及藥品質量
製造管理法規的實施、對藥品的質量控制、安
全性的要求及臨床効果的評價日趨嚴格。2 ０
世紀 50 年代日本開始了工業化生産漢方藥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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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經過水提取・濃縮・乾燥所製成的顆粒劑
逐漸取代了傳統的湯劑、丸劑、散劑等内服藥
的形式。漢方顆粒劑因省去了用飲片煎藥的麻
煩、短縮調劑時間、減少因調劑時的人為調劑
差錯、不需要像飲片那様擔心貯蔵、蟲害、霉
變等之情況、特別是攜帯方便利於消費者服用
等優點、漢方顆粒製劑迅速的成為漢方藥的主
流劑型。此外、因顆粒劑較飲片質量的均一性
高、調劑時對用藥劑量的的厳密性更容易把握、
也為醫師或藥師安全用藥提供了保障。因此、
實現漢方藥的工業化生産也大大地促進了漢方
的普及。儘管如此、當時不論是從臨床醫師或
藥師還是一般消費者、擔心顆粒劑効果不如湯
劑及對漢方的安全性和療効抱有懐疑態度之聲
音依然不少。漢方製劑質量標準化的制定及有
効性的評價成為在 20 世紀日本漢方進一歩發展
和普及不可迴避的課題。

	 與單一有効成分的西藥不同、漢方藥的原料
來自天然、其化學成分不僅多様且毎一個化學
成分都有可能是針對不同的効能發揮其不同的
藥効作用。因此、僅以化學成分為基礎的質量
標準的制定在本質上是非常困難的。考慮到漢
方藥的這些特殊性、日本政府在 20 世紀 70-80
年代主導開展了如何建立漢方藥質量標準的研
究、並正式於 1985 年通知要求申請醫療漢方製
劑製造申請時、需提交“和標準湯劑作比較的
試驗資料”作為審査許可的依據。可以説“標
準湯劑”之概念的提出是在對多成分體系為特
徴的傳統藥物質量控制方法上一個突破和創
新。不但為漢方藥工業化生産的質量控制及標
準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為隨後實施漢方
藥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s）製造基
準提供了質量管理的資料支援。更重要的是穏

定的質量控制為漢方製劑有効性的臨床評價提
供了質量基石、確保了臨床數據的再現性和可
比性。針對漢方藥的臨床有効性的評價、20 世
紀 90 年代利用安慰劑雙盲試驗（Double	Blind	
Test）方法由日本政府主導開展了臨床再評價研
究並証明瞭小柴胡湯（治療慢性肝炎的肝効能
障礙）、大黃甘草湯（治療便秘）、小青龍湯
（治療過敏性鼻炎）的臨床有効性。在安全性
評價方面、儘管漢方藥經過千年以上的臨床使
用己証明瞭其是安全性非常高的藥品、可是隨
著消費者對疾病予防和自我健康保健意識的提
高、在無醫師或藥師指導下的服用機會也隨之
増多、臨床上和其他藥物合用的機會也隨 20 世
紀 90 年代替代醫療（Alternative	Medicine）的興
起而増加、現代社會醫療體系中的漢方安全用
藥則顯得愈發重要。1991 年在日本發生了用於
治療慢性肝炎的經典處方小柴胡湯在合用抗病
毒藥物 Interferon 干擾素所導至的間質性肺炎的
副作用死亡案例一時成為媒體關注和質疑漢方
藥安全性的新聞話題。該案例促使對漢方藥安
全性的重新認識和強調以重視漢方診斷下的正
確用藥。針對小柴胡湯、隨後除制定了「C型
病毒性肝炎患者小柴胡湯服藥的指針」以外、
還強化了針對臨床副反應情報的收集和報告制
度以確保臨床用藥安全。通過以上這些不懈努
力和進取、最終促成了在 20 世紀日本國內漢方
的普及和穏歩成長、推動了漢方製藥産業的巨
大提昇和發展。但是像其他傳統醫藥一様、諸
如所面臨的漢方藥有効性成分的分析及藥理作
用機制的解釋、雙盲隨機對照試驗方法（Double	
Blind-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是否適合所
有漢方藥的臨床有効性評價等一些根本問題依
然沒有得到完全地解決或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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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這些根本問題、1998 年日本的漢方業
界開始針對漢方藥所具有的特殊性、提出和策
定了 21 世紀漢方的發展方向。從５個方面、1)	
通過推進收集漢方科學研究依據（Evidence 循
證）、支援漢方醫學教育（Education）、拡大
的正確使用漢方的啓蒙和普及（Expansion）來
全面推動漢方的進一歩發展、以穏固和強化漢
方在 21 世紀日本國內醫療體系中的角色和地
位；２）確保高質量的漢方・生藥製劑的供給
及其原料藥材的安穩供給；３）推進漢方・生
藥製劑的創新及研究開發；４）積極參與漢方
・生藥製劑的國際標準化及和關注與各外國的
國際協調關係；５）推進環境保護活動、來實
現漢方成為支撐日本國內醫藥體系的骨幹地位
和利用其技術優勢佔據一定的國際地位。

	 2001 年日本東洋醫學會正式設立 EBM
（Evidence-based	Medicine 循證醫學）委員會。
該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客觀評估和闡明漢方臨
床治療的有効性、並伊始對 1976 年以後的漢方
臨床研究報告先進行收集和按一定的基準進行
客觀的評估、然後對外公表作為臨床使用的依
据。截至 2010 年收集和評估了 320 篇隨機對照
試驗及統合分析法（meta-analysis）的研究報告、
並將総結報告公佈在日本東洋醫學會的網頁上
供自由閲覧。闡明漢方臨床治療有効性所用的
試驗方法上、針對１）如何客觀地把握「証」
的判斷；２）如何對因疾患隨病情變化而致的
「証」的變化在臨床試驗方案上的記述；３）
如何對藥効比較緩慢和具有改善全身機能的補
益劑進行評價；４）如何能製造具有漢方藥特
有味覚的安慰劑等諸多特點和難點、提倡應確
立獨自的漢方藥有効性的臨床評價方法。例如
提出導入 run-in	periods 的試驗方法、採用自覚
症狀、患者満足度的的數値化、VAS（Visual	
Analogue	Scale）、QOL（Quality	of	Life）等客觀
指標進行臨床評價。

	 在教育方面主要體現漢方在大學教育的普
及、提供在職醫師・藥師可持續學習漢方専業
知識和研修機制及充實製藥企業醫藥代表（MR,	
medical	representative）的漢方教育。根據 2007
年的調査結果顯示、日本全國 80 個大學醫學部
己全部實施漢方醫學的基礎教育。在國家藥師
資格考試中漢方作為出題的內容。1989 年日本
東洋醫學會加盟“學會認定醫制協議會”並開
始了漢方専業醫師認定制度。到 2019 年 3 月為

止該學會的會員數己達 8,000 多名、其中己獲得
認定的漢方醫師數為 2,028 名。此外、2005 年
8 月經過日本厚生勞動省的批准和許可、獲得
認定資格的漢方醫師可以對外張貼『日本東洋
醫學會認定・漢方専門醫』的廣告招牌。從此
可窺見出日本漢方醫師愈來受到歓迎、並也成
為開業醫師間相互競爭的優勢。為了提高製藥
企業MR的資質、不但制定了「MR漢方教育
研修指針」還充實了MR専用的漢方教育研究
教材。現在漢方業界計畫推行和實施接受研修
的履修証書頒發制度。除了這些強化専業知識
和技能教育舉措以外、面向患者・一般消費者
則通過市民公開講座等形式開展漢方的啓蒙活
動。衆所周知、随着患者・消費者的権利意識
的提高及 informed	consent 原則、醫師和藥師有
義務對患者・消費者的服藥進行指導和説明。
所以、面向患者・一般消費的啓蒙教育活動更
顯出其必要性。

	 結合 20 世紀漢方藥質量控制的成功經驗、
21 世紀的目標是提出追求更高質量漢方藥的
生産和穩定的市場供給。為了確保穩定的原料
供給、除加強和中國原料企業的合作以外、在
日本國內利用先進的農業技術和閑散的土地
資源開始増加國産藥用植物的生産。2015 年
根據 WHO	 對藥用植物 Good	Agricultural	and	
Collection	Practices	的指導原則編纂和制定了漢
方原料藥材的栽培，收集和加工的指針。如前
所述、以“標準湯劑”為基礎的質量控制解決
從化學成分角度上的質量均一性的問題、可是
在生物等效性（bioequivalence）方面、因當時
檢測技術水準的制限當時對其沒有作明確的規
定。然而、隨著分析檢測技術的進歩、對多成
分且微量血液中化學成分的生物代謝的分析變
得容易和可能。通過“産（企業）・學（大學）
・官（政府）”的合作模式和最近数年的研究
準備、目前日本正準備公布「醫療用漢方製劑
不同劑型的生物等效性試驗指針」。一旦該指
針出爐、那不僅僅意味著能提高漢方藥的質量
控制水準和使新漢方製劑的創新及開發變得容
易、同時也有利於非漢方製藥企業滲入到漢方
市場的競爭、從而會巨大地推動漢方整個市場
規模的擴大和製藥産業的發展。

	 進入２１世紀、日本伴隨著人口結構和生活
方式的改變、許多與生活方式有關的疾病諸如
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及老年認知症的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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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急劇増加、從而増加了政府在醫療保健上的
財政支出壓力。另一方面、國民對自我健康保
健意識也顯著地提高從而對輕度疾病預防、改
善生活質量的OTC藥品的需求也愈趨増加和多
様化。鑑於這兩方面的背景、日本政府於 2002
年召開對包括漢方藥的非處方藥批准審査變更
的研討會。寄望通過増加OTC藥品數來削減財
政支出和満足市場的需求。其中一般用漢方處
方數由 1974 年的 210 個處方増加至 2012 年的	
294 個處方。此外、作為國家製藥行業發展戰略
和增強其國際競爭力的一環、醫療漢方藥及其
製造企業分別於 2007 年和 2013 年被列為國家基
本藥品和國家基本藥品製造企業、以確保國家
基本和必須藥品的安定供給。從以上的介紹可
以看出、當今漢方己成為日本醫療體系中不可
缺的骨幹之一。然而不可忽視的是漢方作為日

本國家獨自醫療體系得到未曾有的重視以外、
也正在利用其技術優勢積極地推進漢方的國際
化。2008 年首次發表了「漢方製劑・生藥製劑
・生藥用語的英語表記」方法的規定、為漢方
走向國際化創造了基礎環境。對中國提倡傳統
中醫藥標準化（IS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及 TC249 技術委員會的活
動、從最初持觀望態度到積極参与的政策轉換
可以看出通過國際協調關係來表達日本的主張
之戰略意圖。据説日本提案的製品包装標簽表
示内容的標準規格及製造方法條件的標準規格
該己被該委員會所採納成為國際標準。21 世紀
是一個高度信息化和全球化蓬勃發展的社會、
要想實現傳統醫藥的標準化和産業化發展、國
際和地域間的交流和合作愈顯其重要性和必然
性。

台灣中醫高等教育與健康保險政策
張永賢 .	李育臣

一、	台灣中醫高等教育

	 台灣中醫大學高等教育，具完整的中醫教

學系統的院校有四校，共五系：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學士後中醫學系和長庚大學中醫學

系、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慈濟大學學士

後中醫學系。中國醫藥大學雖成立於 1958 年，

但直到 1966 年才成立中醫學系，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創系宗旨為「以繼承和發揚中國醫學

為特色，並融合現代醫學於一爐，中西一元化，

進而創立新醫學體系」。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

系於 1996 通過中醫學系雙主修辦法，每年招收

學生 120 人、分甲班 60 位中西醫完整學習 ( 含

各 1 年中西醫實習 )，修業年增為 8 年，畢業後

得參加中西醫雙執考試 ( 先通過中醫師專門技

術人員考試者，得再參加醫師專門技術人員考

試，兩者都通過者，為中西醫師 )( 考試分二個

階段考試，即基礎醫學及臨床醫學 )；乙班 60

位雖學習中西醫學，以修業年限為 7 年 ( 含 1

年中醫實習 )，畢業後只能考中醫師單執照。於

1984 年起再成立學士後中醫學系，需大學畢業

獲得學士學位後，才能報考，為 5 年制，第 5

年為中醫實習，目前每年招收學生 100 人。長

庚大學中醫學系於 1998	年成立，同樣採取中西

醫雙主修，修業年限為 8 年，每年招收學生 50

人。2010 年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開始招生

45 名；2012 年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開始招

生 45 名。目前 4 校 5 系都有中醫畢業生。畢業

後，要在醫院至少再工作二年，才獲得將來可

獨立執業。

二、中醫醫療保險

	 台灣醫師法包含醫師、中醫師及牙醫師三種

醫師，台灣自 1945 年即採行中西醫療雙軌並行

的衛生政策，人民普遍存在複向就醫的行為。

在醫療保險方面，台灣推行勞工健康保險、公

務人員健康保險、農民健康保險已有多年經驗。

在早期一直侷限於西醫醫療給付，民眾要看中

醫，須自行負擔費用。中醫醫療保險首自 1983

年列入勞工保險開始實施，1988 年公務人員保

險，1989 農民保險。自 1995 年起中醫、西醫

及牙醫全部納入全民健康保險（醫保），民眾

可以自行選擇西醫或中醫診療，對中醫藥之發

展具極重大之正面影響，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實

施，使得中醫藥在維護全民健康上扮演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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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台灣全民健保開始，即全部病歷資訊上

網，以致可從大資庫，作中醫藥及中西醫的比

對和統計分析，將統計分析研究發表論文，得

到許多資訊傳承、基礎研究及臨床應用。

	 中醫門診健康保險服務項目為 1. 診察。2. 中

藥濃縮製劑之給予。3. 治療材料之給予。4. 中

醫一般治療處置，針灸治療及傷科處置。收取

一般掛號費外，有中醫門診「診察費」包括中

醫師診療、處方、護理人員服務費、電子資料

處理、污水廢物處理及其他基本執業成本。「藥

品費」，即藥品調劑費及藥費，「中藥」給付

GMP 藥廠的濃縮中藥，一般案件給藥天數不得

超過 7 天，慢性病最高給予 30 日之用藥量。至

於煎劑及中成藥列為不給付項目。針灸治療處

置費，含一次即棄針材料費，有一般針灸治療

及複雜性針灸治療。傷科治療處置有理筋手法

處置費及脫臼整復費。

	 中醫有鼓勵結合現代科技加強醫療服務實施

方案，申報使用脈診儀或舌診儀輔助診斷，應

依中醫四診及辨證原則於病歷中詳細記載。應

附脈診儀或舌診檢查圖像及判讀報告。中醫師

具有中西醫雙執照，可開立檢驗、心電圖及 X

光檢查。對於初診病患，有中醫門診初診病患

提昇診療品質照護計劃，以加強中醫門診初診

病人的自我照護與衛教，提昇中醫門診醫療品

質。

	 中醫師需接受繼續教育，應每 6 年接受醫學

課程，醫學倫理、醫療相當法規與醫療品質繼

續教育課程積分達 120 點以上。近年來規劃中

醫住院保險給付，另外規劃特殊疾病中醫有明

顯療效者給予健保給付，如腦中風、褥瘡、小

兒腦性麻痺、癌症病人、腎病症候群、急診針

灸等，可由西醫住院時會診附設中醫師治療，

以求達中西醫結合，中西醫互相為用，並期以

最好的資源，最經濟的花費，讓病人得到最好

照顧。

三、中醫碩士及博士教育

	 為培養優秀中醫藥研究人才特設碩士博士研

究所，碩士必修 20 學分，選修 10 學分，畢業

論文 6 學分，修業為期 2-4 年。中醫碩士教育

著重：1. 歷代的名醫學說及中醫典籍的研究學

習，在碩士課程中占較重要學分，以刺激學生

掌握中醫理論的精隨。2.	「方法論」的培養，

尤其重視對醫經醫史研究方法的掌握，另外對

醫學論文的撰寫方法給予一定必修學分，對人

才培養重在學習與應用。3. 著重在現代化醫學

知識及科學技能的掌握，其中生物統計學占極

重學分。強調生物統計學概念學習，有效利用

科學方法詮釋中醫理論，使傳統的中醫數據化，

現代化。4. 注重中醫基礎理論學習，如辨證論

治、經絡學說、脈學、方藥學等，培養並強化

中醫理論基礎及醫學技能。

	 中國醫藥大學設有中醫學博士班、中西醫結

合博士班、針灸博士班。博士規定，必修 14 學

分，選修 24 學分，畢業論文 12 學分。修業為

期 3-7 年。更具重要的理論基礎進行更特殊專

精的學習與掌握，要求博士生對中醫的博大精

深有更透徹、更專精的理解，並能觸類旁通的

運用現代科技的掌握，以現代醫學和科技詮釋

中醫，以創立中醫藥遠景。

四、中醫師公會及專科醫學會

	 中醫師執業即要加入中醫師公會 ( 現加入約

7,407 人 )，並向當地衛生單位登記。若申請健

康保險業務，即要向健保局登記。為發展中醫

專科醫師及中醫師繼續教育，成立中醫各科專

科醫學會，提升中醫學教育品質、醫療服務、

學術研究及技術儀器之開發，舉辦中醫學之學

術演講及研討會，發表中醫學之學術論文，並

出版中醫藥學之刊物，參加國內外中醫學與傳

統醫學、現代醫學之學術活動，加強國內外相

關團體之聯繫與合作。

五、小結	

	 中醫藥教育首先要繼𠄘傳統，中醫藥來自

臨床，以致更要重視臨床技能教學。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技術時代來臨，

影響醫療，智慧醫療啓動，傳統四診需依靠長

久學習及豐富的經驗，目前中醫四診可與現代

科技相結合 ( 脈診儀、舌診儀、電子鼻、音診

儀等 )。AI 是人工智能，也是愛 (AI)，愛中醫

藥，AI 也是針灸的艾 (AI) 灸，中醫藥 AI 是

未來的中醫教育發展模式之一，走向個人化醫

療 (Personalized	Medicine)，智慧醫療 (Smart	

Medicine) 及精準醫療 (Precision	Medicine)。

中醫藥要參與「大人物」趨勢，大 ( 大數据 )	

、人 ( 人工智慧 )	 及物 ( 物聯網 )	。中醫藥

ABCDE(A=AI，B=block	chain，C=cloud，

D=data，E=experience)(	人工智慧、區塊鍵、

雲端、大數据、國醫大師經驗 )	。繼承是發揚

的基礎，發揚是繼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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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視野下澳門中醫藥教育的發展
徐友華，熊建豐，王曉麗，周華 1*

澳門科技大學中醫藥學院及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中國澳門氹仔偉龍馬路

	 澳門特別行政區 1999 年回歸祖國。回歸

二十年來，中醫藥高等教育從無到有，教研水

平快速提升，在國際上影響力持續提升。澳門

中醫藥教育的發展與回歸前後政治和經濟因素

的影響密不可分。從歷史的視角觀察，多元文

化下的澳門中醫藥發展發展之路更是理解其現

狀的關鍵。

	 澳門特別行政區位於珠江口西岸，由澳門半

島、氹仔及路環三部份組成，是一座有 400 多

年中西文化交流融匯歷史的小城；博彩業是其

主要產業，被稱為“東方蒙地卡羅”。儘管曾

被葡萄牙人統治了四百多年，但歷史直至今日，

華人一直占總人口的 90% 以上。據統計，截至

2019年 8月，本澳獲發准照的中藥房有129間，

而持有政府許可生產牌照的中藥廠亦有 5 家；

2018 年本澳中醫為居民提供約 133 萬人次的中

醫診療服務，人均就診次數約為 2 次。彈丸之

地，如此深厚的中醫藥民眾基礎成為其在本澳

的發展力久不衰的因素之一。儘管如此，中醫

藥高等教育在澳門回歸祖國後才起步，但經過

二十年的發展，中醫藥教育在澳門已走出了一

條非常規跳躍式發展之路。

	 澳門歷來是一個微型的、多元的、高度自治

的城市，本文旨在以歷史和社會學視角，剖析

澳門特區中醫藥教育快速發展之原因，並對現

狀提供相關建議。

1.	澳門歷史概況

	 據文獻記載，南宋末年澳門半島始已有華人

定居 [1]，是西方與華人交流的最早窗口之一。

1554 年，澳門被准許成為葡萄牙的自由貿易

區，澳門正式開埠，其作為一個城市開始出現

在世界歷史舞臺上。作為歐洲宗教改革運動的

中心之一，16 世紀中葉的葡萄牙正當稱霸海權

的時代，有強烈的宗教輸出意識。參照葡萄牙

著名的科英布拉大學模式，1594 年 12 月 1 日，

小學性質的聖保祿公學升格為聖保祿學院（或

稱天主聖母學院），俗稱大三巴，這是東亞地

區第一所高等學校，其建立成為澳門高等教育

的開端。1728 年，耶穌會創辦了第二所高等教

育機構，聖若瑟修院，俗稱小三巴，作為聖保

祿學院的分院。在百餘年的辦學史中，聖保祿

學院和聖若瑟修院對澳門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

影響，其培養了大批翻譯人才，提升了澳門的

國際知名度，澳門成為中西文化交流薈萃之地；

在另一方面，聖保祿學院成立之初即開設了醫

務所和藥房，藥房配有西方化學藥品及東方草

藥，間接為市民服務，贏得當地居民的尊重，

也成為中醫藥教育在澳門的萌芽。

	 在天主教影響澳門的同時，其他宗教如基

督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等也開始在澳門

傳播，澳門呈現出多種宗教共存的局面。儘管

四百多年以來不同宗教間偶有衝突，但眾多宗

教在文化碰撞中逐漸趨於和諧共處，澳門多元

文化特徵形成。相對於龐大的明清王朝版圖而

言，澳門僅是一個邊陲漁村，而作為殖民宗主

國的葡萄牙對澳門的管制也有心無力；歷史上

的邊緣化鑄就了澳門多元文化社會的認同感。

澳門不僅成為貨物進出口的商埠，更是“東學

西漸”和“西學東漸”的薈萃之所 [2]。

	 1849 年，葡萄牙佔領澳門，1887 年清政府

與葡萄牙王國簽署《中葡和好通商條約》（或

稱：《中葡北京條約》），澳門喪失主權，進

入殖民化時期。自 1999 年 12 月 20 日起，澳門

回歸祖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

政區，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

政策，澳門在社會、經濟、教育和科技等領域

均取得了跨越式發展。

2.	中醫藥教育在澳門的建立與發展

	 澳門中醫藥教育有超過四百多年的歷史，

但其發展卻是最近幾十年特別是回歸之後的事

情。她的起源、沒落、以及回歸後進二十年來

超常規跨越式發展均與其特殊歷史背景息息相

關。整體而言，澳門中醫藥高等教育發展可按

歷史進程分為萌芽、沒落、系統性中醫藥高等

教育的建立以及跨越式發展四個階段。

2.1.	傳統醫學教育在澳門的萌芽與發展

	 早在 1568 年，第一所西醫教會醫院聖拉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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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醫院（或稱：白馬行醫院）和痲瘋病院（或稱：

聖拉扎祿痲瘋院）在澳門設立。1594 年 12 月 1

日，聖保祿學院（或稱天主聖母學院）建立，

一些簡易草藥配製藥品在此之後陸續出現 [3]，澳

門中醫藥教育開始萌芽。現有文獻顯示，耶穌

會對中藥的興趣促進了中草藥在澳門的應用，

他們所翻譯的《脈經》和撰寫《中藥標本》等

著作對傳播中醫藥文化也起到了積極作用 [3]。

但限於中西文化的差異，在該模式下的中醫藥

應用及教育成效有限。

2.2.	中醫藥教育失落的四百年

	 在聖保祿學院和聖若瑟修院關閉後，澳葡政

府對澳門一直採取“只取不建”的態度，中醫

藥和傳統醫學教育進入失落的四百年，直至澳

門回歸祖國。

	 1871 年，澳門華人主辦的非牟利慈善性質

的醫院——鏡湖醫院成立，提供中醫醫療服務；

此後，港澳紳商發起籌辦的同善堂（1892 年）

也開始研製並提供中藥製劑。1923 年，鏡湖護

理學院成立，華人主導的中醫藥診療體系和近

代護理教育體系開始在澳門形成。儘管 20 世紀

初至 50 年代，由於戰亂和局勢變化等原因，澳

門迎來了內地知識分子來澳辦高校的浪潮，但

因澳葡政府對這些新創辦的高校採取放任自流

的態度，既不許可也不禁止，更不認可其高校

文憑和學位證書，這些高校終因生源不足而倒

閉，澳門錯失一次中醫藥高等教育重建和發展

的機會。

	 20 世紀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澳葡政府開

始大力發展基礎設施建設，澳門經濟勃興，但

高等教育依然是一片空白。1981 年，香港的黃

景強等三人創立私立東亞大學，標誌著澳門現

代高等教育的肇始，但其招收學生主要來自香

港，課程設置等更是凸顯重商主義文化特徵。

1988 年 1 月 15 日，中葡兩國政府簽署《聯合

聲明》，澳門邁啟回歸的步伐。為確保澳門政

權順利移交，過渡期澳葡政府在中方督促下採

取了“三化”措施，即公務員本地化、法律本

地化和中文官方化。基於培養“澳人治澳”的

人才需求，1988 年澳門基金會代表澳葡政府收

購東亞大學並進行改制，1991 年東亞大學正名

為澳門大學。顯然，這一因應政治需求而改制

的大學也並未將中醫藥教育考慮在內，直至 2002

年澳門大學建立中華醫藥研究院才漸露曙光。

	 由於澳門本地中醫藥院校教育的缺失，回歸

前中醫醫師絕大部分分散於民間診所，以祖傳

或師帶徒方式進行中醫藥傳承，正規中醫藥院

校畢業生很少。在另一方面，澳門社團組織在

促進中醫藥交流和傳承中也發揮了關鍵作用。

澳門社團歷史悠久，數目種類龐雜，澳門甚至

因此也被成為社團社會。社團的出現與澳葡政

府經濟政治無為，社會管制缺失密切相關，這

種軟殖民體制直接促進了社團組織的產生 [4]。

誕生於這一時期的鏡湖醫院慈善會和同善堂在

澳葡政府管制時期對促進中醫藥的傳承和發展

起到了重要作用。後期成立的如澳門中醫學會、

澳門中醫藥學會等民間社團在組織從業人員中

醫藥交流和傳承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儘管

如此，該模式下的中醫藥教育一直落後且發展

緩慢。

2.3.	澳門回歸後系統性中醫藥高等教育的建立

	 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門回歸祖國，澳門特

別行政區成立。回歸後的特區政府提出“教育

興澳”的戰略目標。澳門首任特首何厚鏵認為，

教育不僅是社會發展的人文基礎，也是社會和

諧的倫理基礎 [5]；第三任特首崔世安也提出以

高等教育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的目標，包

括了中醫藥產業等四個領域被確立為重點發展

方向並予以扶持，中醫藥事業發展迎來新的契

機。

	 毛入學率作為較好反映高等教育規模擴展的

指標，是高等教育在數量意義上的主要體現 [6]。

回歸後從 2009 年起，澳門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開

始超過 50%，在數量上已從大眾化階段進入到

普及化階段 [7]。隨著回歸後澳門經濟持續發展，

市民自身發展需求持續提升，健康保健意識不

斷增強，系統性學習中醫藥專業知識需求愈發

強烈。

	 目前開展中醫藥高等教育的主要院校為澳門

科技大學和澳門大學。2000 年 3 月，澳門科技

大學建校，同年建立中醫藥學院並開辦中醫學

學士、生物醫學學士、中醫學碩士、中醫學博

士、中藥學博士、中西醫結合博士等學位課程，

後續又陸續開設包括中藥學學士、中藥學碩士、

中西醫結合臨床醫學碩士學位課程。2002 年組

建的澳門大學中華醫藥研究院，以開展中醫藥

創新科學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為主要任務，開設

中藥學、醫藥管理和生物醫學等專業的博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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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學位課程。自此，澳門已建立完整的中醫

藥教學體系，澳門中醫藥教育開始走向正規化、

系統化、規模化的發展道路；同時在中西文化

交流與融合中，也逐步形成了多元化和國際化

等辦學特色 [8]。

	 澳門科技大學中醫藥學院中醫學學生實習主

要依託南京中醫藥大學和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

醫院；2006 年 3 月 25 日澳門科大醫院成立，

成為港澳地區首家中醫醫院，為澳科大中醫藥

學院學生臨床實習提供了有力支援。2008 年，

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支持下，“兩岸四地中醫

藥科技合作中心”落戶澳門（現“海峽兩岸及

港澳中醫藥科技合作中心”），為澳門中醫藥

教育“引進來”與“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平

台。儘管如此，彼時的澳門中醫藥高等教育無

論是從生源質量、招生規模，還是從科研產出、

區域和國際影響力等方面依然未具有特別優

勢。

2.4.	中醫藥高等教育跨越式發展

	 2011 年 1 月 25 日，依託於澳門科技大學

和澳門大學的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掛

牌成立（以下簡稱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的

中醫藥教研發展步入快車道。2011 年 12 月，

國際標準化組織（ISO）中醫藥技術會員會

（TC249）原材料質量與安全及傳統炮製工作

小組（WG1）秘書處設於澳門科技大學，統籌

中藥 ISO 國際標準的研發。2014 年，世界中醫

藥學會聯合會中醫藥免疫專業委員會成立，秘

書處設於澳門科技大學，推動國際中醫藥免疫

學科的發展。2015 年 8 月 18 日，世界衛生組

織傳統醫學合作中心落戶澳門。2018 年 8 月，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在北京

召開，中央明確提出支持澳門建設中醫藥科技

產業發展平臺，這為澳門發展中醫藥產業帶來

前所未有的機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綱要出臺

後，澳門中醫藥發展迎來新的契機。2019 年

11 月，澳門科技大學校長，中藥質量研究國家

重點實驗室主任劉良講座教授當選為中國工程

院院士，成為澳門首位中國工程院院士。這不

僅是澳門中醫藥學科和人才隊伍建設的重大突

破，對提升澳門中醫藥科技創新水準、推動特

區中醫藥衛生事業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中醫

藥在澳門已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線，體現如下：

2.4.1.	人才培養效益凸顯

	 澳門特區政府及相關院校一直重視中醫藥人

才培養，將中醫藥擺在優先發展的重要地位。

特別是國家重點實驗室建立以來，澳門特區中

醫藥高等人才聚集效應凸顯，院校收生質量與

數量穩步提升。為吸引和鼓勵研究生科研工作，

特區政府自 2012 年設立研究生科技研發獎，進

一步提升澳門中醫藥教研水準。以澳門科技大

學為例，據統計，截止 2016 年底，該校中醫藥

學院已培養中醫藥畢業生共 771 名，包括中醫

學學士 539 名，生物醫學學士 69 名，中藥學學

士 11 名，中醫藥博士和碩士 152 人；目前澳門

中醫從業人員有超過 50% 為該校畢業生。澳門

培養的中醫藥優秀人才，正在成為本澳中醫藥

隊伍的主體，越來越多的中醫藥人才正在由澳

門走向世界，成為中醫藥現代化的生力軍。

2.4.2.	中醫藥科研水準達國內外先進水準

	 2011 年，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揭

牌成立，標誌著澳門擁有了中醫藥研究的國家

級平臺。國家重點實驗室在研究設施、研究團

隊、技術平台、研究項目和成果等均取得了快

速發展，在短時間內建設成了國際領先的中醫

藥研究平台，並吸引了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在

內的國際頂尖學者加盟，研究達國內外先進水

準。研究論文發表於包括 Nature、Science、

Cell 等高水平學術期刊，獲國際專利授權一百

多項，多項研究成果獲得包括國家科學技術進

步獎二等獎、教育部高等學校研究優秀成果獎

自然科學獎一等獎、澳門特區科學技術獎特等

獎和一等獎等在內的多項獎項。澳門作為中醫

藥研究的一個重要高地，其作用和地位正逐漸

顯現。

2.4.3.	人才交流水平與產業促進能力提升

	 澳門中醫藥教研水平的提升有力促進了國內

外中醫藥與生物醫學領域優秀人才與本澳人員

的交流和合作。以澳門科技大學為例，國內外

院士、高被引用科學家、傑出學者等來澳交流

次數平均每月都有 3~4 次。這種良性互動顯著

提升了本澳中醫藥教研水準，形成良性循環。

研究顯示，澳門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超過 3.6%[2,9]。中醫藥是澳門高等教育的重要

組成部分，高校中醫藥專利或產品轉讓，高校

專業人員受聘校外中醫藥機構為技術顧問，以

及面向社會的各種培訓、講座等，對提升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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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區域中醫藥從業人員質素無疑具有促進作

用，中醫藥高等教育反哺產業效應得到顯現。

2.4.4.	澳門中醫藥區域和國際影響力的增強

	 2011 年，澳門別行政區政府和世界衛生組

織簽署了傳統醫學方面的合作計劃；2013 年

10 月 28 至 30 日，世界衛生組織在澳門發佈了

《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藥戰略 2014-2023》；

2015 年，世界衛生組織同意澳門特區政府衛生

局轄下設“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藥合作中心”。

2011 年，澳門科技大學成為 ISO/TC249/WG1

秘書處單位，劉良院士為工作組召集人，啟

動了中藥國際標準澳門製造的歷史。2019 年

和 2020 年初，經過 8 年的努力，由澳門科技

大學主持的兩個中藥 ISO 國際標準（ISO/TR	

23975:2019	 單味草藥標準研發優先級、ISO	

22988:2020	蒙古黃芪）分別正式發布，標誌著

澳門研製 ISO 標準零的突破，打造中藥國際標

準成為澳門科技創新的新名片，也突顯出澳門

科技的進步，引導中藥 ISO 國際標準走向良性

發展的快車道。透過與世衛和 ISO 的合作，澳

門積極參與全球傳統醫學的標準、規範化制訂

工作，共同推動將傳統醫學納入衛生保健服務

系統，澳門的國際影響力和顯示度進一步得到

提升。

3.	澳門中醫藥高等教育的特色

以澳門科技大學為例

	 澳門科技大學中醫藥學院於 2000 年建院伊

始即開辦了五年全日制中醫學學士學位課程，

開創了澳門中醫藥高等教育的先河，後續陸續

開辦包括中藥以及中西醫結合相關學位課程，

目前已建立成為澳門特區唯一擁有完整中醫藥

教育課程體系的高等學府。其在某種意義上可

以代表澳門特區中醫藥高等教育特色。

	

	 澳門是一個移民城市，四百餘年中西文化融

匯造就了其崇尚學術自由、尊重知識和人才的

氛圍，澳門基礎教育理念及模式也因其而多樣。

澳科大中醫藥學院除招收澳門本地學生外，還

面向中國內地、香港、台灣及國際招生，多元

文化和教育背景的學生構成學院學生主體。中

醫藥為傳統教育的重要組成，面對多元文化矛

盾，學院以學生為中心，推行教授為主導、靈

活多樣的教學模式開展教學活動。中醫藥的發

展與哲學、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發展息息相

關 [10]，澳科大中醫藥教育推行全人教育理念，

以通識教育為基礎，以專業教育為核心，培養

學生成為文理互通的中醫藥高級人才。中醫藥

專業屬於應用性學科，借鑒國際先進教育理

念，澳科大中醫藥學院推行“成效為本”的教

育模式，採取專業科目的“多樣化”教學方法，

聘請國內外著名的科學家和中醫藥學者任教或

講，依託內地中醫藥優質臨床資源開展實習工

作，依託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開展學

生實驗教學及科學研究工作，培養學生科學精

神和創新能力。澳門科技大學中醫藥學院秉持

“擔責社會”的使命，培養富有家國情懷的優

秀中醫藥人才。邀請國內外中醫藥知名專家來

澳講學，為本院學生及特區中醫藥從業人員持

續教育提供機會。舉辦形式多樣的中醫藥培訓

或高層次學術交流等活動，為中醫藥事業發展

做出貢獻。

4.	問題與展望

	 中醫藥教育在澳門儘管有四百餘年的歷史，

但正規教育起步晚。地域狹小、以及多元文化

衝擊等都不可避免的對持續拓展中醫藥教育、

科研、和產業發展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以謙

卑的姿態，積極學習其他國際和地區高等教育

優秀經驗和成果，充分利用“一國兩制”的體

制優勢，加強區域合作，突破自身發展瓶頸，

努力在狹小的澳門打造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優質

中醫藥高等教育和卓越研究平台有賴於澳門全

體中醫藥人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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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MIA 監護香港中醫藥發展
梁秉中

藥用植物應用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	( 香港中文大學 )	主任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中藥研究所								臨床研究中心總監

	 MCMIA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創會二十
年，一直與香港的中醫藥發展同步。我們關心
中醫藥發展的一直跟著它走。
	
	 MCMIA	十五周年會慶時，收集了有關人士：
學者、名醫、藥劑專家等，給香港中醫藥發展
作出了精湛的檢討、期望和批評。重温眾人的
真知灼見，給今天的實況，稍作比較，可見感
慨或歡慰，孰多孰寡？
	 當年請來國內和國外的中醫藥領軍人物，對
香港中醫藥發展非常清楚，提出的分析和指示
極具權威性。中國中醫學院院長張伯禮院士指
出「中醫現代化即西化傳統理論和方法要肯定，
再引進現代化技術，解釋內涵」	他舉出了脈象
和舌診，都可以納入儀器鑑定。上海中醫藥大
學徐宏喜院長細說內地發展迅速，香港傳統的
優勢不多，必須多思考合作：特別在企業、市
場擴展方面。David	Eisenberg	是美國有限中醫
藥專家的頂尖人物。他語重深長的忠告，包括
多依靠基礎科學研究去實證中藥療效，建立中
西醫同治的臨床中心，特別針對當前全人類關
注的疾病根源：肥胖、糖尿等，可選定為服務
對象。
	
	 香港方面的校長、院長、教授、名醫等，特
別針對本港需要，教育、產業等，提出了體會、
經驗、分析和憧憬。香港回歸後，不斷推動中
醫藥發展的多位前輩，深感香港中西醫協作，
因為編制和法例不容許，沒有像內地中醫院鼓
勵兩個不同系統融合的自由和熱誠，建議成立
「中西醫結合循證醫學模式」：既要硬件的建
立，如	「中醫專科卓越醫療中心」，同時，系
統地推動該模式的實現，以病患者利益為本，
從服務到發展照顧中西醫需要的新方向。其中
一個意義重大的建議，要算成立	「中醫藥專科
學院」，帶動學術研究發展。
	
	 本港中醫藥學院的院長教授，囿於資源缺
乏、重視不足，仍順利訓練出可觀數目的現代
中醫。可是，面對培訓實習仍必須北上求助，
畢業生待遇仍相對卑微，之後缺乏專科進修機
會等，充滿遺憾。因此，中醫教學條件的提升
乃急不容緩，專科的開展更不能繼續拖延。
	 五年後的今天，我們的中醫勤懇服務，惠及
廣大男女老幼，但使用現代科技增添診治能力

的中醫，還是有限的。中醫藥源自中國，與內
地交流互動應該蓬勃。細看多年實況，確有增
強的必要。特別在產業方面，試想如果中港合
作，條件多好。外國人看中醫藥，必然從一個
實用的角度，選擇強烈需要平衡和諧、不缺少、
不過份的病理領域：如糖尿、肥胖、代謝綜合
症等，去找尋比較西醫西藥合理的處理辦法。
我們應有能力，迎合這實用主義的需要。

	 至於中西醫合作：互相尊重無可置疑是大大
增加了。合作呢？仍不明顯。中醫的專科化，
正如西醫發展的歷史，是必經之路。專科化需
要法例支持，系統機制的建立，和支援性的硬
件配備。二十年來，看不見足以樂觀的發展。
中醫學生的培訓，缺乏正常的實習條件，等候
多年，終於出現了建立「中醫院」計劃的落實。
大家期望「中醫院」能解決所有需要！

	 2008 年，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委託我們
進行一個全面調研：了解香港中醫藥發展的條
件，能否促成一個中醫藥國際平台。調研花費
了六個月，訪問了本港、內地、周圍國家地區	
( 美、日、星、台等 )	50 多位專家，組織了 14
個工作坊，六個研討會和一個總結會，撰寫了
250 多頁的報告。我們從教育、研究、服務和
產業四個角度，收集意見，分析之後作出建議。

1( 註 )

建議的內容包括：
(1)	 政府制定發展大方向和政策，並利用傳統醫	
	 學作為促進經濟發展的一環。
(2)	 教育方面：建立正規的學生培訓規劃和硬		
	 件，終止全依賴內地直接支援。
(3)	 服務方面：給中醫最擅長治理的衛生健康領	
	 域肯定和定位，實行專科化、鼓勵西醫交流	
	 合作。
(4)	 中醫藥研究方面：爭取增加資源，鼓勵與內	
	 地合作研發創新醫藥。香港的實力在特殊醫	
	 藥用途的補充品。
(5)	 傳統中藥企業需要支持，傳統	「品牌」	需	
	 要創意提升，與科研單位協作。
	 十多年過去了。重溫 MCMIA 二十年功業的
當兒，免不了重看「調研報告」。一些建議，
竟與眾專家、名士、能人看齊。儘管二十年的
得與失以後者居多，努力是不能鬆懈的。畢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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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醫學的文化力量大，香港作為外圍區域，
積極推動中醫藥已定位為擅長領域的發展，從
補充醫學需要出發，科研帶動成果，新面目必
將出現。

( 註 )：
發展香港成為國際傳統中醫藥平台	-	廣泛調查研究
Developing	Hong	Kong	into	a	Chinese	Medicine	International	
Platform	-	A	Careful	Study
Publisher: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有意參閱者，可電	2252	8868:	尚有少量可供 )

《本草綱目》——李時珍留給後代的實用寶典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趙中振教授

引言：

	 提到《本草綱目》，大家都很熟悉，可謂
家喻戶曉。2011 年，《本草綱目》與《黃帝內
經》一起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了世界記憶
名錄，這也是到目前為止被列入其中的、僅有
的兩部來自中國的醫藥著作。

	 《本草綱目》自明末問世以來，先後出現有
160 多個版本，中文版之外，還有各種外文版，
翻印者更是不計其數。然而，這樣一部偉大的
著作，真正系統地讀過的人，恐怕還不是太多。
為什麼呢？因為《本草綱目》的部頭太大了，
52 卷約 190 萬字，又是四五百年前的書，往往
會讓人望而卻步。

一、《本草綱目》講了什麼？

	 不少朋友說，開始讀《本草綱目》時候，難
以理清頭緒。40 年前，當我剛接觸這部本草巨
著時也有過同樣的困惑。看一本書，首先要分
析它的題目，然後再看目錄，這樣更容易入門。

	 《本草綱目》的書名，是由兩個關鍵片語組
成的，一個是“本草”，說的是本書的專業歸屬；
第二個是“綱目”，說的是本書特點，綱舉目
張。“綱”是漁網的總繩，“目”就是一個一
個的網眼。“綱舉目張”這個詞，引申為抓住
事物的關鍵部分、其它問題迎刃而解了。“綱
目”正是李時珍獨創的藥物科學分類體系。

	 從《神農本草經》開始，到《本草綱目》之
前，歷代本草採用的是以人為本的分類方法，
關注的是藥物作用於人體後產生的反應，按照
上中下三品分類，即上品無毒、中品小毒、下
品大毒。

	 這樣的分類方法也逐漸反映出了一些問題，
例如連動物、植物、礦物都混編在一起；同一
種植物，被分開成了兩個條目；還有將不同的
中藥合二為一放在了一起；還有的藥物被張冠
李戴用錯了名字。

	 李時珍對此進行了開創性的改革，一反千年
來，以藥性分類為原則的做法，改為按自然屬
性進行分類，令人耳目一新。

二、《本草綱目》分類新在何處呢？	

	 《本草綱目》52 卷，把藥物大致分為礦物、
植物、動物，以 16 部為綱：水火土金石；草木
果菜穀；服器蟲鱗介；禽獸與人部。

	 第一句：水火土金石
火中的火部，是李時珍第一次增加的；土金石：
對應的是現在的礦物類藥物。

	 第二句：草木果菜穀
這是《本草綱目》的核心，占的篇幅最大。從
12 卷到 37 卷，一共 26 卷，占了《本草綱目》
的二分之一。

	 先來看草部，下面還又分了十類。

	 比如山草類：主要是野生品種，生長在山區，
多數為《神農本草經》開始就收載的常用中藥。
一個個似開國元勳一樣，是久經沙場的精兵強
將，比如人參、甘草、黃芪、黃連等。

	 芳草類：指的是芳香類草本，很多都是目前
國際上最為流行的芳香油的主要原料，除了有
藥用價值的草本外，其中還有很多是作為觀賞
的花卉，還包括有我們每天廚房中離不開的辛
香料，如當歸、芍藥、薄荷等。

	 隰草類：雨露滋潤禾苗壯，這類植物，多在
平原生長，不少亦可在大田栽培，如菊花、艾
葉、青蒿等。

	 毒草類：聽起來可能讓人不寒而慄，但中醫
理論說以毒攻毒，這些草藥都是一員一員的猛
將，可讓疾病退避三舍，如附子、大黃、天南
星等。

	 說到木部：這裡有我們熟悉的棟樑之才松和
柏，也有香木中的沉香、檀香、降香。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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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皮杜仲、厚朴、黃柏；還有使用樹脂的、乳香、
沒藥、龍腦冰片、藤黃、大漆。包括一些顏料
與染料。有個詞叫寓木，有些樹木可以為人們
提供居所提建築材料，也能為其它植物提供生
存場地時，所以叫寓木。這些樹上可以長出桑
寄生、槲寄生等的植物，還有松根部附著生長
出茯苓等。

	 穀部、菜部、果部：都是我們的主食與副食。
例如米口袋裡的五穀雜糧；廚房中的蔥薑蒜、
醬油醋；中國人發明的豆腐；菜籃子裡面的白
菜、蘿蔔；大果盤中的瓜果梨桃、乾果與鮮果。
這一類，也是我們的祖先，從千百年的實踐中，
從上千種的植物當中，篩選出來的，美味的、
無毒的、人體又不可或缺的植物，這一部分，
有的是中國原產的，也有外來引種的。

	 第三句：服器蟲鱗介
說到服器部，李時珍曾記載：蒸病人衣衫，可
以預防傳染病。其實，這就是一種濕熱滅菌的
方法。從這一部分裡，我們可以瞭解到明代當
時的科技水準、工藝水準，其中提到了綾羅綢
緞與健康的關係，透過一張紙、一個符咒，就
能瞭解當時人們的一種思維方式。
蟲類動物用藥：大有潛力，這裡有蜜蜂，有蟲
癭五倍子，有蟾蜍，有蛤蚧，有地龍（蚯蚓），
還有人們日常生活中最厭煩的蟑螂——蜚蠊。
海洋藥物更是大有可為，不但有名貴的珍珠，
還有轉廢為寶的牡蠣，即生蠔的外殼。

	 第四句：禽獸與人部
古人定義兩個腿的、會飛的是禽鳥，四個腿，
地上跑的是野獸。動物藥中，有動物的全體，
如烏骨雞；動物的甲殼，如龜板、鱉甲；也有
動物的病理產物，如牛黃。人們都說牛黃是牛
的結石、馬寶是馬的結石，那麼象膽呢？是大
象的結石嗎？我們熟悉的阿膠究竟是用的驢皮
還是牛皮，如何用好，如何熬成的？

	 這些都可以在《本草綱目》中找到答案。
說到人部：髮為血之餘，人的頭髮炒炭可以止
血，這就是血餘炭。秋石，人中白，是我國宋
代從人尿當中提取出的相當純淨的性激素。這
一成果，被載入世界科技史冊。李時珍在秋石
的附錄中，特別記錄了用皂角汁液來沉澱甾體
化合物的“陽煉法”。《本草綱目》還提到了
西方一度流行的木乃伊？木乃伊也能入藥嗎？
《本草綱目》都能告訴您。

	 總體上，《本草綱目》的排列次序，反映了
從無機物到有機物，從低等生物到高等生物的

進化規律。按照“從賤至貴，終之以人”	的順
序。掌握了這個規律，再來看《本草綱目》，
綱中有目，目中有綱。那真是：博而不繁，詳
而有要。《本草綱目》是世界科學史上的巨著，
李時珍所建立的自然分類系統，開創了前後李
時珍時代。

	 達爾文，當年就關注到《本草綱目》，稱其
為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因為在探討大自然分
類方面，他與李時珍做的是一個大課題。達爾
文曾航海五年環遊世界做野外考察，曆時二十
多年潛心研究，勤於思索，終於在 1859 年發表
了他的代表作《物種起源》，探討的就是生物
之間的進化與親緣關係。

	 對於大自然演化與相互親緣規律的探討，工
作還遠遠沒有完結。隨著現代科學與技術的飛
速發展，相信未來的植物分類學將會更為合理。

三、讓我們一塊兒來讀《本草綱目》

明代大文豪王世貞曾在《本草綱目》的序言中
稱讚說：“豈僅以醫書覯哉！實性理之精微，
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籙，臣民之重寶也。”
《本草綱目》的內容涉及到了中國人的一天、
中國人的一年、中國人的一生。

	 談到了世界上誰都會遇到的生、老、病、死
的問題。閱讀《本草綱目》，就是讓我們一起
來看看李時珍給子孫後代留下了什麼寶貝，看
他老人家教您：怎麼吃得好，怎麼睡得香，同
時更重要的是幫助您培養好的生活習慣。

	 《本草綱目》是科學的史詩，是實用的寶典，
李時珍建立了自己的分類系統，收載了 1892 種
藥，其中有 374 種是他新收錄的。在很多藥物
的“發明”項下闡述了自己的真知灼見。還有
一些條目是以問句作為結語的，也就是說，李
時珍也留下了很多的未解之謎，留待後人去探
索、發現，這也正是本書的魅力所在。

	 特別需要說明一點，限於當時人們的認識水
準與歷史的局限性，《本草綱目》並不是完美
無缺的。但如果還原到那個時代，我們客觀地、
歷史地看，這在當年就是可以理解。我們今天
學習紀念李時珍，不會、也不應當停留在 500
年前。我們應當以更加寬闊的視野、博大的胸
懷，汲取《本草綱目》的精華，剔除其中不合
理的糟粕成分。

	 岐黃有術、本草無疆，《本草綱目》是李時
珍留給後代的實用寶典，它將帶領我們一起走
進中醫藥王國，共同探尋中醫藥的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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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防治 2019 冠狀病毒性疾病（COVID-19）中的

作用和在香港的應用及思考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署理院長	馮奕斌博士

	 2020 年 MCMIA 成 立 20 週 年 了， 每 年

舉辦各種活動，豐富多彩，尤以一年一度的

ICMCM 為其盛典，更可以說是與貿易發展局

和本港六所大學十幾年經營的一個國際會議與

健康產品展銷的品牌。每年的會議都有一個主

題，反映了最新的時代脈搏。由於 2019 冠狀病

毒性疾病（COVID-19），今年大會主題中醫藥

防治傳染病，相信八月大會召開時，又將是一

個盛會。2019 冠狀病毒性疾病（COVID-19）

是由 SARS-CoV-2 引起的具有傳染性的急性呼

吸道綜合症，2020 年初於中國武漢，受到中國

政府關注，較早期被世界衛生組織 (WHO) 列

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2020 年

3 月 11 日，WHO 進一步將 2019 冠狀病毒疫情

定性為全球大流行 (Global	Pandemic)，迄今報

告了超過 200 多個國家地區（包括中國內地、

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450 多萬例確

診病例，包括 31 多萬死亡病例（WHO 網頁，

18/05/2020）。目前，2019 冠狀病毒性疾病形

成全球大流行，似乎已經到頂，但可能出現第

二波、第三波，並形成新常態，成為流感一樣

的常見流行性傳染病，加上可能出現的新發傳

染病，全球醫療系統難負重荷。中醫藥在新發

傳染病可以有何貢獻？這次冠狀病毒性疾病，

中醫藥在中國內地已經廣泛全程使用，成為抗

擊新型冠狀病毒性疾病的重要方法之一，中國

成為最早發現和最早控制 2019 冠狀病毒性疾病

的國家，中醫藥在香港作為合法的醫療體系之

一，可以有何作為？歷史上中醫藥經歷了大小

三百多次各種瘟疫，現代也應用於各種傳染病，

諸如乙型腦炎、流行性腦炎、SARS 和流行性

感冒，積累了豐富的防治經驗和理論學說，明

確中醫藥在 2019 冠狀病毒性疾病和其他新發傳

染病的防治中的作用和意義，有助香港政府和

醫療界探討中醫藥在減輕醫療負擔和防治各種

新發傳染病中的角色，並思考未來面對各種新發

傳染病和流行性疾病時，中醫藥如何發揮作用。

中國內地的經驗值得借鑒

	 2019 冠狀病毒性疾病作為新發疾病，尚未

出現針對該病毒感染的特效藥物，中西醫都面

臨挑戰，西醫治療主要以抗病毒、對症和支持

治療為主，中醫認為該病屬於疫症，地區不同

而有“濕熱疫”和“寒濕疫”的不同，病機乃

“濕、熱、瘀、毒、虛”，治療強調驅邪扶正，

分三期辨證論治，並有通治之方“清肺排毒

湯”。中國政府十分重視西醫、中醫和中西醫

結合在新冠肺炎防治中的作用，提倡中醫藥治

療要早期介入，全程介入，迄今，中國發佈了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一至七版，

自第三版起，包含了中醫藥具體防治方案，中

西醫結合治療成為國內的主要治療方式。中醫

藥的效果如何？在數次的中國國務院新聞辦

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救治進展情況舉行發佈會

上，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有關專家的回答可以說

是對中醫藥療效的一個總結。回答有三個要點：

首先，中醫藥防治瘟疫有著獨特的理論和實踐，

是一種有效的治療方法，中國特有的方案，其

次，大量病人治癒出院的事實充分證明，中西

醫結合效果顯著，全國中醫藥參與救治確診病

例占比 92.41% 以上，河南、甘肅、廣東、浙

江、上海等省市堅持中西醫結合治療，取得良

好效果，總有效率 90% 以上。最後，中醫藥全

程參與，使救治關口前移，有效防止了輕症向

重症轉化，評價中醫在新冠肺炎治療中是否有

效，抓住兩個核心指標，一是病人痊癒的時間

是否縮短。新冠肺炎屬於自限性疾病，一般 10

天左右就會痊癒，但是通過中藥干預，可以縮

短至 5、6 天痊癒；二是把病程截斷，避免輕症

轉為重症。由國家中醫醫療隊全面接管的武漢

江夏方艙醫院中近 567 名輕症和普通型新冠肺

炎患者，重症轉化率為 0，另一方艙醫院收治

330 例，無中藥治療，32 例轉重症，西醫治療

重症轉化率為 3.7%。在重型和危重型患者的治

療中，中醫藥也發揮了很好的作用，特別是在

退高熱、促進滲出吸收、提高氧合水準、降低

肺纖維化等方面；中西醫相互配合、相互協作，

有效降低了病亡率。迄今，世界衛生組織網頁，

沒有推薦的任何特效藥，但原來建議不要使用

傳統醫藥一項已經撤除，既然尚無特效藥和疫

苗，那麼，可能有效的療法應該嘗試。這次，

中國內地中醫應用於新冠肺炎，中西醫結合治

療成為重要的治療方法之一，雖然沒有嚴格的

隨機雙盲臨床試驗（RCT，也不可能實施），

但也有不少各類的臨床研究報到，包括中西醫

結合治療組和西醫組的比較研究，總的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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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醫結合與單純使用中藥和西藥相比，能較

快地改善發熱、咳嗽、乏力等症狀，縮短住院

天數，提高核酸轉陰率，有效減少輕型和普通

型向重型、重型向危重型的發展，提高治癒率、

減少病亡率。

香港中醫藥如何介入

	 本次 2019 冠狀病毒性疾病疫情的爆發，香

港為疫區之一。2019 冠狀病毒性疾病在港治

療，目前臨床治療還沒有中醫藥介入，但醫院

管理局中醫藥部，註冊中醫學會及三家大學中

醫藥學院也都成立了應對小組，積極參考國家

和各地預防及診療方案，因地制宜提出適用於

香港的中醫預防、治療和康復方案。新冠肺炎

是新發傳染病，病人入院需要隔離，沒有中醫

院就沒有陣地，香港 SARS 時，醫院管理局曾

邀請中醫參與診治，這次疫情如果被邀請，相

信香港中醫界應該能夠提供香港的中醫防治方

案和相關的診療服務包括遙距視像會診，因為

香港政府規管和發展中醫藥已超過 20 年，本港

三家大學的中醫藥學院長期從事中醫藥的基礎

和臨床研究，香港中醫藥界又十分關注國內外

中醫藥防治新型冠狀病毒性疾病的進展，而且

與國內外中醫藥界有廣泛聯繫。2020 年 3 月中

旬以來，通過網上訪談或講座直播，張伯禮院

士、黃璐琦院士和仝小林院士利用第一手中醫

抗擊新冠肺炎的資料，在線報告了中醫藥治療

新冠狀肺炎經驗、療效與心得，非常實用。香

港政府已經立定目標 2024 年建成中醫院，建議

政府考慮中醫急症和傳染病科，否則，面對各

種疫情，中醫還是沒有臨床基地。目前香港的

醫療體系下，中醫藥在新型冠狀病毒性疾病的

預防和康復方面，可以發揮積極的作用，香港

政府也通過中醫藥發展基金，對新型冠狀病毒

性疾病中醫的預防和康復給以基金支持。基於

全國各地的經驗和香港的地域、氣候及體質特

點，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新型冠狀病毒性疾病

應對小組從“未病先防”、“既病防變”以及

“癒後防復”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和方

案	( 見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網頁 )。截止至 2020

年 5 月 18 日，香港超過 1056 確診病例，包括

4 例死亡（香港衛生署網頁，18/05/2020），死

亡率可以說全球最低（0.38%），迄今雖然沒有

中醫藥加入治療，我們假設中醫藥在改善體質，

增加抗病能力方面可能發揮了作用，我們申請

了政府中醫藥發展基金，擬開展這方面的研究。

眾所周知，煲湯、喝涼茶及各種藥膳食療是香

港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而香港已經連續 4

年成為全球最長壽的地區，其中可能的貢獻之

一，是中醫藥和飲食文化。這次雖然沒有直接

針對 2019 冠狀病毒性疾病的中藥預防，但中醫

藥在改善體質，增加抗病能力方面可能發揮了

作用。中醫康復治療方面，香港醫院管理局中

醫部聯合三家中醫藥學院，正在開展一項臨床

試驗。

中醫理論、臨床證據和科學證據

	 中醫兩千年來，對各種疫症形成了一整套理

論和診療防治措施。COVID-19 為一種新發的

傳染病，中醫古籍沒有相關記載，但對傳染病

的共性，中醫經典《黃帝內經》有描述：“五

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

清代吳鞠通《溫病條辨》曰：“溫疫者，厲氣

流行，多兼穢濁，家家如是，若役使然也。”

至今，中醫對於這一類的外感病的認識，仍然

還是以“戾氣”為主。中醫界公認本次新型肺

炎屬於中醫“疫病”，對於病因病機上，	則有

“	濕熱疫”和“寒濕疫”的不同，與區域氣候

不同有關。總的來說，COVID-19 病情纏綿，

病程中可伴有兼寒、兼熱的特點，並遷延不癒，

皆為濕邪致病的特點，又為疫病，病情變化多

端，傳變迅速，易熱化，具有毒邪致病的特點，

各方對本疾病的認識雖有不同，但共同點是多

認為此次疫情以“濕、毒”為主要特點。對於

COVID-19 的發病機制，《黃帝內經》雲：“正

氣存內，邪不可干”，“邪之所湊，其氣必虛”，

人體正氣不足，感染病毒，疫毒入侵而發。治

療上，中國內地國家六版診療方案有了通治的

專病專方，清肺排毒湯，適用於新冠肺炎輕型、

普通型及重型，甚至危重型也可以結合患者實

際情況合理應用的，同時辨證分型更加完善，

根據疾病的發展情況（預防期、觀察期、臨床

治療初期、臨床治療中期、重症期、恢復期），

總結為臨床觀察期多為時邪犯表證，治以解表

為主，加以祛濕健脾；臨床治療初期（輕症），

多為寒濕鬱肺證，當以宣肺化濁作為主要方向，

化濕解毒，宣肺透邪；臨床治療中期，濕毒入

裡化熱，濕熱疫毒蘊肺，鬱閉肺衛，當以宣肺

解毒，利濕化濁。對於重症期患者，多表現為

內閉外脫證，應中西醫結合，開閉固脫，解毒

救逆。恢復期多見肺脾兩虛，氣陰兩傷，治以

健脾補肺，益氣養陰。目前中醫藥在 2019 冠狀

病毒疾病的防治各種實踐中，取得了豐富的臨

床經驗，顯示較好的療效，並據此開展了一些

臨床研究和科學實驗。但由於目前病例資料有

限，大多基於一般臨床觀察，偏倚風險高，缺

乏高級別循證醫學證據，疫症當前，情況緊急，

除了嚴格的臨床試驗以外，需要同時開展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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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世界研究，收集資料，嚴格的統計學和大

資料分析，研發出更具針對性和有效的方案和

中西藥物，在未來的疫情防治中發揮更大的作

用。我們已經對中國內地使用中醫方案的複方

的臨床研究和科學研究的資料和證據進行了總

結，歸納本病的中西醫診斷和治療的演變，分

析中醫病因病機及其診療的多樣性，以及臨床

研究和藥物研究方面的進展。基於目前尚無抗

病毒特效藥和疫苗的情況下，中醫藥在 2019 冠

狀病毒性疾病中的作用和意義體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靈活性、個體化的治療 : 整體觀念、辯

證論治，三因制宜體現了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針對病人個體的具體的方藥，如各省市的方案

和國家診療版本三版以後的分期論治 , 甚至做

到一人一方；第二、治療的穩定性：意識到本

病為一種疫病，病狀相似，開發了專病專方專

藥，如“三藥三方”（金花清感顆粒、連花清

瘟膠囊、血必淨注射液、清肺排毒湯、化濕敗

毒方、宣肺敗毒方）；第三、中西醫結合治療

優勢互補，尚未知中藥對於冠狀病毒是否有抑

制性，但在對改善患者症狀和全身狀況方面具

有很好的療效。全面系統的臨床證據和科學證

據，是評介中醫藥是否有效的試金石，疫情仍

在高峰持續之中，不同國家和地區，死亡率、

治癒率、康復率與疾病的分期、年齡、性別、

種族、是否有其他疾病，是否使用中醫藥，都

將會有大量的數據和研究出現，供我們進行詳

盡的比較和分析。

推動中醫藥走向國際

	 香港融匯中西，是中醫藥國際化的橋樑，

也是 MCMIA 和 ICMCM 長期的目標。特區

政府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大灣區等國家發展戰

略，香港必將發揮更有特色和更重要的作用，

過去 100 多年，西學東漸，未來 100 年，將是

東學西進，東西方文明共存，中醫藥融入國際

社會前提是東西方文化的包容性和東西方科學

的不斷進步。如何推動中醫藥的國際化？以下

是三個建議：一是加強中醫藥的研究，為中醫

藥提供科學和臨床證據，這是世界接受中醫藥

的唯一依據，同時利用中醫藥救治重大疾病的

成果讓世界欣賞中醫藥，如 COVID-19 的“三

藥三方”和青蒿素治療瘧疾，而且未來各種新

發傳染病將是世界各國的重大公共衛生和社會

問題，面對新問題，中西醫都認為綜合治療十

分重要，就 COVID-19 而言，針對病因的單一

抗病毒藥尚未出現，但本病的臨床特徵和病理

過程正日漸明了，所以如果能夠明確中醫藥針

對病毒，針對炎症、細胞因子風暴和針對靶器

官（肺、心血管、腎、腸等）及其受體血管緊

張素轉化酶 2（AEC2）的效果和作用機制，

那麼中醫藥被世界認可就毋庸置疑；二是創新

符合中醫藥複雜體系和療效評價體系，中醫藥

是複雜科學體系，所謂“多成分，多靶點“，

用傳統的科學研究方法和臨床評價有一定的局

限性，系統生物學、各種組學技術 , 網絡藥理

學以及真實世界證據（Real	World	Evidence,	

RWE）等多維、大數據評價方法將更適宜中醫

藥複雜體系的研究和療效的評價；三是推廣中

醫藥文化的同時，也要接納符合各國的普世價

值，此次疫情與捕食野生動物有關，而在中醫

治療指南裡推薦的一些複方“痰熱清”，“蘇

合香丸”、“醒腦靜注射液”等包含有動物藥，

諸如熊膽、麝香等，均屬於瀕危動物一類、二

類，並涉及到動物保護倫理等問題，有一些國

際媒體已經提出異議，值得政府和中醫藥界關

注 ,	畢竟中國政府的新聞發布會，分享治療新

冠肺炎的“中國經驗”、“中國方案”，目的

是讓更多國家瞭解中醫藥、理解中醫藥，使用

中醫藥，如果能夠在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護瀕

危動物方面避免異議，將更有利於推廣中醫藥

的國際化，事實上中國政府和全球中醫藥界都

在致力於各種瀕危動植物的替代品和人工製成

品的研究，有些已經在實用階段，如人工麝

香、人工牛黃等，逐漸棄用瀕危動植物中藥是

完全可以做到的。中國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都

已經加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 英 語：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縮寫：CITES），好的趨勢是中國政府

已經將一些屬於瀕危的動植物中藥不再收入不

斷更新的《中國藥典》，如《中國藥典》2020

年版編制大綱表明野生瀕危動植物、化石類、

人類胎盤類、動物糞便類等中藥將不再收入藥

典，同時以此為原料的中成藥也不再收入藥典。

看來，中國對 COVID-19 的“三藥三方”已經

考慮到了以上因素，首先這些方藥已經在其他

疾病中應用，也做過大量基礎研究和臨床研究，

有相當的科學和臨床證據，屬於老藥老方新用；

其次，應用到 COVID-19 臨床治療時，也同時

開展了臨床研究，並得到臨床證據；最後，這

些方藥都符合普世價值，並不包含瀕危的動植

物，COVID-19 遠沒有結束，其他新發傳染病

還會出現，對世界來說中醫藥將是重要的臨床

和科研資源，如果我們加強研究，推廣到全世

界只是時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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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醫藥循證醫學中心
黃譚智媛

香港大學醫學院榮譽教授

一、中國中醫藥循證醫學中心

	 中國中醫科學院院長黃璐琦院士於 2019 年

3 月 22 日撰文道：「中國中醫藥循證醫學中心」

的建立，應遵循以下五個「堅持」：1.機制創新；

2.協調發展；3.綠色發展理念；4.開放包容；5.服

務共享和成果共享。

	 2019年，中國中醫科學院成立中國中醫藥循

證醫學中心 (China	Center	for	Evidence	Bas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CEBTCM)，

以中醫藥的療效和安全性為核心，實現中醫藥

評價方法標準 ､ 數據采集 ､ 分析挖掘 ､ 證據

合成及數據庫建設。

	 CCEBTCM 定位為世界級醫學學術機構 , 致

力於集中優勢學術資源。重視科學原理 , 合力

對外發聲 , 謀求全球共識 , 擴大中醫藥國際學術

影響力 , 維護並加强我國對中醫藥循證評價方

法與標準的科學研究主導地位。

1. 循證的發展概况

	 為揭示療效機制 , 對證候與複方兩個複雜巨

系統的關聯性研究需做到多基因組學協同研究 ,

力圖闡釋結構 ､ 功能 ､ 信息 ､ 能量 ､ 應力

的機理。

	 從2002年起,北京､上海､天津､成都､

廣州 ､ 江西 ､ 河南等地建立了研究中心；培

養了一批藥學與方法學的人才；從中醫藥與循

證醫學方法結合的經典實踐案例入手，深化理

論基礎與探索方向，編寫了兩部高等院校教材。

	 2017 年，國際臨床試驗注冊的中醫藥臨

床研究已達 755 項，高質量成果陸續發表

于 JAMA､Ann	Intern	Med､JACC､JAMA	

Intern	Med 等。複方臨床隨機對照試驗報告理

法方藥 ､ 證候等中醫原創概念有了國際認可的

標準。

2. 建設 CCEBTCM 的工作

	 為中醫藥提供合理的有效性 ､ 安全性證據

為工作支持點，以循證研究為基礎,推動證據､

方法 ､ 標準 ､ 數據基礎的形成工作 ; 搭建研

究網絡 ; 建立合作機制 , 形成信息渠道 ; 全面推

動實效導向的中醫藥循證研究。

•	共識性方法與標準

•	尊重中醫學理論特徵的證據轉化

•	基礎數據的規範收集與共享

•	人才資源 ､ 平臺優化配置

•	中西理論交融結合的文化與哲學基礎研究

•	中醫藥療效評價的信息發布機制

	 把握中醫藥療效與安全性研究的主動權 ､

話語權和國際地位 , 引領中醫藥臨床療效研究

方法 , 全面起底中醫藥研究數據 , 切實保障中醫

藥實現繼承發展 ､ 服務大衆 ､ 走向世界的宏

偉藍圖。

3. 突破性發展之路

	 世界循證醫學各類方法 ､ 標準均由有權威

公認學術實力或影響力的國家發起機構或國際

組織進行維護，包括國際人用藥品注冊技術協

調 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zation	

,ICH)；考科藍（Cochrane）協作網，系統評

價及預註冊方法；英國國家健康研究所下的

PROSPERO 平台；臨床實踐指南根據國際證

據等級建議強度評比系統 GRADE(The	Grading	

of	Recommendations	Assessment,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牛津大學下的提高衛生研

究質量和透明度 (Enhancing	the	Quality	and	

Transparency	of	Health	Research	,EQUATOR)

協 作 網 及 其「The	EQUATOR	Network」 網

站；英國利物浦大學 COMET 工作組 (Core	

Outcome	Measures	in	Effectiveness	Trials) 的

核心指標收集方法。各機構組織建成高質量證

據 ､ 設計信息或原始數據的數據庫。

	 當務之急是要整合當前中醫藥領域取得的

循證研究成果和各方資源，以療效和中醫藥自

身特徵為出發點 , 積極掌握中醫藥循證評價方

法 ､ 標準和數據研究的主導權 , 謀求中醫藥發

展的合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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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病證結合模型、重大疾病療效

1. 中成藥治重大疾病

	 2019 年 3 月 24 日，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中

醫藥現代化研究」項目「十種中成藥大品種和

經典名方上市後治療重大疾病的循證評價及其

效應機制的示範研究」啓動會在北京舉行。項

目的內容框架包括示範研究、研究指南、方法

技術體系三大板塊。涵蓋心血管疾病、腦血管

疾病、腫瘤及證候、感染性疾病四大領域。10

種中成藥包括 3 個中醫經典名方、7 個中成藥

大品種，總體設計是 7 縱 3 橫布局，涉及 10 個

課題。項目的研究目標是產生高質量循證證據，

形成中成藥分級分類的評價範式，定位學術引

領、制定指南，為政府、醫生和企業的决策提

供依據。

2. 中藥功效與藥效

	 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基礎醫學研究所研

究員劉建勛、任鈞國在 2019 年 3 月 21 日撰文，

討論如何把中藥功效（功能）與化藥或生化藥

的藥效（藥理作用）接軌。

	 中藥功效包括：對證功效、對症功效、對病

功效。功效，又稱功能，是中醫藥理論指導下

的中藥治療作用的高度概括與總結，是中醫應

用中藥辨證論治的主要理論依據之一。金元以

後，諸多醫家開始注意從中藥的主治中提煉功

效，至明朝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出現了「功

效主治」的記錄模式。直至明末清初的《藥品

化義》和《本草備要》，才將功效分列，並以

功效闡釋中藥治療病證的機理，直至當今《中

國藥典》。

	 中藥藥效是指某一藥物在用藥後對機體產生

一定强度的藥理效應（作用）。藥效的層次可

分為整體藥效、組織器官藥效、細胞藥效與分

子藥效等幾個層次。藥效的產生涉及藥物的作

用機制：1. 理化反應；2. 參與或干擾細胞代謝；

3. 影響生理物質轉運；4. 對酶的影響；5. 作用

于細胞膜的離子通道；6. 影響核酸代謝；7. 影

響免疫機制；8. 非特異性作用。

3. 複方病證結合

	 中藥複方功效的現代研究是運用現代科學技

術的方法，尤其是中藥藥理的研究方法，揭示

中藥複方功效與藥效之間的關係。由於複方功

效的多效性、複雜性，雖然現代研究取得了很

大進展，但是科學內涵尚未完全揭示。

	 基於病、證結合，研究與評價的新思路，從

中醫臨床出發，將中醫證候的診斷標準、療效

評價技術與方法用於開展中藥複方整體、細胞、

分子等多層次的藥效學評價；結合中藥化學、

中藥藥代動力學、生物信息學等現代科學技術

與方法，開展中藥複方功效的物質基礎研究；

闡釋發揮功效的機制及物質基礎。

4. 動物與細胞模型

	 在此思路指導下，研究員建立了擬臨床的病

證結合動物模型的方法，製備了與中醫臨床接

近的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結證、家兔動脉粥樣

硬化閉塞症痰瘀互結證、大鼠腦梗死絡脉瘀阻

證、大鼠氣虛血瘀證、大鼠氣滯血瘀證等等 5

種疾病、6 個證型、12 種動物模型，模擬整體，

在細胞水平上建立了氣虛血瘀證、氣滯血瘀證

等證候細胞模型，出版了專著《病證結合動物

模型擬臨床研究思路與方法》。

	 以病證結合模型為基礎，建立了中藥複方功

效的 3 種功效評價方法：1. 反映中醫四診的功

效；2. 以病理生理指標群為表徵；3. 以分子標

誌物群為表徵。構建了 83 種模型、220 項 SOP

的治療心腦血管病、神經退行性疾病、糖尿病

及並發症、腫瘤等疾病的中藥藥效學評價體系，

搭建了中藥藥效學評價平臺。對益氣活血、理

氣活血、祛瘀化痰、活血解毒等 8 個中藥複方

開展了藥效學評價，闡釋了功效的生物學基礎，

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促進了中

藥藥理學的傳承與創新。

三、國家傳承創新

	 2019 年 10 月 20 日，國務院發布的《關于

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意見》內六大目標

方向中的兩大目標：

1. 中藥質量提升

	 到 2022 年，建立道地藥材生產技術標準體

系、等級評價制度、飲片標準體系、炮製規範。

建立以臨床價值為導向的評估路徑，建立中藥安

全、療效評價方法和技術標準。到 2025 年實現

中藥重點品種來源可查、去向可追、責任可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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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研和創新

	 在中醫藥重點領域建設國家重點實驗室，國

家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和技

術創新中心。國家中醫藥科技研發專項、關鍵

技術裝備重大專項和國際大科學計劃，深化基

礎理論、診療規律、作用機理研究和詮釋，開

展防治重大、難治、罕見疾病和新發突發傳染

病等臨床研究，加快新藥創制研究。實施國際

合作專項，推動國際標準制定。

四、香港旗艦中醫院

	 2019年11月，「中醫醫院發展計劃辦事處」

發布了「中醫醫院臨床服務計劃」，其中在教

育培訓方面：「與三所大學不同機構的導師合

作，為其學士學位學生和研究生提供基礎以至

高級程度的臨床深造培訓，也會與本地及海外

的專業團體、機構和大學建立協作平台。」

	 在研究方面，「會帶領中醫藥研究和發展，

與相關的大學、專業機構及境內外中藥業界緊

密合作，在中醫和中西醫協作的範疇促進循證

醫學臨床研究。與三所伙伴大學之間就研究倫

理委員會所給予的批准作互認及提供研究數據

室。設立臨床研究中心，開發新的中成藥，訂

立新的臨床主治病證，以促進中成藥業在國際

的市場推廣。」

	 香港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是世界知名的科研

與臨床試驗基地，與科技大學、理工大學內各

科學、藥學及新科技研究所，兼有不少國家重

點實驗室及國內科研與產業合作夥伴，而香港

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擁有不少中醫藥研究中心

（包括癌症炎症研究中心、骨與關節疾病轉化

醫學研究所、中醫藥臨床研究中心、柏金遜症

研究中心、腎病中藥研究中心、中藥標準化研

究中心、整合生物信息醫學與轉化科學研究所、

精準醫學與創新藥物研究所、中醫藥表型組學

研究中心、疼痛聯合研究中心等），若能統籌

合作，組織「香港中醫藥循證醫學中心」，便

可助力落實上列質量與科研兩大目標的內容，

強勢促進國家與世界接軌。

「中醫藥研發中心」與「國際中藥貿易市場」
黃譚智媛

香港大學醫學院榮譽教授

一、國內領導發展

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於 2018 年 10 月 11 日在北

京舉辦六十週年大會，回顧了過往重大發展。全

國共有「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西醫結合重點專科

（專病）」建設單位 88 個、「國家中醫藥管理

局重點研究室」95 間，獲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1. 冠心病與「血瘀證」

	 2003 年，陳可冀院士的團隊以「冠心病血

瘀證診斷與療效評價標準」，得到國際認可。

其基礎研究從整體、細胞和基因蛋白表達分子

水平科學闡釋了活血化瘀治療冠心病的作用機

理。李連達院士建立了多种血瘀動物模型，證

明「血瘀證」主要是血液循環障礙（全身性、

局部性、特別是微循環障礙），並包含感染、

炎症、免疫、組織異常增生等。

2. 中藥配伍與毒性評價

	 2013年，高月教授從中藥配伍的經典理論、

臨床易發生不良反應的七類中藥入手，建立篩

選、分析、評價中藥安全性研究的關鍵技術和

方法，研究中藥毒性的物質基礎、代謝特徵、

配伍禁忌和毒性機制，實證中醫藥配伍理論，

研發創新藥物。

3. 系統工程與網絡藥理

	 2014 年，張伯禮院士領導中成藥二次開發

策略、方法和系列技術，建立了中成藥循證臨

床定位、基於整體觀的物質系統分析、網絡藥

理學評價、工藝品質調優和數字化全程質控等

核心技術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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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港五所大學創新

	 香港大學於2003年創辦「中藥全球化聯盟」

（CGCM）旨在通過世界的學術、企業和管理

機構的共同努力，促進中藥全球化和現代化。

「中醫藥研發中心」在香港的優勢是人才濟濟

及國際網絡，能夠有效率地把中醫藥產業化及

國際化。

1. 人才濟濟，中科院院士

	 港大蘇國輝院士，廣州暨南大學粵港澳

中 樞 神 經 再 生 研 究 院 院 長 , 中 國	《Ne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	雜志總編輯，美國發

明家學會院士，DABI	(Dana	Alliance	for	Brain	

Initiatives) 會員，共發表 430 多篇 SCI 論文 ;	

擁有專利	25	項，有關枸杞子研究 26 份文章。

現任中寧縣人民政府中寧枸杞產業首席專家。

	 科大葉玉如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

士，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中國自然科學十大

科學明星，評估中藥產品的功效，調查基本機

制，確定具有治療潛力的有效分子用於新藥開

發，發表 260 篇論文，擁有 44 項專利。

	 港大支志明院士，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獲

英國皇家化學學會百週年獎，發表論文 880 篇，

H 指數高達 97。他開發了一系列可應用於藥物

合成的催化劑，認為傳統中醫藥具生物活性的

天然化合物或可應用在癌症治療上。

2. 臨床研究被國際認同

	 港大勞力行教授，參與 20 餘項由美國國

立 衛 生 研 究 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提供研究經費的研究項目。發表 SCI	論

文 200 餘篇，包括在《美國骨關節炎及軟骨雜

誌》（中藥複方活絡效靈丹治療膝骨關節炎的

臨床研究）。

	 港大張樟進教授獲得美國斯坦利醫學研究基

金資助，論文發表在《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上，首次證明了加味逍遙散作為輔

助和單獨治療，在改善單相和雙相抑鬱症狀上

的臨床療效。另有論文被美國《內科醫學年鑒》

制定的非藥物治療抑鬱症指南所引用。發表

SCI 論文 110 篇，h-index 值為 30.5。

	 浸大呂愛平教授，明確了類風濕關節炎

（RA）中醫寒證和熱證的分子生物學基礎，構

建了第一張 RA 寒熱證候分子網絡圖，找到來

氟米特與川芎嗪組合的治療方案，開創了基于

疾病中醫證候分類的精准醫學研究。SCI 論文

近 200	篇，獲 PCT 和國家發明專利 60 餘項。

	 中大胡志遠教授與浸大卞兆祥教授團隊合

作，由美國 NIH 資助，研究中藥複方治療腸

易激綜合征，並獲得中國藥品與食品監督管理

局的新藥臨床試驗證書。浸大卞兆祥教授，

是 發 表 於《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的

《中藥複方臨床隨機對照試驗報告規範 2017：

CONSORT 聲明的擴展、說明與詳述》主要起

草者。

3. 重大疾病負擔之探討

	 中大梁秉中教授有 10 篇關於糖尿病脚潰瘍

主要是黃芪和生地臨床前的研究，在「六味地

黃丸」簡化複方非隨機對照臨床試驗中顯示可

避免潰瘍患者 80% 的截肢。

	 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會由傅德蔭（FTI）基

金會資助、黃譚智媛教授主持的糖尿病腎病研

究，開創（辨證論治）個體化治療，逆轉糖尿

病蛋白尿及改善腎功能。現已在港大由鄧智偉

教授領導進行中西結合治療方案的深入研究。

	 理大黃文秀教授 1.	採用臨床前實驗平台，

驗證了多種補腎中藥（如淫羊藿、骨碎補等）

的骨保護功效；2.	發現了女貞子可以調節鈣平

衡和維生素 D 代謝，提示其可用於改善骨鈣流

失及預防老年性骨質疏鬆症；3.	評價了中藥複

方當歸補血湯和二仙湯對更年期綜合症的療效

及安全性。

三、韓國的抱負

	 「中醫藥規範研究學會」（GPTCM	RA）

第七届年會于 2019 年 7 月在韓國舉行。主辦單

位是「韓藥振興財團（Nation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Korean	Medicine,	NIKOM）」。其

使命是扶植和振興韓醫藥產業，推動國家經濟

發展；願景是創造韓醫藥未來價值；戰略目標

是研發力量高端化，標準化及科學化。（而韓

醫藥基本上是中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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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韓醫藥發展方向：

•	 國民：使用高質量，低成本的韓國醫藥服務；

	 製造和供應優質的藥品。

•	 韓醫界：擴大在公共衛生服務方面使用韓醫；

	 加强韓醫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	產業界：支持韓醫市場的振興與發展。

•	政府：支持韓醫全球化，改善相關立法和系統。

2. 不同種類的研究項目：

•	 改善醫藥政策與制度。

•	 醫療服務先進化：標準臨床診療指南；臨床	

	 診療信息化。

•	 技術科學化——針對慢性、疑難雜症的新藥	

	 （如肥胖、特應性皮炎、高血壓、高血脂、	

	 哮喘）；支持食品、藥品和化妝品的開發；	

	 利用生物轉化技術開發新藥用成分。

•	 資源高端化——藥用植物質量檢驗，品質標	

	 準化；本土藥材基礎建設；藥材種子、種苗	

	 推廣；藥用植物供需調控與分銷支持。

四、粵澳中醫藥科技產學園

	 2019 年 7 月在香港舉辦的「粵港澳大灣區

中藥藥劑服務及安全用藥研討會」上，李銘源

教授介紹了澳門大學中華醫藥研究院的五個研

究中心，由中藥質量出發，進行穩定研究、可

控研究、安全研究和有效研究；以及中藥國家

重點實驗室創新平台，包括國際創新、製藥工

程、新藥篩選、臨床研究。

	 粵澳中醫藥科技產業園有兩大目標，一是成

為國際級中醫藥質量控制基地，二是成為國際

健康產業交流平台。它包括三個國際交流與交

易平台：創新藥物和健康產品，健康產業與文

化及健康技術與產品。

1.	優勢平台：

	 符合中國內地及歐盟認證標準的 GMP 中藥

生產平台，研發檢測平台。

2.	大灣區健康產業示範項目：

	 如瑞蓮莊度假酒店（醫療養生、治未病）、

中醫藥博物館、主題文化街、健康旅遊等，不

同「以醫帶藥」走入葡語系國家。聚集國醫大

師為青年中醫師提供實習、就業培訓發展空間。

3.	引進政府資源科技創新團隊：

	 園內有珠海市橫琴新區北澳中醫藥創新研究

院，中國中醫科學院，廣東省食品藥品監督管

理局駐產業園聯絡辦公室，中醫藥技術與政策

研究中心，與英國 Intertek 天祥集團共建第三

方檢測平台。園內培育和扶植企業發展的載體

孵化區，可容納 300-400 家企業，面積 12.8 萬

平方米。

五、追韓趕澳，香港亮點

	 雖然香港要推動中醫中藥產業化，比較韓國

與澳門，時間與硬件是落後一點，我們的優勢

是港大及中大的西醫臨床科研與香港金融及物

流的世界地位。所以現在要急切倍增「五億元

專項基金」栽培中西結合科學家，邀請國內外

專家為顧問，成立「中醫藥研發中心」。與五

所大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及跨專科研究平台：

1.	 測試 GAP、GCP、GMP、GLP 的供應鏈	

	 管理及發展區塊鏈技術，物流可控

2.	 研究藥用植物的炮製、配方、生產技術工藝	

	 標準原理，質量控制

3.	 使用大數據和 OMICS 系統生物去識別、分	

	 析和評估臨床有效性、毒性和與目標機制的	

	 相互作用（網絡藥理學），以建立中成藥二	

	 次開發。

4.	 配伍、組方的藥效學和藥代動力學，功能量化

5.	 開發「臨床第一、二、三期試驗中心」支援	

	 中醫院，以科學化中醫理論，分析真實世界	

	 數據（Real	World	Data）

	 達到研發「從農場到藥廠」（from	Farm	to	

Pharm）的產業開拓目標。再利用香港金融中

心的地位，策劃一個「國際中藥貿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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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With Chinese medicine (CM) deeply rooted in Hong Kong’s Chinese culture, empirical practice of 
CM has been the norm since the early days of Hong Kong.  Western medicine (WM) had its humble 
beginnings in Hong Kong in the form of established services for colonial government staff; WM 
was subsequently extended to the Chinese population through missionary efforts.  The scourge of 
the plague pestilence in 1894 gave WM an advantage whence enforced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swing to scientific philosophy set a trend that snowballed WM dominance 1.

Since the late 19th century, Hong Kong residents have been seeking treatment from both CM and 
WM. CM was given an official status by the Basic Law in 1997.  There came about the Chinese 
Medicine Ordinance in 1999 and the humble beginnings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IM). 

THE FOUNDING AND MISSION OF THE HKAIM

In 1999, initiated by Dr. WM Ko and Dr. ECL Yu, a group of doctors with CM training gathered 
to study how CM could become useful in the Hong Kong medical scene.  With the guidance of 
academic advisers, these doctors held meetings on various logistical, legal and academic aspects.  
Around this tim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rmed a liaison with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CAIM) in Beijing.  In 2001, spearheaded by Professor SP Chow, the former 
brainstorming group of Hong Kong doctors, scientists, and university professors in WM and CM 
joined hands and formed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Integration of Chinese-Western Medicine 
(HKAIM).  Since then, the HKAIM has led the development of IM in Hong Kong at four broad 
levels: 
    1. Socio-economic-political level,  2. Professional and bedside practice level, 
    3. Education and training level, and 4. Research and basic conceptual level.
The Association gained steady momentu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its successive presidents, CHOW 
Shew-ping, KO Wing-man, TAAM-WONG Vivian Chi-woon, YU Edwin Chau-leung, BIAN Zhao-
xiang, OR Ka-hang and LIN Zhi-xiu.  The HKAIM expanded to over 700 members inclusive of 
doctors, nurses, therapists, pharmacists, scientists and students.  A good fraction of the members on 
the HKSAR Chinese Medicine Development Committee (CMDC) formed in 2013 were members 
of HKAIM.  The Association has worked very hard to promote a dialogue between the practitioners 
in both fields.  Indirectly, through its key members, the HKAIM has also impacted policies at the 
universities, the Hospital Authority (HA),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DH) and the Food & Health 
Bureau (FHB).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Along with the HKAIM as the formal common platform for WM and CM came increasing 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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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iplinary intera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SARS epidemic in 2003 made an important 
milestone for such cross-disciplinary fertilization.  While our city was baffled by a life-threatening 
infection for which WM offered no definitive medical solution, news of good recovery from SARS 
traveled in from Mainland China.  The HKAIM invited while the HA engaged the CM professors 
with SARS experience in Guangzhou to travel to Hong Kong to share their expertise.  Their 
presence in the local scene	2 enabled the setup of protocols incorporating CM as a research arm in 
the HA service, lead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ost-SARS tripartite CM clinics run by the HA, 
universitie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 as well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Centers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 (CMCTR) working to provide evidence-based CM 
service and training for CM graduates, targeting to enhance healthcare delivery in the public sector.  

The vis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M has evolved.  To start with this evolution, the mainland 
developed a good environment for IM through support in clinical practices, trainings,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olicy making. Awareness of different local and global policies and systems started 
our Hong Kong IM approach. It involves quality practice, mutual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project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e system, recognized by mainland officials, is to bring the two streams 
of CM and WM together. The following describes some major IM activities.

EDUCATION: Magnifying CM expertise and WM understanding

From CM to WM

Degree programs were set up at the HKBU in 1998, and subsequently at the HKU an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HK).  Master degree courses were offered.  Doctor of Medicine, 
Doctor of Philosophy and post Doctorate positions are mostly for CM research.

The Chinese Medicine Council of Hong Kong has run a 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 (CME) 
program since 2004.  The HKAIM, often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HA, has been active in providing 
educational seminars in which WM specialists and CM experts get together to expound on how 
diseases can best be managed.  CM associations and UGC-funded programs delivering CM lectures 
at different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various conferences and seminars, would nowadays also invite 
WM specialists as speakers.  Since 2009, CM graduates have been offered 3-year in-service training 
program at the tripartite clinics	3.  Scholarships have also been set up to train potential leaders 
in CM specialties in renowned centers in Mainland China.  A broader audience of CM & WM 
professionals, academicians and managers have joined annual conferenc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dernized Chinese Medicine (ICMCM) since 2002, those of CGCM since 2003, 
and seminars on CM developments held by the ITC since 2013.

From WM to CM

To increase mutual understanding, it is imperative that CM practitioners acquire more knowledge 
about WM practice.  In Mainland China, IM started with WM doctors learning CM in the 1950s.  In 
Hong Kong, the part-time CM degree courses organized by the SPACE of HKU in the 1990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grooming certain WM doctors who had attended these courses as IM leaders.  
The HA organizes CM certificate courses for WM doctors to promote CM-WM communication.  
In 2017, the HKAIM made a breakthrough in promoting clinical IM via interactive workshops in 
which a mixed WM-CM panel offered expert-led clinical and case-illustrative discussions while one 
third of the audience were WM practitioners.
Since 2003, the HKAIM,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HA has organized conferences involving both 
local and global academicians as speakers, covering a broad range of topics including cancer, 
infectious diseases, cerebrovascular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skin diseases, pain acumoxa, 
acupuncture, geriatrics, chronic diseases,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operation, and IM.  S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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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the HKAIM has offered courses, with good response, as these courses enable the CM 
practitioners to learn directly from WM experts so that the CM practitioners could understand the 
whole spectrum of WM.  

SERVICES

Service Provision

The HA, tasked with developing one CM Clinic in each district since 2000, built up tripartite 
collaboration involving the HA, the universities, and NGOs and formed the 18 CMCTRs.  Clinical 
IM protocols were developed in Kwong Wah Hospital (KWH).  CM services were all along 
provided only in clinics.  The first primary care clinic with CM-WM joint consultation was started 
by HKBU in Queen Elizabeth Hospital in 2006.

Since 2007, HKBU has collaborated with the Hong Kong Anti-Cancer Society to provide integrative 
CM and WM servic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stroke rehabilitation, pain syndrome, and late-
stage cancer with 6 inpatient beds in the Nam Long Hospital, which was subsequently transformed 
to the Hong Kong Anti-Cancer Society Jockey Club Cancer Rehabilitation Centre.  These two 
institutions started the Dr & Mrs Michael SK Mak Integrated Chemotherapy Centre for cancer 
patients in 2012. 

Within a decade, there has been much IM development: geriatric services in Princess Margaret 
Hospital (PMH), FungYiu King Hospital, Shatin Hospital, and Haven of Hope Hospital; the 
Duchess of Kent Children's Hospital introduced neurological rehabilitation3.  This movement later 
expanded to allow WM inpatients to request for referral for CM services with parallel or sequential 
CM/ WM consultation and intervention.  More than 20 hospitals are now providing some degree 
of such service.  Evidence-based medicine (EBM) is being held as the key principle that the 
Government steers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s integrating CM and WM.

IM for specific diseases include early treatment for mental health at the Tang Shiu Kin CMCTR 
collaborating with clinical psychologists from Queen Mary Hospital and CM practitioners trained 
at Kowloon Hospital.  Acute low back pain was piloted at the Accident & Emergency Department 
in Pok Oi Hospital.  In response to the growing demand for pain management in cancer patients, 
multiple initiatives have been undertaken.  At the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Cancer Centre, 
acupuncture has been used for pain in advanced cancer.  The Ha Kwai Chung CMCTR, along with 
the Cancer Centre of PMH, explored IM services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services for cancer 
patients.  Ngau Tau Kok Chinese Medicine Centre and the United Christian Hospital collaborated 
in trials of CM and WM for treating chronic pain with acupuncture and/or massage.  Finally, for 
low back pain, stroke and cancer, IM service protocols were upgraded via the Integrated Chinese-
Western Medicine (“ICWM”) Pilot Programme by the HA in 2014. 
 
The year 2013 marked the Government’s initiation of the CM hospital.  It was operated under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CM and WM.  In 2018, the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Project Office was set 
up under FHB to plan and develop the CM Hospital for 400 beds. 

Patient-driven IM service and referral systems

Studies in Hong Kong showed that, over the years, some 40% of chronically ill patients use both 
CM and WM at the same time	4.  In this patient-driven clinical setting, CM practitioners not only use 
techniques from traditional CM theory and practice but also utilize modern CM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CM clinic of the HKU, for example, CM oncologists will take into account patients’ WM data 
and will use CM and coordinate herbal actions according to the tumour types, stages, and stage of 
WM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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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government, CM has to be promoted on the basis of evidence-based Chinese medicine 
(EBCM).  For frontline practitioners of both disciplines, mutual respect and acceptance arise from 
mutual trust built during interactions in a conducive system/environment.  In 2014,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HKIIM) embarked on IM clinics staffed by both CM and WM 
professionals; mutual referrals are facilitated by specialized nurses. 
RESEARCH

Interest of WM workers in CM started early since the 1970’s.  Acupuncture for heroin addicts 
pioneered original research. That for induction of labour in post term pregnancies was studied.  
Development of mouse models for CM patterns in spinal condition and herbal medicine for 
prevention of amputation in diabetic gangrene were other pioneering examples.

Seeking Good Evidence-based CM 

There are some pillars to build up evidence-based medicine in IM.  For one, evidence of CM 
effectiveness for diseases needs to be demonstrated.  For the major disease burdens, the HA 
commissions systematic reviews of RCTs and new RCTs, resulting in many publications in English 
peer-reviewed journals.  Since 2009, research training courses have been offered to CMPs in 
CMCTRs to enhance their basic knowledge.

Besides, clinical research activities need to be promoted.  HKBU started clinical research on IBS,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rheumatoid arthritis and Parkinson's disease.  CUHK conducts research on 
diabetes, hepatitis, lung cancer, asthma, rheumatism, carpal tunnel syndrome, gallstone, multiple 
sclerosis and 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s.  HKU combining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medicine, works o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neuropsychiatric diseases, chronic pain, and malignant tumours as well as 
acupuncture and its effectiveness and mechanisms.  Other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also establish 
their CM institutes. Work is also done for modernizing CM.  HKUST with years of neuroscience 
research worked up >100 herbs for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Parkinson’s disease and depression.  
After 2010, the HA has established a mechanism to commission and review Chinese medicine 
(CM) research projects. Topics include CM-WM interactions, obesity, traumatic brain injury and 
insomnia, dysphagia after stroke, etc.

Promoting Evidence-based Practice of CM 

Another pillar is at the practice level.  The CM Research Practical Training program was launched 
to enhance CM Practitioners’ competency and CMCTRs’ capacity for evidence-based practice.  
Since 2017, CUHK’s Integrative Medicine Clinical Evidence Portal	5 offers to practitioners a search 
engine for evidenced-based CM usage and practice, as Asia’s first CM clinical evidence on-line 
portal, gathering stud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Placing CM with WM on the same electronic 
platform for HA data coding in the Clinica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CMIS) using the 
system from the mainland, it has impacts by contributing significantl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lectronic version of the 2019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 11) after being put 
forward to WHO in 2011.   
Details are necessary for safer CM-WM collaboration.  A CM Toxicology Laboratory was built 
in PMH to support or refute diagnosis of herbal toxicity.  The HA eKG intranet was enriched with 
a 'herb-drug interaction database' arising from commissioned scientific reviews.  Government in 
2011 formed the Committe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ITC seminars in 
conjunction with HA and DH discussed CM-WM collaboration, exchanging EBM experiences and 
researches on CM and WM complement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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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g Wider Perspectives for CM Research

The year 2014 was a special year for IM advancement.  HKIIM of CUHK, the ICWM Pilot Program 
for HA in-patients and the CM hospital were started.  The Endowed Professor in IM in HKU was 
established earlier.

Government has reserved a piece of land at Tseung Kwan O for the CM hospital with facilities to 
support teaching, clinical practic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of the SCMs under the three Universities. 
The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Project Office set up in 2018 is dedicated to its development.  The 
CM hospital was initially proposed by an NGO as its building is in the town centre in Tsimshatsui 
in Kowloon, Hong Kong. Dr. ECL Yu worked once in this place and previously initiated the elders 
of the NGO through a university for a CM hospital setup.  Following SCM of HKBU establishing a 
centre in that building, through Prof. ZX Bian then, it actively worked for housing the CM hospital 
there.  Land grants however were a problem.  Finall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responded and 
finalized it in the Tseung Kwan O site.  For this, Dr. WM Ko was taking the lead during his time as 
the Secretary of FHB.

HKIIM developed a comprehensive platform with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linical service 
and teach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areas under 
models of safe and effective IM treatment is expected to achieve breakthrough results.  On common 
chronic conditions with unmet needs in treatment, including 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and palliative medicine, IM clinical trials were initiated.  The Analytic 
and Clinical Cooperative Laboratory for Integrative Medicine (ACCLAIM) is a joint platform for 
scientists and clinicians in shar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ata analysis, and clinical research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vidence-based IM.  It has a focus on downstream applied clinical research, 
with translational deliverable and big-data applications in clinical trials, building on an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network.

The ICWM Pilot Program cumulates experience on ICWM in-patient care for realizing a model/ 
framework at the system level.  With protocols for treating defined target patient groups basing 
on the best available evidence, and with treatment objectives of CM and WM streams defined 
and complementing each other for patient care, treatment outcomes can be monitored for overall 
evaluation.  A clinical framework was developed to guide disease selection, service scope, clinical 
management and managing clinical risks.  An operation framework functions to guide patient flow, 
organization of care processes and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systems.  Three disease areas 
including stroke care, low back pain care and cancer palliative care were chosen, being joined 
by three and later seven public hospitals.  The Phase III launched in 2018 additionally includes 
shoulder and neck pain care.  The experiences learned would be of value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CWM in Hong Kong. 

Supported with Funders

Th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Fund of ITC, the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Fund (HMRF), 
and the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RGC) provide good funding sources.  Researches range from 
studies on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towards the use of Traditional CM, integrated approach to 
treatment using CM and WM for diseases,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 and application of herbs 
in diseases, and better designs to study the efficacy of CM and IM, and better rehabilitative and 
palliative management.  Another direction is to develop new useful CM products, and finding active 
ingredients from herbs.  Funders would emphasize the purpose of such researches, the basic and 
clinical research contributions, and the impact to combine the research outputs into practice.  The 
better defined the local needs together with success to advance into international domains will draw 
better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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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ING IM FOR COMMUNITY USE 

The year 2018 marked another important milestone for the Government in setting up a dedicated 
Chinese Medicine Unit to oversee the development of CM in Hong Kong. The same year passed the 
five hundred million budget for the Chinese Medicine Development Fund which started operating 
after 2019., HKAIM in 2019 entered a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Alliance of Integrated Nursing,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While much has been done in public hospitals, it is in the community, where CM can play an 
advantageous role for chronic diseases, and side by side CM-WM practice can bring people better 
health. Facilitative details are needed for WM-CM coordin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e District 
Health Centre starting at Kwai Tsing operated since 2019 has allowed CM acupuncture at the same 
setting.  Since 2015, HKAIM started an Integrative Joint Organizational Platform (IJOP), with the 
objective to build a conducive environment for CM-WM collaborative practice	6.  It focuses on us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inter-professional approaches as the basis for exchanging experience 
and ideas to compose good details for collaboration while creating opportunities and avenues of 
CM-WM collaboration in the community.  IJOP through the funding by ITC opened a web site for 
IM management for diseases.

HKAIM public education went into the media with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RTHK) in 2004, 
with alternating WM and CM experts in programs on clinical problems.  It was restarted as a long 
series of weekly programs after 2013, presenting evidenced knowledge of herbal formulae and CM/
IM practices to the public, as these capture the interests of WM doctors. An Internet platform eKG 
for public informatio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was built by HA in 2011 and revised in 2015 

In Hong Kong, integrating CM and WM is to have the two streams collaborating, by jointly 
determining the diagnosis and observing clinical management of patients.  The purpose is to 
combine the advantages of the two medical disciplines, strengthen the results of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s and minimize the side effects in the course of medical treatment.  Then effective applications 
may make possible the formulation of a plan that is most suitable for the patient to accelerate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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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西醫學看冠狀病毒與免疫系統
高錦明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中藥研究中心副總監

楊朗庭博士		香港科技大學生命科學部訪問學者

背景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在短短兩個月
內演變為全球大流行（Pandemic），各國開始
採取封關和人口隔離等措施，務求降低感染人
數及減輕短期內對醫療系統的負荷。隨着感染
人口的增加，各地科學家掌握更多患者臨床數
據，同時對病毒更加了解。患者常見的病徵包
括發熱，咳嗽及身體乏力。值得一提，長期病
患者和長者都是高風險群族。世衛最新數據指
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死亡率為 3.8%，80 歲以
上患者死亡率更超過 15％。截至三月中旬，全
球新冠肺炎患者人數超過 250,000 人，死亡人
數突破 10,000 人。受病毒感染的人不乏各國政
要和著名藝人。
	

從沙士經驗看免疫系統和冠狀病毒

	 早於 2003 年，醫生首次面對冠狀病毒沙士
（SARS）曾大量運用抗病毒藥利巴韋林和高
劑量類固醇治療，無奈治療效果有限。後來中
文大學醫學院一項研究顯示沙士病人服用利巴
韋林後，血漿內病毒濃度並沒減低，療效不大。
時任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長鍾南山指出，當
時在缺乏特效藥的情況下，內地超過九成的沙
士病人透過足夠休息和合適的支持療法，最後
自然痊瘉。從這個例子顯示，人體自身免疫系
統對抵抗病原體和身體痊癒有一個相當重要的
角色。
	

從中醫學看免疫系統

	 從中醫學的角度來看，免疫系統不單是一個
獨立功能系統，身體藏腑功能要達到陰陽五行
平衡，才能產生充足「正氣」（包括「衞氣」
負責防禦外源性的致病因素和「營氣」負責提
供營養，促進身體功能而將邪驅逐出體外）來
驅邪（「邪氣」指細菌病毒之類的外來物），
抵禦疾病。「陰」是指功能活動物質或結構基
礎，「陽」則是指功能活動本身。陰中有陽，
陽中有陰。陰陽是共存並處於動態平衡狀態，
一方的變化會以另一方的增加或減少來彌補。

	 另一方面，臟腑功能有着環環相扣的關係，
同時他們各自也有陰陽平衡，盛衰牽制的關係。
其中，腎屬水，負責過濾血液；肝屬木，主管
免疫系統和新陳代謝；心屬火，負責推動血氣
運轉；脾屬土，主管吸收和向全身輸送津液；

肺屬金，負責吸納和氣體交換。只要腎功能調
養好，	可以提升肝的功能；只要肝功能調養好，
可以提升心的功能。如此類推，形成一個良性
循環。陰陽五行不平衡會導致免疫系統反應過
高或過低，只有處於平衡狀態，有充足「正氣」
才能對濕瘟病邪進行最有效的攻擊。

從西方醫學看免疫系統

	 免疫系統主要有三部份，包括免疫器官（例
如脾臟、骨髓等）、免疫細胞（例如淋巴細
胞，吞噬細胞等）以及免疫分子（例如抗體、
淋巴因子等）。免疫器官和組織是免疫細胞生
產、分化、及成熟的地方；免疫細胞主要參與
免疫反應的過程；免疫分子則是免疫細胞參與
免疫反應過程的產物。我們的免疫系統具有分
層防禦的特性，包括表層屏障，先天性免疫系
統（Innate	Immunity），以及適應性免疫系統
（Adaptive	Immunity）。表層屏障包括機械、
化學和生物屏障。

	 先天性免疫系統會透過炎症反應對抗病原體
感染，把免疫細胞帶到受感染的地方，消滅病
原體。同時先天性免疫白血球（例如巨噬細胞）
亦會攻擊病原體，並活化適應性免疫系統。在
適應性免疫系統方面，病原體的特徵性抗原會
被免疫系統特異性記憶細胞所記下，一旦再接
觸到同樣病原體便會透過淋巴細胞 B 細胞和 T
細胞觸發強烈免疫反應。在日常生活例子中，
疫苗就是透過適應性免疫系統機制為人體建立
免疫能力。

從高風險和青壯年病人看新冠病毒

	 正如前文所述，是次疫情下長期病患者和長
者都是高風險群族。從中醫學角度來看，長期
病患者由於身體陰陽五行未達致平衡狀態，所
以健康本身已出現問題。同時由於陰陽五行失
衡令身體未能產生充足的正氣，所以削弱免疫
系統功能，未能對邪氣作出最有效的攻擊。而
長者方面則是主要因為衰老而正氣不足，當中
包括衛氣營氣，所以驅邪和抵禦疾病的能力也
下降。從西醫角度來看，長期病患者則是本身
免疫系統已受削弱，抵抗病原體的能力下降而
容易受感染，T 細胞亦減少生長，及患者對疫
苗的反應亦下降。長者的免疫系統因免疫衰老
（Immunosenescence）而出現功能性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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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對病原體的抵抗能力亦有所下降。所以不
難解釋在新冠病毒疫情下，長期病患者和長者
的死亡率特別高。

	 其實重症及死亡風險不限於長者和長期病
患者，青壯年人亦不容輕視今次疫情。法國衛
生部最新數據顯示，指出當地重症患者中過半
數年齡在 60 歲以下；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
報告指出，正在當地深切治療部留醫的新冠病
毒患者近半不足 65 歲。在青壯年病人群組，當
中重症患者大部份出現炎症風暴（又名細胞因
子風暴，Cytokine	Storm），以致患者病情在
治療過程途中急轉直下，多個器官出現衰竭，
甚至死亡。在分子生物學角度來看，參與細胞
因子風暴的主要細胞因子有腫瘤壞死因子 -α
（TNF-α），白細胞介素 1β（IL-1β）和白
細胞介素 6（IL-6）等。

	 此現象是當身體接觸病原體包括細菌和
病毒，失調的免疫系統讓細胞因子（細胞之
間的溝通訊號因子）與免疫細胞之間正迴路
（Positive	Feedback）大量產生，故此身體出
現嚴重的發炎反應。患者常會出現發高燒，疲
倦與噁心等問題，嚴重者可能致命。從中醫學
來看，免疫失調和炎症風暴正是陰陽五行失衡

的結果，只要調養好五臟六腑和達到陰陽平衡，
免疫力失調的機會就會大大減少。從西方醫學
角度看，醫療人員主要採取藥物調控的免疫系
統過度活躍或失調的病人，暫時未有根治的方
法。免疫系統調控常用藥物包括皮質類固醇
（Corticosteroids）和細胞因子抑制劑。

免疫系統與中西醫學結合治療

當明白到以上中西醫藥學對免疫系統和治療策
略的理解，就會了解到兩方各互有長短。面對
新型冠狀病毒的威脅，適宜以中西醫學合作取
長補短，務求達到最佳的治療效果。國家衛生
健康委員會及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在內地率先使
用傳統中醫藥與西藥合併治療，暫時取得不俗
的成果。早前湖北省一個新冠肺炎患者的小型
臨床研究發現，中西醫結合診療組的患者無論
在臨床症狀消失時間、體溫復常時間、住院天
數等方面均較西醫診療組明顯較短；伴隨症狀
消失率，CT 影像好轉率及臨床治愈率均接近
九成，遠比西醫診療組優勝；轉重型及危重型
發生率方面則遠低於西醫診療組，而且沒有死
亡病例。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或許這是一
個向世界推廣中醫藥學的契機，同時讓中醫藥
作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身份為全球人類對
抗疫情作出貢獻。

中醫養生與防疫抗疫
侯	平	

香港新中醫學院					院長	教授

國際藥膳食療學會					會長

世界中聯養生專業委員會					副會長

世界中聯滿醫專業委員會					副會長

世界中聯藥膳食療研究專業委員會						副會長

中國國際文化傳播中心	-	中醫藥與健康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
常，不妄作勞」	( 素問．上古天真論 )。

	 中醫養生，早在 2000 多年前，我國中醫經
典《黃帝內經》已經指出：養生要順應自然、
保養正氣、調攝精神、外避邪氣、預防疾病。	

	 防疫抗疫，今次全球性的新型冠狀病毒是一
個濕溫疫，亦即是濕毒型的疫症；而是次疫症
都有國內中醫參與新型冠狀病毒的治療，綜合
總達 90% 以上參與是次疫症治療的國內中醫的
觀察分析來看，都認為不論有症狀或無症狀也
好，都應該在早期預防上下功夫，這更顯得【人
人預防】的重要性。

	 中醫養生，即是攝生。即是保養生命。「盡
終其天年」，以達到健康長壽為目的！

	 中醫養生中的藥膳食療及現代營養都是人類
攝取食物滿足自身生理需要的必要的生物學過
程。營養是沒有寒熱溫涼，只有從營養角度進
行飲食。藥膳食療是中醫養生的主要攝生的方
法。通過寒熱溫涼，升降浮沉，酸、苦、甘、辛、
鹹。四性四氣五味來達到調和陰陽，身心健康。
與藥膳食療營養雙結合可以更加完善人類吸取
營養提高抵抗力的效果！　

	 我們再從四個觀點來進一步闡述中醫養生、
防疫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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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正氣內存，邪不可干」的內因觀。

	 中醫養生，將提高自身抗體素質、增強人體
抗病能力為養生重要措施。所謂「恬惔虛無，
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素問．上
古天真論）。「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素問，
評熱病論）。正氣內虛是發病的內在因素。外
因必須通過內因起作用才能致病。同時，提高
機體防禦能力，促進臟腑氣血的生理正常。亦
是養生防病的重要事項！

( 二 )「夫精者，身之本也」的腎本觀。

	 中醫腎為先天之本。腎臟所儲藏的精氣是促
進人體生長發育和生殖的物質基礎，是生命的
根本。因此，中醫養生以腎精為核心。精能化
氣、氣能生神。精氣神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
存則俱存，亡則俱亡。精氣神相互依存、相互
轉化。「積精全神」《黄帝內經》中說明得很
清楚。

( 三 )「形與神俱」	的養生觀。

	 形體是精神的物質基礎，精神是形體的機能
表現、二者相互依存為用，因此，中醫養生不
但要加強形體的鍛鍊和保養。同時也要注意精
神的調攝。保持心理上的安靜平和，樂觀開朗，
才能保持人體氣血精神生理活動的正常，達到
「盡終其天年」的中醫養生目的「健康長壽」。

( 四 )「天人相應」的整體觀。

	 《黃帝內經》指出：「提挈天地、把握陰陽」，
所謂︰	「法於陰陽，調於四時」。「法天則地，
像似日月，辨別星辰，逆從陰陽」等等。強調
適應自然變化，維持正常，生理節律，使人體
同天地外界保持協調平衡，防止衰老。

	 同時並提出「春養生、夏養長、秋養收、冬
養臟」。「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等的養生法則。
	

春養生

	 春季的三個月謂之發陳出新、生命萌發的時
令。天地自然，都富有生氣，萬物顯得欣欣向
榮。此時，人們入夜即睡眠，早些起身，散開
頭髮，解開衣帶，使形體舒緩，放寬步子，在
庭路中漫步，使精神愉快，胸懷開暢，保持萬
物的生機。不要濫行殺伐，多施予，少斂奪，
多獎勵；少懲罰，這是適應春季時令，保養生
發之氣的方法。	如果違逆了春生之氣便會損傷
肝臟，使提供給夏長之氣的基礎不足，到夏季
就會發生寒性病變。

	夏養長

	 夏季的三個月，謂之蕃秀，是自然界萬物繁
茂秀美的時令，此時，天氣下降，地氣上騰，
天地之氣相交，植物開花結實，長勢旺盛，人
們應該在夜晚睡眠，早早起身，不要厭惡長日，
情志應保持愉快，切勿發怒，要使精神之英華
適應夏氣以成其秀美，使氣機宣暢，通泄自如，
精神外向，對外界事物有濃厚的興趣。這是順
應夏季時令，保養長養之氣的方法。若違逆了
則會損傷心臟，使提供給秋收之氣的基礎不足，
到秋天容易發生瘧疾，冬天再次發生疾病。

秋養收

	 秋季的三個月，謂之容平，自然界景象因萬
物成熟而平定收斂。此時，天高風急，地氣清
肅，人應該早睡早起，和雞的活動時間相仿，
以保持神志的安寧，減緩秋季肅殺之氣，對人
體的影響。收斂神氣，以適應秋季容平的特徵，
不使神思外馳，以保持肺氣的清肅，這是適應
秋令的特點而保養人體收斂之氣的方法，若違
逆了秋收之氣，就會傷及肺臟，使提供給冬藏
之氣的基礎不足，冬天就要發生飱泄病。

	
冬養臟

	 冬天的三個月，謂之閉藏，是生機潛伏，萬
物蟄藏的時令。此時，水寒成冰，凍土龜裂，
人應該早睡晚起，待到日光照耀時起床才好，
不要輕易地擾動陽氣，要使神志深藏于內，安
靜自若，好像個人的隱秘，嚴守而不外泄，又
像得到渴望的東西，把他密藏起來一樣；要躲
避寒冷，求取溫暖，不要使皮膚開泄而令陽氣
不斷地損失，這是適應冬季的氣候而保養人體
閉藏機能的方法。違逆了冬令的閉藏之氣，就
要損傷腎臟，使提供給養生之氣的基礎不足，
春天就會發生痿厥之疾。
	
	 防疫抗疫，平時養生做得好，身體得健康並
注重公共衛生，再內服防疫抗疫中藥茶就能達
至防疫抗疫的效果。
	
	 是次濕溫疫症在冬天發生，我提供防疫抗疫
的藥膳食療方供大家參考。

【新冠肺炎 -中醫防疫抗疫方】

	用料：黃芪，白朮，防風，銀花，藿香，草果，
甘草等等中藥。
	
服用方法	︰每日一劑，連服5天。煎好後分早、
晚服用，飯後 40 分鐘溫服。	最好在相熟藥店
買中藥，保證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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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與內地抗疫一線專家的病例討論紀錄，
認為新冠肺炎是濕熱疫，通過寒濕邪感染後，
隨個人體質和基礎病而發展為濕化、寒化、燥
化、熱化，而產生相應的一糸列症狀。病毒作
用的靶點是肺、脾，涉及大腸、胃、肝、心包、
三焦、膽、心、腎等多個臟腑。病毒入侵人體
後，可有順傳和逆傳兩個發展方向，而產生輕
重不同的症狀。順傳輕症、中症，逆傳重症、
危重症。治療上可適當採用中西醫協作；對於
復陽問題，建議患者轉陰出院後，仍需服藥調
理 21-28 天，以徹底清除病毒，避免復陽；對
於無症狀的感染者，也要根據體質辨證來處方
調治，以消除病毒，杜絕傳播。

	 自 2020 年 1 月 20 日知悉武漢爆發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以來，一直與內地抗疫一線
專家研討疫情及病例的防治思路和方案，現整
理如下，與同道們分享，就正於大家。

1	中醫對新冠肺炎（COVID-19）的

防治思路和對策

	 2020 年 2 月 10 日，綜合網上資訊和廣州、
廣西一線的專家資訊分析，表明這次新冠肺炎
是濕熱疫，通過寒濕邪感染後，隨個人體質和
基礎病而發展為濕化、寒化、燥化、熱化，而
產生相應的一系列症狀。

	 有相當部分檢測為陽性的病毒攜帶者始終都
不發病，沒有相關的臨床症狀，十天左右，兩
次檢測呈陰性而出院，說明病毒有自限性可能。
可視作「健康攜帶者」，但在此階段，可以傳
染給其他人。

	 大部分患者症狀輕，以咳嗽為主（乾咳），
發熱次之（多為低熱），也有部分開始是以胃
腸道症狀來診的。這些患者用中或西藥，或中
西結合治療，患者都可有效轉陰。這些患者可
表現為濕、寒、熱、燥的症狀。廣州用清熱解

毒祛濕兼補氣養陰，或芳香化濕為主，部分兼
用溫散的藥。	少數患者發展成重症，高熱為主，
發展迅猛，5-8	天可出現大白肺，很難逆轉。	
初步觀察到確診者或疑似者的面色，似乎大多
為寒、濕、虛弱者，提示他們屬於易感人群。
因此，認為病毒感染後可有兩種發展方向，一
是輕症順傳的路，二是重症逆傳的路。這也是
瘟疫傳變順逆的發展方向。在治療上予以重視。
從運氣學說來看，病毒的靶點在太陰肺為主，
脾為次，牽涉到厥陰心包、肝，少陽三焦、膽，
以及少陰心腎，就看臨床上是順傳，還是逆傳。
預防方面，鑒於香港地處嶺南，氣候環境與兩
廣相似，尤其是廣州，所以可以借鑒，擬定預
防處方。

2	病例討論

2.1	疑似病例

	 2020 年 1 月 31 日 15:30pm，微信通話討論。
與確診新冠病毒肺炎病人流行病學史相關聯，
在隔離中，患者女性，33 歲，低熱 6 天，咳嗽，
咽乾。緣患者從1月26日起，出現低熱，咳嗽，
咽乾稍痛，痰少，色黃，偶惡寒。發熱以晚上
較高，頭 2 天持續低熱，第 1 天咽稍痛，體溫
變化為早上低（36.9-37.1℃），中午 11:00 高
（37.8℃）；下午稍降，晚上又復升高（37.5-
37.6℃）。現在仍發熱，咳嗽陣作，痰少黃，
已無惡寒，無咽痛，納可，眠安，大便溏爛，
肺 CT 陰性。西藥服過頭孢氨苄（Cefalexin），
中藥服用連花清瘟顆粒、枇杷、魚腥草等，藥
後大便溏爛。至今服了 6 天，大便仍溏爛，低
熱不退。舌、咽喉相片可見舌淡胖，苔白厚佈
滿舌面（見圖一），右側扁桃體Ｉ度，有膿點
（見圖二）。

	 根據這 5 天來的體溫記錄，可見，在太陰（1-
3am、13-15pm）、 少 陽（15-17pm）、 陽 明
(17-19pm)、太陽（19-21pm)、厥陰 (9-11am、

中醫防治新冠肺炎（COVID-19）的病例討論
莫飛智

功效：該方具有益氣固表、袪濕清熱解毒的功效。

適用人群︰該方劑劑型簡單，藥性平穩，可以
補氣，袪濕清熱解毒，提高免疫力，不管是老
年人、兒童還是青壯年，這個處方都是適用的。
尤其適用於具有本病流行病史、接觸史及相關
人群；年老、兒童及素體虛弱、易感者；發熱

門診 ( 診所 ) 及定點收治醫護人員、消殺轉運等
與病相關工作人員。
	
溫馨提示：
1. 蠶豆症者不宜服用。
2. 兒童及 80 歲以上者減半服用即可。

祝大家身體健康，共同防疫抗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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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pm) 的時辰體溫較高（37.4-37.8℃）。擬
方如下，可酌情加減：

	 石膏 60（碎，先煎 15 分鐘）、麻黃 10、魚
腥草 30、金銀花 20、白茅根 30、淡竹葉 12、
黃芪 25、白術 15、甘草 10、射干 12、款冬花
15、桔梗 12、藿香 12、陳皮 6。

	 2 劑，1 劑 / 日，加 1500ml 水煎煮，水沸後
40 分鐘，取汁液，分 4 次溫服。

	 服藥時間：早上 8:00am，中午 11:00am、下
午 14:00pm，晚上 20:00pm。停服連花清瘟膠囊
等。預後：如果治療得當，患者在 2 月 4-6 日
應該明顯好轉。

	 2020 年 1 月 31 日 -2 月 1 日晚上，患者體
溫一直波動在 37.1-37.8℃之間。

	 2020 年 2 月 2 日，已無發熱，無腹瀉，體
溫 36.7℃。舌相片可見舌苔無明顯變化，較前
略乾燥，少了一些津液，意味著稍化濕（見圖
3）。繼續治療。2 月 2 日圖（見圖三）2 月 14
日微信討論，患者已明顯好轉，解除隔離出院。

2.2	發熱腹瀉病例

	 2020 年 2 月 14 日 00:34am，微信討論：男
性，59 歲，因畏寒，發熱 3 天，於 2020 年 02
月05日入住醫院。2月7日開始中醫參與治療，
肺 CT 示右肺炎症。2. 月 10 日，低熱，咳嗽，
痰不多，咽乾，胸悶，失眠。中醫診斷疫病為
濕邪鬱肺型。治法：化濕宣肺透邪。方選麻杏
薏甘湯加減。處方：炙麻黃 6g，陳皮 10g，半
夏 10g 等。
	 2020 年 2 月 10 日圖（見圖四）
2 月 12 日，服了麻杏薏甘湯後，結果第二天（2

月 11 日）腹瀉 10 餘次，又嘔吐數次，舌苔成
下面的了 ,2 月 12 日圖（見圖五）。

	 討論：仔細看了，應該是太陰肺脾兩虛，肺
氣虛而不宣津液（失宣肅），鬱而化熱，則咳
喘，發熱，胸悶，咽乾，痰少；脾陽虛則腹瀉，
脾虛津液不上承，咽乾。這個熱不是外感的發
熱，而是疫毒直中太陰所致。

	 腹瀉、發熱為主症，所以溫補太陰（脾肺），
燥濕以止瀉，補土生金，加強肺通氣量；清熱
解毒燥濕，以瀉肺熱，減少肺炎滲出。擬處方
如下：

	 生黃耆 36，柴胡 24，沙參 15，蒼術 15，
生甘草 5，乾薑 15，白芍 20，白芨 15，藿香
15，淡竹葉 15，生石膏（先煎）60，金銀花
30，桑白皮 20，黃芩 15，全瓜蔞 15，青蒿 15。	

	 2 劑，1 劑 / 天，水煎，分 4 次溫服。服藥
時間：早上 8:00am，中午 11:00am、14:00pm，
晚上 20:00pm。

	 可以根據實際病情更改藥物和分量。今天是
2 月 14 日，立春已過了兩候，如果如法治療，
應該在 2 月 18 日之前，有明顯好轉。這是用運
氣分析法結合具體症狀來治病，試試看。其他
患者可以參考這個方案治療，酌情加減。如果
患者沒有發熱，就去掉或減少那些清熱解毒藥。
以上意見，供參考。

	 2020 年 2 月 19 日 23:38pm，微信討論。2
月 14-15 日，仍然腹瀉，發熱，白蛋白也低，
都對症處理了。由於顧慮患者有腹瀉，未敢處
方清熱解毒藥。現患者無發熱，咳嗽咯痰消失，
睡眠改善，明顯活動後稍有氣喘，夜間盜汗，
無咽乾，納眠可，二便調。舌紅苔厚膩。核酸
檢測還是陽性。醫生們都很頭痛，希望中醫能
有辦法。2 月 15 日圖（見圖六）

	 討論：經過服藥治療，有好轉，從舌象上看，
濕濁仍很重。之前的症狀已經明顯減輕，活動
後稍氣喘，夜間盜汗，核酸陽性。這意味著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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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氣虛已經改善，但仍在修復中，病毒（疫毒）
仍在複製繁殖、侵襲肺脾。肺脾陰陽兩虛，濕
濁未化，治當益氣健脾，祛濕排毒為主，兼治
陰虛。

	 擬方：生黃耆 21，柴胡 18，青蒿 30，炒薏
苡仁 30，鱉甲 30（先煎），大青葉 15，蒼朮
15，藿香 20，生甘草 5，白芨 15，白芍 15，豬
苓 12，陳皮 5，淡竹葉 12。3 劑。

	 病毒纏綿不去，主要是有濕的環境，被濕困
住了。

	 白芨的用途是治療肺纖維化嗎？是的，白芨
可以收斂肺脾，減少肺脾進一步損害，對肺脾
功能修復有益，我曾在 2003 年用來治療 SARS
肺纖維化患者，有效 [1]。因之前有肺炎，白芨
還有促進修復的作用。看看《神農本草經》說
白芨「主癰腫，惡瘡，敗疽，傷陰，死肌。胃
中邪氣，賊風鬼擊，痱緩不收。」肺炎導致纖
維化，就是死肌，盜汗是傷陰，肺失宣發肅降，
就是痱緩，呼吸淺促，是肺腎不收。白芨是很
好用的。

	 青蒿、大青葉在這裡的作用是什麼？是排
毒，因為核酸檢測陽性。現在患者還具有傳染
性，所以排毒解毒是第一位的，而排毒不力，
是因為肺脾弱，氣不足，濕濁阻滯。不能因為
顧慮患者腹瀉而不敢用清熱解毒藥，應寒溫並
用，除惡務盡。

	 3 月 1 日微信通話討論，經過治療，患者核
酸檢測已轉陰，出負壓病房了，轉到留觀區觀
察。
2.3	復陽病例
	 2020 年 2 月 19 日 22:03pm，微信討論，來

了一個出院後復陽的。

	 確診患者，男，34 歲，經過治療後，按國
家標準予以出院。出院時，偶咳，明顯活動後
胸悶，兩次咽拭子檢測和糞便檢測都呈陰性（二
次檢測間斷 24 小時以上），肺 CT 顯示炎症
已吸收。出院後回當地醫院隔離觀察，未帶藥
出院服用。出院 3 天後，體溫在下午以後常在
37.4℃左右，13 天後復查核酸呈陽性。

	 試分析一下，這個患者一種可能是再感染，
因為他本身是易感者，身體還虛，出院後再被
感染。另一種可能是，出院前病毒被壓抑，排
毒還未徹底，病毒很微量，咽拭子無法檢出（或
取樣不到位）；出院後經過 10	天左右，因不繼
續服藥，病毒可能滋生夠一定的量，分佈到了
咽部，才被檢測出來。這個階段，可以稱作病
毒的「再次潛伏期」。如果推理成立，出院後
應該繼續服藥調理 3-4 周。由於患者出院後回
到當地醫院隔離觀察，應該不存在再感染問題。
所以第二種可能性比較大。

3	新冠病毒肺炎的治療對策

	 病毒（疫毒）隨運氣中的濕寒而侵入人體，
隨人體的體質和基礎病而呈現出濕化、寒化、
燥化、熱化及其產生相應的濕、寒、燥、熱等
症狀。治療上應根據病情變化的症狀特點來辨
證，處方用藥，或可適當採用中西醫協作治療；
對於沒有症狀的感染者，也要根據體質辨證來
處方調治，以消除病毒，杜絕傳播；對於復陽
問題，提示核酸檢測轉陰出院後，仍需服藥調
理 21-28 天，以徹底清除病毒，避免復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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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病毒瘟疫給全球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
化。有人形容瘟疫猶如一次世界大戰，重創了
全球經濟體系，但是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一次
深刻反思、整頓和重組的機會。可以預見瘟疫
以後全世界的形勢將會發生巨大的轉變，人類
意識會由對物質的追求轉為更加重視生命。瘟
疫顯示目前的主流醫學是被動醫學，被動醫學
是要等疾病發生後才能作出反應。我們期待主

動醫學的出現，主動醫學的特點是能夠隨時適
應外界環境的變化而作出迅速的反應。由於環
境污染和社會的不穩定性增加，可以預見未來
各種疾病和瘟疫可能更頻繁地出現。若是醫學
能從被動醫學進化至主動醫學，將會減少瘟疫
對經濟及社會的傷害。

	 西方已經有人提出需要重新界定新冠瘟疫前

新冠狀病毒後的中醫新範式
香港	秦鴻	中醫師

華夏中醫文化環球行組委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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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冠瘟疫後為兩個不同的時代，以	BC	來代
表瘟疫前的世界，AD	為瘟疫後的世界。BC	和	
AD	兩個時代主要分別是什麼呢？雖然現在還
不能確定，變化肯定巨大，最有可能的是人類
世界觀的改變，從唯物機械觀向宇宙生命觀的
轉變，更有可能的是創新一種主動醫學來代替
目前的被動醫學範式。

	 唯物機械世界觀認為宇宙是物質組成的機械
裝置，生命也是機器，人類生存的目標主要是
追求財富及物質享受。宇宙生命觀則認識到宇
宙萬物都是在宇宙創造過程中湧現出來的，生
命是一個不斷創造過程，生命的價值在於可以
不斷的創新來適應外界的變化。未來的人類價
值將會更重視生命的價值，一個能鼓動生命創
新的醫學才符合主動醫學的要求。

	 眾所周知，中國傳統文化是生命文化。《易
經》的核心價值就是變化，儒釋道三家都強調
生命的演化。經典中醫藥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
精粹，秉承了傳統文化時空演化的特點。中醫
強調陰陽平衡，就秉承了《中庸》“致中和，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 " 致中和 " 之學。萬
物隨著時間不斷的變化，衹要陰陽平衡，生命
就能不斷的創新。中醫遵守了陰陽平衡原則，
強調衹要經常與外界保持整體動態陰陽平衡，
人體就能維持最強的自我修復力，長期保有高
效的免疫功能。

	 當今世界秩序是由西方文化創造的。過往數
百年來西方科學技術的發展帶動了三次工業革
命，由此而影響了全世界，隨之而來的是科學
實證主義滲透到各個領域。這股思潮可謂所向
披靡，影響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由於
過去近百年，中國深受科學實證主義影響，傳
統文化被拋棄，這股思潮也影響到了中醫的發
展，中醫的天人相應觀被離棄，陰陽五行被錯
誤認為是玄學的觀念。沒有了道、陰陽、五行、
經絡的 " 中醫學 "，非但失去了民族文化特色，
也失去了按自身規律來發展的話語權。以這一
次新冠病毒瘟疫的治療為例，雖然中國用中醫
方法取得了巨大成效，衹是因為話語權操諸別
人手上，中醫卓著的抗新冠病毒瘟疫的成績未
能被世界普遍承認。

	 科學實證主義曾經給世界帶來經濟的飛速發
展，但是經濟發展也付出昂貴的代價。這個代
價就是：當科學淩駕於大自然之上，淩駕於人
性之上，科學必然會給大自然，給人性帶來不
同程度的傷害。中國雖然經濟和科學力量發達

了，但是也造成了人性道德的墮落。大自然生
態環境的破壞和人性的破壞造成了近年來全世
界各種瘟疫的流行，各種大規模的自然災害頻
頻發生。

	 中醫雖然在近百年來經過了實証科學的改
造，卻無法改變中醫本具的，以信息科學為特
點的望、聞、問、切診斷和辨證論治的治療法
則。通過幾千年來中醫成功抗瘟疫的臨床經驗
總結出來的經方，都是在陰陽五行和四氣五味
的經典中醫藥學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陰陽
五行和四气五味的理論，雖不被實証科學理解
和接受，卻具有宇宙信息編碼特點，這是實證
科學無法改變的。正是因為保留了中葯處方和
針灸背後的整套宇宙生命觀，才獲得了中醫藥
抗新冠病毒瘟疫的成功。

	 中西文化最大的不同是宇宙觀的不同，在西
方人看來宇宙大自然並沒有生命，而中國傳統
文化卻認為整個宇宙大自然和生命是一體的，
是不可分的生命共同體。中藥之所以有效是因
為，用上了中藥就等於引入了宇宙大自然的創
造秩序，大自然創造秩序引來了生命創造力。
這股創造力比任何科學技術強大得多，所以在
這一次新冠病毒性瘟疫的較量中，中醫贏了絕
非偶然巧合。

	 中國在這次抗疫過程一開始也是以西醫為
主的，衹是因為療效不佳，才轉為以中醫為主
的中西醫合作治療。縱觀全球，西方國家一如
既往採用了基於實驗主義的科學的西醫治療方
法。中國雖採用了以中醫為主的治療方法，同
時也有用西醫方法治療作療效對比，結果是中
醫以不到西醫	10% 的資源，卻成功的用中醫及
中西醫協作的治療方案處理了超過 90% 以上
的病人。雖然疫情還沒有最後結束，從總體趨
勢來看，可以肯定中醫已經獲勝。在未來肯定
會引起全世界各種文化，對於這次瘟疫中醫對
比西醫治療的總結和對各種治病方案的重新評
價。

	 兩種不同的醫學卻帶來如此巨大的分別，深
層次的原因並不是中藥和西藥的分別，而是中
醫藥和西醫藥背後有兩種完全不同的世界觀和
科學體系。建立在科學實證主義之上的西醫，
對疾病強調的是以實證為依據，試圖做到精准
的對抗性治療。強調用科學技術控制和消滅疾
病。這種建立在純物質基礎之上的主流醫學，
撇除了人主觀思想、情感、意識，甚至還撇除
了二十世紀以來，包括相對論、量子科學、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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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醫藥命途多舛的原因

	 關心中醫藥近代發展的人都知道，近百年來
中醫藥的歷程是艱苦的，就算是在她的發源地
仍屢受歧視和摧殘。要了解其背後的真正原因，
應把問題放到民族和文化的層面去思考和剖
析，就會顯示出中醫藥的近代命運，實與中華
民族和中國文化的同期命運息息相關。當清末
外國入侵者的堅船利炮，轟得國人頭昏腦亂時，
大家都忘了火藥是中國發明的，也忘了明代鄭
和的威武船艦。不立足於自己的智慧，自己的
文化去驅除外侮，反而歸究拋棄自己的傳統文
化，是注定要嚐悲慘苦果，而令親者痛仇者快。
可惜近百年來，國人卻以科學及其他理由，來
摧殘自己的文化。何曾想到中國為全球之精華，
人數最多，開化最早，有輝煌的文明 ( 包括科
學 )。迨至外化入侵，又只知其科學萬能，而急
欲倣效。於是盡將原有傳統文化棄而不顧，概
以他國之是效。他人之文化愈入，本來之文化
愈消，自有之文化愈消，他人之勢力愈逞，釀
成國未滅而文教已滅，國未亡而精粹已亡，陷
國家民族於苦境。明乎中國文化為中醫藥之根，

當傳統思想文化受離棄摧殘時，無根之中醫藥
又豈能獨免厄運。然而烏雲是不能永遠把太陽
遮住的，中華文化與中醫藥的光輝在廿一世紀
將如旭日東升。

中醫藥復興與文化自信

	 廿一世紀是中華文化與中醫藥復興的新時
代，國人應團結起來朝着這個偉大的目標而努
力。每個人都知道團結就是力量的道理，但不
一定知道這個團結的力量須本於自強。若對自
己的傳統，自己的文化，自己的醫藥體系失去
自信，沒有自尊則何能自強？故國人在新時代
都應有文化三自︰自信、自尊、自強。《易經》
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故齊自強
必可早日振興中華文化，必可成中醫藥之大事
業。明白了文化自信自強的重要性，還需要探
究中醫藥齊自強的方向與步驟，「繼承不泥古，
創新不離宗」乃中醫藥自強之十字真言。蓋中
醫藥首重繼承，五千多年來古聖傑輩出，略舉
大者如︰漢·張仲景、唐·孫思邈、明·李時
珍、明·張介賓諸賢之哲理經驗，若非虛心鑽

中醫藥復興與文化自信
楊顯榮教授

MCMIA 創會董事

前香港中文大學中藥研究中心主任

前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研究所創所所長

雜性科學、信息科學和宇宙科學等等的當代科
學。

	 機械唯物主義強調確定性，宇宙中的一切事
物，包括人類的生命都是機器，將生命分割為
局部的實體所組成。人成為機器般按照十九世
紀的物理學定律運行而已。與此不同的是，建
立在天人相應觀上的中醫，強調生命是隨著宇
宙創造而不斷的發展、不斷演化、不斷更新過
程。生命背後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網絡。中醫的
這套理論雖然已經歷數千年，卻和二十世紀以
來的前沿科學觀念相應。當代科學中的宇宙科
學和量子信息學，能夠對應中醫天人相應和生
命一元化生觀念。按照這些理論，中醫從不科
學變成科學，中醫治療從不可理解，變成可以
理解：中醫治療不管是中藥還是針灸，都在無
形中引入了宇宙創造力，為生命創造新的和諧
有序，各種疾病都在生命的自癒力恢復過程中
減輕或消除症狀。中醫治未病理念與西醫對抗

醫學相比，中醫是用最小的代價獲得生命最大
的利益。所以我們可以展望新冠病毒瘟疫後的
世界秩序將會由基於新的生命理性思維取代舊
的科學實證思維。

	 小結：近代世界秩序是十八世紀以來西方
工業革命所導致的科學實證主義的產物。西醫
是對抗手段為主的醫學，中醫則是數千年來以
宇宙生命一體觀建立起來的，天人整體動態和
諧的醫學，是大自然生命理性的產物。這一次
新冠病毒瘟疫的流行，實際上可視作中西文化
孰優孰劣的比較。從中醫取得了的巨大優勢，
可以預期未來的世界將會以宇宙生命理性為主
導，從而建立新時代的中醫範式。中國文化有
容乃大，中醫可以包容西方科學，我們的當務
之急是應該重新組合和編寫整套基於經典中醫
學的新時代中醫藥科學體系。廿一世紀是中華
民族和中醫藥復興的新時代，大家應要努力把
握這個新時代的大	好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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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戳力承傳，又豈可言於醫道。然於鑽研承
傳中，應要避免泥古，尤其是泥於表象，及中
醫藥的「象」。今賢陳立夫說︰「中醫藥乃數、
理、象之醫學；而西醫藥乃數、理、化之醫學」。
「象」、「化」一字之別而發展為兩種不同的
醫學。考中醫藥之「象」，存著隱微機理，必
須善於相互驗證，彼此滲透，才能弄清它的玄
妙。故研習中醫藥者，須用心精微，從中醫藥
之「象」尋思妙理，求索古人之睿智，以達得
意而忘象的境界，以免困於泥古且陷古人於不
義。至於「創新不離宗」，中醫藥應要在繼承
的基礎上進行現代化及創新。故此必須吸取現
代知識的養料來繼承壯大，包括當代自然科學
及生命醫藥科學的精粹。但要注意的是應本於
中醫藥而利用當代科學來發展，不要被西醫藥
科學的概念來左右中醫藥的發展。此外，特別
要重視「不離宗」的問題。中藥之宗在中醫藥，
脫離中醫藥體系，中藥則難以發揮它的最大效
用；中醫藥之根在中國文化，脫離中國文化，
中醫藥將毫無生氣，淪為醫療技術。

	 中醫藥乃中國文化重要部份，其陰陽五行，
整體觀，天人合人等觀念學說皆源於中國文化，
不諳中國文化則無以窺中醫藥之奧微。證諸歷
代大醫藥家，如南北朝·陶弘景、東晉·葛洪、
漢·張仲景、唐·孫思邈、明·李時珍，莫不
精通中國文化與醫道，實亦「儒」亦「醫」，
亦「道」亦「醫」者。故此，若要醫道無所滯
礙，達至善美之境，必須本於中國文化而精通
中醫藥學理，掌握其技藝；還要旁通人文、社
會及自然各門學問，俾能處理和解決為達至天、
地、人三層面整體動態和諧所面對諸問題。蓋
中醫藥與中國文化皆「致中和」之學也註。更須

明白中醫藥源於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源於天地
之啟示，即所謂「天道」，繼而將人間的道理
( 即「人道」) 與天道配合。中醫藥本於中國文
化之「天人合一」道理，認為人道和天道是一
致的，人道 ( 中醫藥 ) 須效法天道，才能達至完
美境界。這個道理在《黃帝內經》說得很好︰
「善言天者，必驗於人；善言古者，必驗於今；
善言氣者，必彰於物；善言應者，同天地之化；
善言化言變者，通神明之理」。故中醫藥視人
體為小宇宙 ( 人道 )，天地為大宇宙 ( 天道 )。
小宇宙的正常運行 ( 健康狀態 ) 是跟天道的運行
( 普遍動態和諧 ) 道理並無二致。此乃中醫藥與
中國文化共有之特性。

小結

	 中醫藥是一個具「理、法、方、藥」的博
大精深的醫療體系。「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念
是中醫的世界觀；「辨證論治」是中醫的方法
論原則；「致中和」整體動態和諧是中醫的目
的；「治未病」是中醫的至高理念和境界。中
醫的「扶正祛邪」原則和「治未病」理念不但
能用於治病，更能達致防病、保健、養生的效
益。中醫藥不單有科學內涵，更有真實世界的
數據 (RWD) 和證據 (RWE)，發揮其精奧時更可
促進當代科學的發展。有志之士應循「繼承不
泥古、創新不離宗」的途徑來齊自強。更應本
於中國文化，體現「天人合一」道理，從「天
道」學習「人道」，以臻醫術與醫德的真善美。
則「德」、「能」兼具的中醫藥，必然導至中
醫藥與中華文化的復興，而興旺發達的中醫藥
與中華文化將為全人類的福祉作出無可限量的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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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醫私人診所林立，為市民方便就醫，
為香港的中醫藥發展作出了較大的貢獻，同時
亦是香港中醫服務的一大特色。

	 香港回歸後，隨著中醫藥事業的發展，港人
對中醫藥的認識不斷加深，對中醫藥的需求日
益增長。特區政府制訂頌佈了《中醫藥發展條
例》，確定了中醫法定的專業地位，註冊中醫
師能夠簽發病假紙，設立註冊中醫師進修機制，
中成藥必須註冊，特區政府現正積極籌辦具有
400 張病床的香港中醫醫院等，無疑促進了中
醫藥事業在港健康有序的發展。

	 彈指一揮間，轉眼間東華三院在香港提供中
醫藥服務已有一個半世紀，而發揮中醫特色，
發展中醫專科建設即將進入第二十個年頭，回
首過去，我們充滿信心，東華的中醫發展現正
呈現朝氣蓬勃的生機。

一、	繼承創新，探索經驗

	 廣華醫院、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藥臨床研究服
務中心率先成立於 2001 年 10 月，從此東華的
中醫服務和發展掀開了新的一頁，進入了新的
里程，從中醫普通科門診服務進入集中醫醫療、
教學、科研三位一體的中醫專科門診服務。
	 開辦之初，在港發展中醫專科門診沒有現成
經驗，我們摸著石頭過河，參考了國內外中醫
院的成功經驗，結合了香港西醫醫院運作模式，
東華最早自行設計制作了行之有效的〝中醫醫
療資訊系統〞，全中心實現電腦操作，病歷無
紙張運作，從預約登記、診症、護士評估、配
藥、藥物管理、風險管理等均實現電腦運作管

理。並設立自助收費系統等，統一使用國家制
定的中醫臨床診療術語治法標準，中醫病症診
斷療效標準等，統一了中醫診治疾病的規範化
和科學化。隨著發展，系統又新增了風險管理
的元素，例如輸入藥物配伍的禁忌資料、藥物
的副作用、用量標準等，促進了臨床醫師、配
藥人員的風險管理意識，其後又新增了網上預
約、手機流動應用程式等功能，大大方便了患
者的求醫程序，醫療資訊系統不斷完善。

二、	發揮中醫專科優勢

	 中醫專科是中醫藥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悠
久的歷史，中醫各科有大量的文獻，豐富的臨
床經驗，也隱藏著不少〝絕招和絕技〞，隨著
現代人疾病譜的變化，為適應市民需求，不斷
拓寛中醫藥治療疾病的陣地，增設了不少的中
醫專病科。目前科目設有內科、婦科、針灸科、
推拿科、皮膚科、腦病科、心血管科、呼吸科、
內分泌科、腎病科、腫瘤科、風濕科、脾胃科、
兒科、老年病科、情志病科、乳腺病科等。本
中心成立以來，這些專病科深受市民的歡迎及
愛戴，門診就診人次不斷遞增，由原來的日門
診量 300-400 人次，增至 500-600 人次；多年
來積累了不少疑難病、專科疾病療效顯著的成
功個案，亦受到院內西醫同事的讚譽，例如糖
尿病、糖尿足、不孕不育症、月經病、脾胃病、
濕疹、中風後遺症、哮喘等取得較好療效。頸
椎病、腰間盤突出、面癱、三叉神經痛等痛症，
經針灸或推拿非藥物治療，取得較好療效。腫
瘤病經中醫藥治療後在延長生命，舒緩不適症
狀，改善生存質素起到重要作用。中醫藥強大
的生命力，就在於其有顯著的臨床療效。

發揮中醫優勢	促進中醫發展
廣華醫院—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藥臨床研究服務中心

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 - 香港浸會大學王李名珍中醫藥臨床研究服務中心

東華三院王澤森中西醫藥治療中心

中心主任	李捍東教授

二零二零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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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目前是國醫大師禢國維教授的〝全國
中醫學術流派傳承工作室〞建設單位，嶺南皮
膚病流派傳承工作室，香港東華三院工作站；
亦是中國針灸學會針灸標準示範基地建設單
位。另外，東華三院還設有〝國醫大師劉敏如
教授工作室〞、〝名老中醫趙景芳教授傳承工
作室〞及東華三院中醫臨床 ( 遠程視像 ) 培訓計
劃等項目。

	 東華三院作為香港中醫服務的翹楚，於
2009 年率先在本港推行「治未病」預防保健服
務，成立了東華三院王澤森上醫館，為市民提
供高質素、個體化的治未病中西醫預防保健服
務，上醫館開設了五個門診部，其中通過體質
辨識門診，取得了數據，分析了 3000 多例香港
人的體質情況。並在本港較早地開展了〝三伏〞
天灸療法。
	 我們為市民提供了近 20 種的藥膳湯料；3
種保健茶包；還研發了中藥膏方。

三、	培訓中醫藥專門人才

	 中心作為中醫藥教學基地，長期致力於培養
本港中醫藥人才作出貢獻，亦是東華三院成立
中醫藥科研中心主要目的之一。據不完全統計，
東華已培養中醫藥大學或本港中醫學院畢業的
年輕中醫師 205 人，這些年輕中醫師已逐步培
養成材，有不少人現已成為臨床的主要骨幹力
量，為本港中醫發展注入新生力量；接受了培
訓本港中醫學院中醫本科、研究生實習 281 人；
培養本港中藥專業實習 113 人。

	四、	開展中醫臨床科研

	 多年來，中心得到廣華醫院、西醫同事以及
中文大學的支持和合作下，聯合開展中醫藥臨
床研究，已開展的中醫藥科研課題 20 多項。有
的課題為臨床醫師及西醫同事提供了可靠的治
療數據及經驗。例如，與廣華骨科合作〝中西
醫結合治療糖尿足〞的研究，結果顯示中西醫
結合治療嚴重感染糖尿足比單純西醫治療傷口
愈合得好，37 例其中 35 例進行保肢手術，只
有 2 例須進行截肢手術，顯示在保肢方面較得
良好效應。兒科〝針灸治療兒童鼻敏感的雙盲
隨機對照臨床試驗〞，結果顯示針灸能減低鼻
敏感症狀及增加無症狀天數。其研究結果刊登
於世界權威雜誌《美國兒科學會》( 兒童期刊 )。
2003 年在〝非典〞期間，本中心中醫師聯同廣
華西醫及廣東省兩位教授，開展中西醫結合治
療嚴重急性〝非典〞病人48例分析，結果顯示，
不僅提高了治療效果，改善了病人不適症狀，

而且縮短了住院天數，減少了類固醇服用劑量，
並提示中醫藥介入治療在時間上越早越好。

五、	開展中西醫合作

	 東華三院於 2006 年率先在廣華醫院成立了
〝東華三院王澤森中西醫藥治療中心〞，為西
醫住院病人提供中醫藥治療服務，融合中西醫
醫療作業。在開展初期，首先在外科、婦科病
房試行運作，並推出助醫計劃，鼓勵多點住院
病人選用此服務。2011 年起為使中西醫結合治
療住院病人工作做得更好，更規範，東華在廣
華醫院成立了東華三院中西醫結合團隊，由廣
華醫院各西醫部門及中醫部門代表組成，同時
與北京協和醫院中醫科合作，委任中醫科主任
梁曉春教授作榮譽顧問。其後中西醫結合治療
的科室擴展至內科、老人科、外科、婦科、兒
科、腦外科、骨科，含蓋有 30 多個病種。特別
在婦科多種疾病，如孕後不適、流產先兆、腹
痛、出血、胎水少、產後不適如胎盤組織滯留
及乳腺病等，以及骨科的糖尿足病的中西醫治
療取得效好療效。自服務開始至今，中西醫結
合服務人次約 1 萬。目前東華的中西醫結合治
療中心有 5 間。

	 我們亦開展了多項中西醫結合會診服務，在
東華三院王澤森中西醫藥治療中心開展的中西
醫會診服務有痛症科、乳腺科、腫瘤科，自服
務開始至今，接受中西醫會診病人超過 2000 人
次。

中西醫結合治療的開展，發揮中西醫所長，做
到揚長避短，優勢互補，其目的是提高臨床療
效，讓更多的病患者受益，使疾病早日康復。

六、	展望未來

•	 積極探索符合香港特色的中醫專科人才培訓	
	 計劃，不斷增設市民需求的中醫專病科。
•	 繼續開展中西醫結合住院服務及會診服務，	
	 並以病人得益為最大前提，為住院病人的中	
	 西醫結合治療模式不斷完善、深化、探索經驗。
•	 廣華醫院重建後開設以中醫中藥為主體治療	
	 的中醫病房。
•	 不斷完整優化〝中醫醫療資訊系統〞，使之	
	 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
•	 東華將積極配合特區政府籌辦香港中醫醫		
	 院，我們力爭為辦好中醫醫院貢獻力量。
	 回顧近二十年來中醫專科專病的發展歷程，
以及中西醫結合所取得的成績，展望未來任重
而道遠，我們相信及期望中醫藥事業在港能得
到更好的發揚光大。



130 131

	 博愛醫院自一九一九年創立至今，在董事局
的領導和支持下，本院中醫服務持續拓展，至
今共有三十九個服務單位，包括四間中醫教研
中心、一間針灸專科中心、五間綜合中醫專科
診所、二十部流動醫療車、五部專科醫療車、
一間社區中醫診所、一間社區健康中心 ( 戒煙
計劃 ) 及中醫文化養生館，服務範圍涵蓋香港、
九龍、新界及離島超過 170 個服務地點。本院
致力為市民大眾提供專業可靠的中醫藥服務，
預計本年度服務人次將超越六十萬，當中近七
成病人接受醫藥優惠，切實滿足弱勢社群的需要。

	 本院與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合作，於
2019-20 年度成功完成「溫針灸治療跟痛症」
的科研及培訓項目，進一步加強博愛的科研人
才培訓。同時，腹針治療頸痛的科研論文成功
通過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的專家評審，獲邀在
2019 土耳其國際針灸學術大會作專題演講，肯
定了博愛的科研水平，藉以促進中醫藥的科學
化和標準化，拓展中醫業的發展空間及認受性，
提升博愛中醫在業界的影響力。

	 博愛醫院－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	針灸專科
中心（銅鑼灣）於二零一二年投入服務，為配

合銅鑼灣區的上班人士需求，並特別延長服務
時間至晚上八時。中心設有獨立診室及治療室，
私隱度高，環境舒適，設施完備。除提供一般
中醫內科、針灸科及骨傷科治療外，亦提供艾
灸、拔罐、耳穴、刮痧等門診服務。

	 本院流動醫療車自 2006 年開辦至今超過十
年時間，以收費低廉、服務專業和方便快捷的
特點，深受基層市民的歡迎。有見及此，本院
進一步優化流動醫療車服務，在維持中醫基本
服務的基礎上，以中醫優勢病種和特色治療方
法為核心，依托資深醫師團隊，在香港首創流
動中醫專科診所服務，提升博愛中醫的專業形
象，探索中醫專科化發展路向。至今已發展成
配備34部醫療車的團隊，服務地點超過150個，
深入港九新界不同社區，為基層巿民提供便捷、
到點的中醫中藥、針灸診療等服務，切實回應
巿民對中醫服務的需求，並得到社會各界和地
區團體的支持和肯定。

CMS-13：董事局吳錦青百年主席率領博愛訪問團，拜訪國家中
醫藥管理局，並與于文明局長合照。

CMS-01：博愛中醫遠赴土耳其出席國際針灸學術大會並作專題演講。

CMS-01：博愛中醫遠赴土耳其出席國際針灸學術大會並作專題
演講。

CMS-06：本院五部專科醫療車，為巿民提供專病專治的診療服務。

博愛中醫立足基層，匯聚賢能，銳意發展
博愛醫院中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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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大灣區戒煙項目

	 博愛醫院的中醫針灸戒煙服務自 2010 開展
至今已經十年，累積超過一萬名受惠人士，提
供近十萬人次的免費中醫針灸戒煙服務，效果
良好。二零一九年獲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及廣東
省中醫藥局的支持，將本院中醫戒煙項目引進
大灣區，由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深
圳市中醫院與博愛醫院共同合作，啟動大灣區
中醫戒煙多中心科研合作計劃。該合作項目將
採用經典的戒煙貼為對照組，驗證中醫針灸和
耳穴的戒煙效果，同時監測戒煙過程的生化指
標，觀察戒煙對人體的影響以及對公共衛生的
效益，項目預計 2 年內完成，目標為進一步完
善博愛的中醫戒煙方案，將博愛十年的中醫戒
煙經驗伸延至大灣區，提升博愛在中醫藥界別
的發展和專業形象，及支持大灣區的中醫藥合
作與發展。

CMS-07：博愛董事局吳錦青百年主席、簡陳擷霞副主席及李柏
成副主席，率領博愛中醫團隊，到深圳巿中醫院，就大灣區戒煙
項目進行交流。

前言

	 香港中醫業於1997年前一直未有系統發展，
一般只由民間組織或非牟利機構提供臨床服
務，同時亦無完善監管制度。但隨著回歸後對
中醫藥業的重視及規管，中醫藥業的發展一日
千里及受到大眾肯定。近年來中醫的發展是多
方面的，包括政策、監管制度、專上教育、科
研、中醫診所、中醫專科發展等範疇。
	

政策、監管制度

	 1997 年前中醫藥僅被視為香港傳統文化習
俗的一部分，然而中醫藥在香港民間的廣泛應
用，中醫藥的發展逐漸被受關注。香港政府於
1989 年 8 月成立了中醫藥工作小組，檢討香港
中醫的執業情況，以及中醫藥在本港的使用情
況。根據中醫藥工作小組的建議，港府在 1995
年 4 月成立了香港中醫藥發展籌備委員會。經
過 4 年統計調查，籌委會建議港府設立法定組
織，以規管中醫的執業及中藥的使用和銷售；
提議開辦全日制中醫藥高等教育課程；並以循
序漸進的方式，將中醫藥納入香港的醫療體系。

	 回歸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使基本法，其中第
138 條列明了中醫藥未來發展的政策方向：「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發展中西醫藥和促
進醫療衞生服務的政策。社會團體和私人可依
法提供各種醫療衞生服務。」中醫藥在港的應

用終具法律基礎及保障。
	
	 在立法會通過《中醫藥條例》的基礎下，香
港特區政府於 1999 年 9 月成立香港中醫藥管理
委員會，負責實施各項中醫中藥的規管措施。
其職能涵蓋中醫註冊、考核、持續進修，以及
紀律事宜；中藥商領牌、中藥商監管及中成藥
註冊事宜。正式確立了對中醫中藥的規管制度，
對香港中醫藥發展奠定穩健基礎。

	 香港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推動中醫藥業發展，
於 2013 年 2 月成立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分別
就中醫服務，中藥產業，培訓，科研及方面，
協助政府謀劃中醫藥在港的長遠發展方向。特
區政府在 2014 年及 2016 施政報告中，分別提
出及確定將預留一幅在將軍澳的土地作興建中
醫醫院。2015 年施政報告則公佈將會籌備由衞
生署管理的中藥檢測中心，專責中藥檢測科研，
為中藥安全、品質及檢測方法建立參考標準。
至今已完成包括 299 種中藥研究結果和標準的
9 冊《香港中藥材標準》。2018 年施政報告中，
行政長官宣布在全港 18 區的中醫教研中心，
為合資格的香港居民提供政府資助中醫門診服
務，將中醫藥納入本港醫療系統。該項措施已
於 2020 年第一季落實，每年提供 60 萬個中醫
門診配額。報告同時設立了一筆 5 億專項基金，
以促進往後的中醫藥發展。

回顧香港中醫在回歸以來的發展
仁濟醫院中醫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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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上教育

	 從前中醫執業並無規管亦未被納入正規的醫
療保健體系，香港的中醫藥教育也從未被納入
香港的大學教育系統，香港的中醫教育機構只
能到商業部去註冊登記。當時中醫教育形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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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中醫藥工作小組中期報告書中建議
成立一所正規的全日制培訓學院，作為發展傳
統中醫藥的長遠目標。為配合中醫藥條例 ( 第
549 章 ) 之中醫註冊制度，香港浸會大學､香港
大學丶香港中文大學先後成立中醫藥學院，開
辦了全日制中醫學士學位課程，培訓出本港新
一代註冊中醫師，為中醫藥在香港的傳承和發
揚培養了大量人才。

	 香港浸會大學是香港首間由大學教育資助
委員會（教資會）資助開辦中醫及中藥本科全
日制課程的高等院校。1998 年開辦的中醫學學
士及生物醫學理學士 ( 榮譽 ) 雙學位課程，從
1996 年開始籌辦，1998 年秋季正式收生。是全
港首個全日制中醫學學位課程，成為本港有史
以來首次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批准開辦的中
醫高等教育課程，標誌著中醫藥教育納入了香
港的正規高等教育系統。其後浸會大學中醫藥
學院又於 2001 年創辦香港首個及唯一由教資會
資助的中藥學學士 ( 榮譽 ) 學位課程。香港大學
中醫藥學院 1998 年成立，早期開辦兼讀制教育
為主的中醫證書、文憑課程。學院於 2002 年重
組，在大學校內設立院址並開辦全日制中醫全
科學士課程。培育具備深厚中醫理論和基本生
物醫學科學知識，掌握實際臨床診斷技能和具
有開拓創造精神的中醫專業人才，適合香港地
區中醫藥發展需求，並為香港市民提供優質中
醫醫療服務。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自 1998 年
成立至今，一直以培育高質素的中醫臨床人才
為宗旨，至今已培育出逾千名中醫畢業生，為
香港中醫藥事業持續發展出一分力。

	 除了本科學士課程，各大中醫藥學院亦開辦
了多專業的碩士和博士課程 ,	旨在為本地培養
更高級的中醫藥臨床和科研人才。
	

科研

	 特區政府大力扶持中醫藥臨床研究，主要研
究基金包括：香港食物及衛生局成立的醫療衛
生研究基金（HMRF）、香港研究資助局設立
的研究基金、香港創新科技署設立管理的創新
及科技基金（ITF）等。近十多年來，中醫藥
類別研發項目的資助金額總體呈上升趨勢。截

止到 2016 總共資助中醫藥類別研發項目 97 個，
HMRF	基金資助的中醫藥研究項目總數為 70
項，總金額超過 2 億港幣。

	 香港的高等院校是香港中醫藥科研的主力，
美國	Bioinformedicine	Service	推出了一份名
為《中國兩岸四地中醫藥類院系的國際學術論
文表現 (2013-2017 年 )》的名單。在所有接受
調查的院系中，位列品質指標榜單的前三高校
院系依次為：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香港
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北京中醫藥大學。其中，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問鼎品質榜單榜首。
這是香港中醫藥科研成果的充分肯定。

	 2014 年 9 月，香港中醫藥臨床研究中心
（CMCS），於在香港浸會大學成立。其目標
是根據傳統中醫藥的特點，依託循證醫學的理
論體系，開展“循證中醫藥“的現代化規範研
究，包括中醫藥臨床研究的方案設計、臨床研
究的實施、臨床研究的系統評價及 Meta 分析
等，也建立優良臨床研究報告規範，這樣很好
促使確有成效的中醫藥臨床治療手段成為臨床
實踐指南的一個部分，將中心發展成為香港開
展中醫藥臨床研究的重要平臺，並為多學科專
業人士提供臨床及臨床基礎研究的技術支援。	
此外 2016 年 12 月 15 日，	中國臨床試驗註冊
中心香港中心正式成立。它是中國臨床試驗註
冊中心的一個功能實體，主要宗旨是臨床試驗
方法學及相關領域的研究、培訓和推廣。
	

中醫診所發展

	 香港立法會於 1999 年 7 月通過了《中醫藥
條例草案》，1999 年 9 月依法成立了《香港中
醫藥管理委員會》，制定並實施了香港中醫藥
規管措施和安全保證措施，香港的中醫藥事業
由此走上了高速發展的道路，既有廣大市民接
受，又有了法理基礎和組織管理。	

	 中醫師的培養教育和十八區中醫教研中心的
建立是香港中醫藥事業的標誌性發展。特區政
府為了促進中醫藥的發展，考慮逐步將中醫藥
服務納入公共醫療體系，其中重要一步是在全
香港十八個行政區的每一個區成立一所由醫管
局、非政府機構和本地大學的三方合作的中醫
教研中心（診所），從 2003 年到 2014 年間全
部完成，為本地中醫學位課程畢業生提供實習
培訓，為廣大市民提供優質的中醫服務，現已
每年診症數以百萬計人次。

	 仁濟醫院董事局榮幸地參與了香港中醫發
展，分別在 2003 年、2007 年、2009 年負責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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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荃灣區、葵青區、深水埗區的三間中醫教研
中心，突出了診所的針灸科、皮膚科、腫瘤科、
呼吸科及腎科的中醫專科特色，在地區樹立了
口碑。

	 中醫的服務漸為普及，不少巿民在接受西醫
治療時，也會選擇中醫，小病如患上感冒，先
就診西醫，然後再看中醫調理；大病如癌症接
受化療時，同步選擇中醫紓緩抗癌治療副作用。
因此，中西醫之間的溝通是重要的，中西醫治
療各有所長，如何協作 ? 如何避免同時服用中
西藥物引起的不良反應 ? 這些都是需要探討的
課題。

	 特區政府於 2013 年施政報告訂立中醫發展
路向，包括鼓勵中西醫結合治療；擴大中醫藥
在公營醫療系統的角色；以及設立中醫住院服
務等。為配合政府方針，醫院局理局於 2014 年
9 月開展了首階段的中西醫協作先導計劃，為
中西醫之間的合作創建了良好的平台，時至今
日，計劃已進行到第三階段。此計劃是醫院管
理局透過與三方協作的中醫教研中心合作，根
據中醫及西醫專家組成的工作小組所訂下的臨
床方案，於指定醫院為合資格的住院病人提供
中醫治療服務。

	 計劃是以病種劃分，包括了中風、癌症紓緩
治療以及肩頸下腰痛三個病種。仁濟醫院 - 香
港浸會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 ( 葵青區 ) 亦參
與了癌症紓緩治療的部分。中醫教研中心與瑪
嘉烈醫院腫瘤科合作，通過主診西醫及中醫師
共同商討的治療方案，以紓緩晚期癌症患者疼
痛、疲勞、便秘、食慾不振、失眠、氣促以及
淋巴水腫的症狀。計劃不單促進了中西醫的溝
通，教研中心更與瑪嘉烈醫院腫瘤科在醫管局
中醫部的資助下進行了「針灸紓緩大腸癌患者
化療引起周圍神經病變」的臨床研究。

	 先導計劃除提供中醫住院服務，以汲取相關
經驗作為中醫院營運模式的參考外，也有助促
進中醫的培訓以及專科化的發展。
	

中醫專科發展

	 自 2003 年起，特區政府為促進中醫藥發
展，始為本地中醫藥學位課程畢業生提供實習
培訓，醫院管理局與大學及非政府組織合作，
至 2014 年完成在全港 18 區設立中醫教研中心。
醫院管理局提供政策支持和財政補貼，大學協
助教學與科研，非政府組織負責診所營運。各
區教研中心採用多種渠道引進中醫藥專才，建
立各具特色的中醫專科優勢，有利於求診者找

尋合適的醫師來診治，有力提升了醫療質素和
服務能力，三方協作的中醫教研中心每年就診
人次超過 15 萬。

	 醫學分科愈來愈細，為了提升香港中醫的專
業水平，給公眾提供高質素的中醫藥服務，有
必要向中醫專科方向發展。除了中醫特色明顯
的針灸和骨傷外，中醫內科可再設立消化、泌
尿、腫瘤、風濕痺症等專科，推動中醫向專科
化發展，讓中醫師可以選擇感興趣的專科作系
統性持續進修，盡快提高專業水平，將極大提
升中醫師的專業地位。

	 推行中醫藥專科服務是香港中醫藥發展方
向。	2014 年香港中醫專科發展工作組成立，工
作組旨在團結香港中醫學界及業界，希望能在
香港已有的中醫醫療體制之上，建立一套中醫
專科制度及推動中醫專科資格認定的機制。目
前工作組中已設立的3個專科小組分別為內科、
針灸和骨傷，在此框架基礎上再探討設立其他
科別的可行性。中醫專科制度正式設立後，不
僅可以滿足中醫師的深造晉升，提高中醫學術
水平，並能為未來香港中醫院的專科建設做好
人才籌備，而中醫院和中醫專科進修學院的建
成將為中醫藥發展翻開新的篇章，進一步促進
中醫專科化發展。
	

加強合作，共創未來	

	 中醫藥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直被
用作預防、治療疾病以及保健作用，為人類健
康作出重大貢獻。中醫藥在香港有廣泛的民眾
基礎，回歸後社會對中醫藥的發展越趨關注，
對傳統醫藥需求越趨增加，加上中國內地強而
有力的支持，尤其近年的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圈，
深化了中醫藥產業合作，建立了中醫藥國際認
證標準等，令大家優勢互補，發展空間越趨廣
大。

	 為推動中醫藥業的發展，香港積極參與國際
交流，承辦或主辦國際學術交流會議等。例如
香港貿易發展局每年均舉辦「國際現代化中醫
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為中醫藥業界
提供大型國際性交流與合作的貿易平台；香港
註冊中醫學會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主辦的「國
際中醫藥香港高峰論壇」，逾 1,200 名中醫及
業內人士出席活動，將香港中醫藥的發展推向
更高台階。

	 香港的中醫藥是國際中醫藥的一個重要組成
部分，香港是面向世界的窗口和走向世界的橋
樑，我們相信希通過各界的齊心協力，香港的
中醫藥的未來必將更加輝煌，更加燦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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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MCMIA) 由	2000	

年創辦至今已經有二十個年頭，見證著中醫藥

業界蓬勃發展，包括香港註冊中醫的考牌和進

修制度，殊不簡單。

	 執筆之際，適逢政府於 2020 年 5 月上旬公

布中醫院營運權首輪預審結果，仁愛堂很榮幸

成為四間批出預審資格機構的其中一員。事關

重大，仁愛堂第四十一屆董事局於同月授權，

落實參與下一階段競投中醫院營運權。在董事

局的支持下，本堂迅速於 5 月 15 日成立「競投

中醫院項目辦事處」，廣邀中西醫專業體系、

公私營機構、中醫藥界別等不同持份者擔任項

目顧問，並邀得劉少懷醫生擔任項目總監。

	 這個消息不但令仁愛堂同工興奮不已，同時

亦感謝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林志秀教授加入

專家小組，一起聆聽各持份者的聲音，本堂希

望不負所望，作為一道橋樑實現香港市民對首

間中醫院的願景。

	 仁愛堂自	30	年代開始建立中醫診所，贈醫

施藥，展開救貧賑災的工作，發展至今已設有

超過	160	個服務單位，致力為市民提供優質的

社會福利、教育、醫療、康體、環保及社會企

業等多元化服務，而中醫服務一直是本堂重點

發展項目之一。

	 本堂跟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理念相近，深

明中醫是中國悠久文化的寶藏，其養生保健、

提倡預防疾病理念應是全民醫療系統的重要一

環，因此本堂規劃的中醫院將會以雙向溝通、

互相尊重、連接合作的思維，透過不同重點項

目，	包括為長期慢性病及在康復中進程中有複

雜病症，因而有住院及會診需要，以中醫的治

療手段，並作多方共同配合，提供標準化的專

科中醫治療；為晚期癌症病人，提供中醫藥的

痛症處理，並配合西醫治療、護理及康復手段，

以緩減徵狀和病人痛楚；成立中醫科研團隊有

系統地收集病例和服務成大數據，分析最有效

的治療方案及對中醫診療的需求；與香港醫療

健康專職界別共同推廣健康生活模式及預防醫

學，以實踐中醫「上工治未病」的精神，尤其

針對有季節性的流行病徵病狀；為未來中醫學

科發展及教育，成為培訓人才之基地，從而強

化中醫、西醫、各界專業互動，達到以中醫為

主、西醫協作的住院醫療服務。

	 仁愛堂深感本堂及其他餘三間機構於籌備競

投中醫院營運權過程將是中醫藥發展的重要里

程碑，冀憑藉本堂在業界多年來的豐富知識及

寶貴經驗，合力為中醫院營運服務投標工作而

努力，在提供策略性規劃及建議過程中，促進

中醫藥的發展和進步。

註﹕政府向 4 間機構批出將軍澳中醫醫院（中醫醫院）營運服務

投標資格預審，包括仁愛堂、東華三院、香港浸會大學和博愛醫

院

仁愛堂對香港首間中醫醫院的展望
仁愛堂醫療服務科

仁愛堂競投中醫醫院工作會議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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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源起

	 於 1994 年參與福幼的「復康計劃」，先後
在廣州市 ( 兒童 ) 福利院和廣州市殘疾人安養院
開展「兒童綜合康復培訓計劃」。

	 有關「腦病」和「肢體弱能」的臨床症狀，
古時稱「五軟」和「五遲」，歷代醫家都認為
主要都是有關頭，項，手，足，肌肉，言語的
健康問題；《黃帝內經·靈樞·海論》：“髓
海不足，則 ...... 脛痿眩冒”，明確指出五軟與
腦髓不足，精氣虧虛有關，有關腦病臨床常主
要可分為先天和後天兩大類，例如：先天肢體
弱能、語言和學習能力障礙，和後天因疾病、
機能衰退、或意外導致記憶力持續衰退等表現。

二、	腦病、肢體弱能症狀

	 現今香港與西方的醫療體系接軌，有關腦
病、肢體弱能、痙攣，及語遲等的兒童，一經
確診都可以納入香港政府的醫療體制內，常見
患者在康復期間，都需要長期藥物治療和接受
各種入侵性手術，而隨著患者的年齡增長，體
質長期受藥物的影響，會增加不同程度的併發
症，或相關的病變，嚴重影響患者體質，和家
庭生活質素。

三、	腦病的治療「黃金時機」

很多研究認為患者越早實現腦功能重建，效果
越顯著，所以 0~1 歲是治療黃金期，1~3 歲是

次黃金期 [ 註 6]，建議及時就醫，雖然大多數
腦病和肢體弱能的兒童的肌肉張力障礙是無法
根治，但由於 0~3 歲是腦部發育的黃金時間，
在中國的多數 0~1 歲患兒接受康復醫學康復訓
練後，可達到了正常孩子的水平。

一般幼兒 3 個月抬頭，6 個月會坐，7~8 個月後
會爬，患者頭軟，項軟，手軟，腳軟，肌肉軟
等狀況：

（1）	頭、頸項	-	神情呆滯或表情異常，視覺追
踪遲緩，或過度興奮、驚跳、易哭等。
（2）	口軟	- 或出現吸吮吞嚥困難，或節律性地
吐舌動作。
（3）	手軟	-	超過 3 個月拇指內收只會握拳，爬
行時只以上肢手活動。
（4）	足軟	–	肢體自主活動少、動作僵硬，下
肢沒有伸屈交替運動，偶發性和常規性的癲癇
問題，是一種不自主、持續性肌肉收縮引起的
扭曲、重複運動或姿勢異常的綜合表徵。
（5）	肉軟	-	不隨意運動型腦癱是最常見的病
因，兒童的身體結構具有不成熟性及發育性的
定義、評估和治療同樣有異於成人。

四、	歷代醫家對五軟、五遲的

治則與治療手段

	 有關腦病、肢體弱能、痙攣，語遲等，與中
醫的五軟、五硬、五遲的症狀相若。
◆		元·曹世榮《活幼心書·五軟》良由父精不足，
母血素衰而得⋯
◆		明·魯伯嗣	《嬰童百問》卷之三，五軟第
二十六問	-	屬性：五軟者，頭軟、項軟、手軟、
腳軟、肌肉軟是也。
◆		明·薛鎧·《保嬰撮要》“	五軟者，頭項手
足肉口是也。夫頭軟者臟腑骨脈皆虛，諸陽之
氣不足也。乃天柱骨弱，腎主骨，足少陰太陽
經虛也。

五、	中醫康復護理和治療手段

香港醫療系統與傳統中醫的防治醫療手段：

香港中醫教育發展願景

-	實踐腦病與肢體弱能的義診和中醫普及與年輕化
醫道惠民醫館創辦人：黃天賜中醫師

1994 年參與福幼的「復康計劃」，先後在廣州市 ( 兒童 ) 福利院

和廣州市殘疾人安養院開展「兒童綜合康復培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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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中醫臨床教學培訓基地與天使行動

	 「醫道惠民醫館」秉承香港傳統中醫文化精
神，全力支持「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與「香
港中醫骨傷學會」共同成立的【中醫臨床教學
培訓基地】，延續及發展中華醫藥文化在疼痛
治療和治未病的優勢。並透過天使行動義診計
劃，提供中醫臨床的實踐機會予年輕中醫。

	 「天使行動」是醫道惠民醫館（非牟利機
構）為 0 歲到 25 歲患有五軟、五硬、五遲的腦
病、肢體弱能的患者提供的免費中醫復康義診
服務。

目的：

	 1.	提供腦病中醫復康義診服務	-	在中醫「治
未病」的基礙，以強化患者體質為目標，為患
者提供一個預防「入侵性手術」的復康治療選
擇，同時為社會的醫療費作出貢獻。

	 2.	實踐中醫治未病的優勢	-	透過簡易的疲勞
管理，培訓患者和家人如何成為的守護天使。
教育患者及早發現和及早面對	-	把握腦病和肢
體弱能的「黃金復康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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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行動」案例一

姓：張，女，17 歲
【初診】2019	-	02-	13
【診斷】陽氣虛衰，神情呆滯、厭食、厭水、
便結、四肢曲伸不利、五軟、流涎、脊椎側彎，
腦、胸肋有腫瘤，腎鈣化瘤，左腳有骨折接駁
手術。
【治則】先以脾胃為主，俱用補中益氣湯，以
滋化源。
〔七針八穴〕- 每星期針灸 1~2 次，改善下身關
節血液循環。
【進展 1	】：脊椎側彎治療方案
				1.	〔脊椎疲勞管理〕-	每天早晚「藥用按摩」
華陀夾脊 1 次，
				2.〔倒掛三維牽引復位法〕每星期 2~3 次

【進展 2	】：調理脾胃，固本培元
（1）主穴：中脘、下脘、
輔穴：水分（小便少）、商曲、
左滑肉門（清熱解毒）、上風濕點
天樞、大橫、石門（便結）
（2）引氣歸元：中脘、下脘、氣海、關元
（3）腹四關：滑肉門、外陵
（4）調脾氣：大橫

治療前 2018/12/15																												治療後 2019/01/13			

【進展 3】：骨正筋柔，氣血以流
【倒掛三維牽引復位法】
Reverse	3-dimensional	traction	reseting
研發者：黃天賜	教授	2018/12

	 人體脊椎的生理運動，和脊椎的耦合運動
(Coupled	Motion) 機制，都受到三維（冠狀面、
矢狀面、水平面）等空間的影響 ( 下圖 )，在治
療腦病殘障兒童的臨床上，發現一般的脊椎和
骨盆復位法對於（1）長期處於痙攣狀態的腦病
患者，（2）長期固定坐在輪椅上的肢體弱能患
者，（3）患有骨質疏鬆的脊椎側彎患者，顯得
有不足之處。

	 倒掛三維牽引復位法」是本人參照《黃帝內
經·素問·生氣通天論》“骨正筋柔，氣血以流”
而研發，透過反地心引力的倒掛姿態。（1）分
別可以令脊椎間隙、骨盆間隙、或胝髂關節的
緊縮，自然地形成上下的拉力，（2）同時可擴
大椎管內的緩沖空間，增加椎間隙等，（3）從
而可輕易地進行一次性的三維牽引、達到曲伸、
旋轉、推按等的效果，實現了三維的同步牽引，
同時可輕易地分離黏連的組織，改善椎管的內
環境，與古籍《醫宗金鑑·正骨心法要訣》所
論述：“若脊筋隴起，骨縫必錯，則成傴僂之形，
當先揉筋，令其和軟，再按其骨，徐徐合縫，
背膂始直”的慨念有異曲同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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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障礙：下肢無力，出入以輪椅代步⋯

「天使行動」案例二

姓：徐，男，24 歲
【初診】2019/9/17
【診斷】腰脊側彎、流清涎、語不暢、肩活動
障礙、腰盆發育較細。
【腰、腳軟】「七針八穴」：秩邊、環跳、承筋、
承山、大都，和陽陵泉透陰陵泉為主，加風市。
【扶陽正氣】參考：明·薛鎧·《保嬰撮要》
王肯堂《證治準繩·幼科》	清·《醫宗金鑑·
正骨心法要訣》及《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
要訣》【發力心法】參考：清《太極拳體表》
其根在腳，發於腿，主宰於腰，形於指。

學行架：原先的身左傾，左右擺、碎步踢腳，有明顯改善

【進展】：2019/10/11
【疲勞管理】每天由家人負責的疲勞管理，應
診八次針灸治療，和【倒掛三維牽引復位】【七
針八穴】加委中腰脊側彎、流清涎、說話、肩
活動障礙等，都有明顯改善；站立較前直而有
力，肌肉較前鬆。能自行從卧位下床。

清《醫宗金鑑》

倒掛三維牽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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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數年升浪後需要尋找出路

	 香港中藥業是個歷史悠久的行業。雖然行業
從業員的人數不少，也有一些香港甚至國際有
名的老品牌，過去一直未有受到太多社會關注，
給人一點停滯不前的感覺。直至 2000 年後，
隨著中醫中藥逐漸被香港大眾接受，自由行開
通下中國旅客來港數量大增及大陸鄰近城市居
民對港貨的需要逐年增長的帶動下，香港中藥
業普遍迎來一浪長達十年的上升期，直接帶動
了中藥生產、批發及零售等領域的發展。到了
2010 年代後期，這發展動力顯然轉弱。2020 年
初的一場世界疫情更令整個行業所有人措手不
及。每個行業中人都意識到需要尋找更多出路。

透過跨境電商中藥准入中國大陸市場

帶來的新契機

	 隨著電商滲透率在中國的大幅提高，保健品
的電商渠道也迎來了爆發式增長。電商的主要
渠道分為境內電商、跨境電商和代購。其中境
內電商約佔線上渠道的 60%；境外渠道分為跨
境電商平台和私人代購，其中私人代購約佔渠
道的 24%，跨境電商平台佔 16%。隨著跨境電
商渠道的不斷擴大，與代購相比，跨境電商平
台更為安全規範，能夠提供更全面的商品選擇。
可以預期，跨境電商將成為海外品牌進入中國
市場的首選。這也給香港中藥及保健產品提供
了一個進入中國這個既龐大又高門檻的市場的
簡易途徑。

	 一直以來，中成藥或保健品的銷售不管是藥
店、直銷、會銷，還是電商，形式不同但核心
都是基於產品銷售。然而，線上的客戶類型，
消費習慣及供應鏈與線下的大有不同。因此僅
僅將產品從線下搬到線上出售而仍然把重心放
在產品銷售上的這個傳統思路將不能充分把握
這正要如日方中的銷售渠道帶來的機遇。這些
差異到底是什麼？保健品線上銷售渠道的特性
又是什麼？我們怎樣才能適應這新渠道？筆者
相信這等問題是力求生存及發展的行業經營者
都需要回答的問題。

中國市場

	 文化背景使然，中國毫無疑問是中成藥的最
大市場。對保健品來說，儘管中國市場規模近
幾年來急升，中國保健品的人均消費量，仍然

大幅度低於發達國家。2018 年，中國保健人均
保健品消費支出為 30 美元。而澳大利亞的人均
保健品支出達到 222 美元，美國達到 219 美元，
日韓也分別達到了 156 和 115 美元。一項調查
顯示，2019 年，七成以上中國消費者月均保健
品支出超過百元，其中支出 200-500 的消費者
佔比最大，達到 24.6%。由此可見，隨著消費
健康意識的不斷增強，中國消費正在逐漸養成
定期消費保健品的習慣，中國保健品市場具有
巨大的增長潛力。

	 在市場日益擴大的同時，調研顯示超過六成
的國內消費者不相信保健品的廣告宣傳。超過
四成的消費者認為國外保健品更好。監管制度
缺失，企業良莠不齊，假劣產品充斥，對整體
行業雖然是個危機，但對國外的品牌商可能是
個商機。我們可以從國外奶粉，港產藥品食品
深受國民歡迎得到啟示。

需要回答的問題：你的產品是否迎合中國市場？
跟國內同類產品有何區別？產品品質和價格適
合國內消費者水準嗎？

消費人群

	 線上和線下消費者對品類的偏好存在明顯的
差距。線下保健品市場以中老年人為主力的，
主要是用於滿足中老年人健康養身需求的蛋白
粉、鈣、維生素、清腸類商品。而線上消費者
對保健品的需要明顯跟外表有關，主打調理腸
道功能和體重管理的膳食纖維和酵素。天貓國
際熱度上升最快的保健品都屬於滿足變美需求
的產品。2017 年 7 月到 2018 年 6 月，在天貓
國際購買膠原蛋白的消費者數量是兩年前的 2.8
倍。

需要回答的問題：你的產品會受年輕女性歡迎
嗎？你的宣傳會接觸到目標的消費群體嗎？

產品品類

	 傳統中草藥保健品在中國擁有巨大的群眾基
礎。2019 年對國內網民的一項調查顯示，功效
是購買保健品最大的驅動因素，其次為品牌和
價格，因此產品功效的選擇對保健品的成功最
關重要。另一項調查中發現，57.8% 的消費者
將食補作為首選的保健方式，同時將中醫調理
作為首選的消費者也佔到 14.6%。

隨著電商的興起，香港中藥及保健品業需要回答的幾個問題
朱家榮博士	（高級副總裁—中藥，雅各臣科研製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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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市場的另一個重要趨勢則是保健品零食
化。好吃、易服用、無負擔的保健品零食，例
如維生素軟糖，益生菌果凍都深受 90 後消費者
歡迎。2017 年 -2018 年，天貓國際 90/95 後在
零食態保健品的消費金額增長了 473%。零食態
保健品市場可以說是線上保健品消費者一個不
容忽視的增長點。

需要回答的問題：國內年輕消費群會喜歡你的
中藥保健產品的口味，包裝及品牌嗎？

直銷 DNA

	 線上下渠道中，直銷是保健品最大的銷售
渠道。在 2018 年，線下渠道在保健品銷售中
的比例為 68.1%，其中直銷佔 47.3%，藥店佔
18.3%，超市佔 2.5%。雖然近年來直銷受到電
商渠道和監管加強的衝擊，但直銷依然在保健
品依舊扮演重要的角色。這一套直銷邏輯，其
實和現在備受關注的社交電商，私域流量形式
一脈相傳，通過熟人網路和社會信任，對產品
進行大規模推廣，在節省行銷費用，增加消費
者黏性的同時，通過去除中間商，降低價格來
回饋消費者和直銷代表。隨著政府對保健品監
管的日益加強，直銷牌照申請的門檻提高甚至
停止接受申請，客觀上促進了直銷渠道的收縮，
同時也促進了直銷行業的規範化及網路化。

需要回答的問題：你的產品具備直銷 DNA 嗎 ?

新國貨潮

	 當所有行業都陷入紅海競爭之際，新國貨品

牌異軍突起，它們無論是市場地位與份額都在
紛紛崛起提升，5 月 10 日是更被列為天貓的中
國品牌日，規模僅次於天貓 618 和雙 11，1 萬
個國貨品牌將集中首發新品、眾多老字型集體
開淘寶直播。在這波新國貨消費浪潮中，新生
代消費者的積極性也明顯高於前輩。淘寶天貓
資料顯示，90 後的人均國貨消費金額達到 5307
元，位居第一。

	 隨著國潮養身的興起和傳統文化的復興，傳
統中草藥本來已是一個極具潛力的賽道，再加
上新國貨潮的背書，香港的中藥品牌在激烈的
競爭中享有多一分優勢。

需要回答的問題：你的產品能趕上新國貨的班
車嗎 ?

結語

	 中藥及保健品市場龐大，百貨百客，從來都
沒有一個必贏的經營方程式，每家公司、每個
產品都可以有它們獨特的成功及生存之道。電
商的興起，也不過是時代進步所衍生出來的一
個現象。只是，線上銷售渠道讓市場發生變化
及消費者的需求精細化。強調追求產品的覆蓋
面過於大而全而缺乏精細化的市場營運是無法
滿足這批新生代消費者日益精細化的需求。相
反，產品精細化及年輕化將會是香港中藥及保
健品的拓展方向。對產品經營者而言，除了產
品設計上需要切合新渠道要求外，公司的銷售
與市場隊伍加大數位化，培養數位化人才也是
一個重要的方向。

傳承啟始

	 回首六七十年代的社會，一般家庭並不富
裕，很多婦女因為營養不足，身體虛弱，手脚
冰冷，導致中醫所謂氣血兩虛。因此，當時市
場上湧現很多針對婦女保健的中成藥產品，如
白鳳丸、姑嫂丸、天喜丸、蘇合丸等等，林林
總總，百花齊放。

	 多年來白鳳丸也是以丸劑為主，包括市場上
的大蜜丸與水蜜丸，早期的大丸部分更是以蠟
殼保存，金漆封印，包裝矜貴。直至七十年代，

香港社會開始盛行塑膠製品，產品就改以塑料
包裝，一方面易於保存，外觀也更大方美觀。

	 當時的傳統中成藥，一般都披著神秘面紗，
什麽葫蘆賣什麽藥，確然不知。大部分中成藥
包裝上的成分表也未必準確，可能是某些廠商
故意偏差，避免同行抄襲。基於一般舊式華人
社會缺乏完善的醫療制度，民間大多依賴中藥
或中成藥作為保健或治療，故此市場上擁有一
群中藥支持者，令多個經典品牌歷久不衰。

	 港英政府管治期間，中醫藥並未受監控，會

從傳統到現代：一個產品的研發
余仁生		胡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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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中成藥質量良莠不齊的情況。隨著社會漸
漸進步，中成藥的品質功效開始受到質疑，例
如怎樣證明中成藥的功效，如何證明其品質符
合標準等，在香港回歸前後就有提出中藥科學
化與中藥現代化的題目，希望提升中醫藥的現
況，為行業尋求突破及改變。

天然為本，科研為證

	 在九十年代後期，通過創新及科技基金的支
助，余仁生與香港中文大學合力研究傳統方劑
「余仁生白鳳丸」的藥理機制，是從科學角度
印證余仁生白鳳丸的功能主治。

	 對一間傳統公司來說，是項合作充滿挑戰
性。第一，	對當時經濟環境來說，研究經費十
分龐大。第二，企業需要公開大量資料給科研
機構，例如處方、原料採集、製造方法等機密
資料，引起極大爭議。最後，由團隊高層決定
投入此項科研項目。歷時三年，終於完成了包
括中藥化學，分析藥理實驗等的研究與相關報
告的發表，突破性地以科學的語言去具體詮釋
了余仁生白鳳丸的七大功效及其藥理效果，例
如：如何產生類似雌激素活動及調節卵巢荷爾
蒙雌激素及黃體酮的原理，以及如何治療經痛
等功能。同時，也開發了另一個針對更年期婦
女的新產品延采白鳳丸。

	 當時，可以說是一個中藥從傳統到現代化抽
絲剝繭的具體例子，也體現了余仁生朝著天然
為本，科研為證的理念發展。當然，自此之後，
不少業界企業亦通過相關科技基金，與不同大
學科研機構合作，對日後中醫藥發展起了強心
針的作用。	

中醫藥發展的轉捩點

	 2003年，香港迎來另一個突如其來的挑戰，
爆發了非典型肺炎 (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SARS)。一場香港共同對抗的病毒戰役！當時，	
除了一般市民，香港前綫醫護人員亦受到感染。
有見及此，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藥研究院誠邀余
仁生製造抗毒補肺丸及抗毒補肺湯，除了提供
產品予前綫醫護人員服用，亦同時進行統計研
究，了解其藥理效果，其後更將有關產品推廣
普及至大眾市民。

	 非典對於香港中醫藥發展可謂其中一個轉捩
點︰	一、	令公衆對中醫藥的成效加深了認識，	
二、	對中西醫綜合治療增加了信心，	三、	針
對西醫難以治療的病症，更多市民會開始考慮

使用中藥。

	 無可否認，香港的中醫藥經非典一役後，發
展加速，一站式中醫診所開始在香港盛行，	中
成藥註冊亦開始發展成熟，中醫藥的研究及藥
物臨床研究亦平行地發展，迎接中醫藥的另一
個高峰期。		

香港製造，信心保證

	 非典後，特區政府積極發展自由行。也因
此，令更多旅客有機會認識到香港的中成藥，
對他們而言，「香港製造」就等同金漆招牌，
這期間造就了不少中成藥企業的發展。同時，
香港特區政府亦推行了香港中成藥生產質量管
理規範指引 (GMP) 的相關政策。由 2006 年初
的四至五間中成藥 GMP 藥廠 , 發展到目前約
二十間，可以了解到有關企業對中成藥品質規
範的重視。

	 回到有關余仁生白鳳丸的故事，從傳統的製
劑通過科學研究的發展，以科學角度分析其功
能及背後的藥理效果後，就要開始市場推廣及
市場策略佈局。在發展或計劃產品開發時，顧
客的意見反饋尤其重要，企業會藉著推行有系
統的顧客調查與焦點小組 (Focus	Group) 找出
產品發展的方向與策略。

	 余仁生在集思廣益後，決定以提取濃縮膠囊
劑型改良傳統丸劑劑型。一般丸劑服用量較大，
藥味偏重，不易被普羅大衆接受。倘若改為濃
縮膠囊劑型，服用量相對減低，既能遮蓋藥味，
其生物利用度也相對提高，亦是中成藥另一種
現代化的發展。

	 不過，另外一個問題產生了，究竟要吃多少
顆膠囊才相等於傳統水蜜丸的劑量呢？用數學
理論計算，還是用藥理實驗計算？經過多番討
論後，團隊還是決定使用藥理實驗計算服用量。
雖然費用相對高，但抱著天然為本，科研為證
的宗旨，藥理實驗是不可取締的。所以，最後
仍是進行了一連串的藥理實驗，計算丸劑與膠
囊劑的服用量換算，白鳳膠囊亦就此以中成藥
註冊證明書 (HKC) 身分誕生。

	 今年適逢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成立二十
周年，藉此跟大家分享傳統中成藥白鳳丸在這
二十年的蛻變。相信隨著科技與社會的不斷進
步，我們會更期待未來的突破發展，請拭目以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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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

ICMCM 2002 - 2008

首屆 ICMCM 開幕禮 主禮嘉賓鳴鼓

2005 年
ICMCM 開幕禮主禮嘉賓剪綵

2006 年
ICMCM 開幕禮主禮嘉賓剪綵

2007 年
ICMCM 開幕禮主禮嘉賓剪綵

2008 年
ICMCM 開幕禮主禮嘉賓剪綵

2003 年
ICMCM 開幕禮主禮嘉賓剪綵

2004 年
ICMCM 開幕禮主禮嘉賓剪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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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

ICMCM 2009 - 2014

2010 年
ICMCM 開幕禮主禮嘉賓剪綵

2011 年
ICMCM 開幕禮主禮嘉賓剪綵

2014 年
ICMCM 開幕禮主禮嘉賓剪綵

2013 年
ICMCM 開幕禮主禮嘉賓剪綵

2012 年
ICMCM 開幕禮主禮嘉賓剪綵

2009 年
ICMCM 開幕禮主禮嘉賓剪綵



144 145

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

ICMCM 2015

ICMCM 開幕禮主禮嘉賓剪綵 

主題演講 北京大學醫學部中西醫結合學系主任
韓晶岩教授

ICMCM 總裁論壇及交流午宴 

ICMCM 展覽館 ICMCM 歡迎晚宴

主禮嘉賓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副局長
于文明教授

主題演講 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主任
果德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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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會議

ICMCM 2016

ICMCM 開幕禮主禮嘉賓剪綵

主題演講 Dr. Burt Kroes, 
Medicines Evaluation Board, Netherlands 

ICMCM 總裁論壇及交流午宴 

ICMCM 會議 ICMCM 歡迎晚宴

主禮及主講嘉賓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國際合作司司長
王笑頻女士 

主題演講 香港貿易發展局研究副總監
邱麗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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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會議

ICMCM 2017

ICMCM 開幕禮主禮嘉賓剪綵 

主題演講 國際標准化組織中醫藥技術委員會副主席
沈遠東教授

ICMCM 總裁論壇及交流午宴 

ICMCM 會議 ICMCM 歡迎晚宴

主禮嘉賓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國際合作司司長 
王笑頻女士 

主題演講  暨南大學藥學院名譽院長及
中藥及天然藥物研究所所長

姚新生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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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會議

ICMCM 2018

ICMCM 開幕禮主禮嘉賓剪綵 

主題演講 聖彼德堡大學
丘裡洛夫博士

主題演講 美國生藥學會前會長
Edward Kennelly 教授 

ICMCM 會議 ICMCM 歡迎晚宴

主禮嘉賓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陳肇始教授

與 ICMCM 2018 會議聯席主席馮奕斌博士合照 

主題演講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副院長及
講座教授 趙中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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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會議

ICMCM 2019

ICMCM 開幕禮主禮嘉賓剪綵 

ICMCM 嘉賓合照 講者交流午宴 

ICMCM 會議 ICMCM 歡迎晚宴

主禮及主講嘉賓
 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註冊管理司副司長 

楊勝先生 

主題演講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
副院長及副教授（教育）馮奕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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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MIA 對外交流

2019.01.04 
MCMIA 與寧夏代表團會面

2019.04.25 
MCMIA 與韶關市貿促會代表團會面

2017.10.20 
MCMIA 組織考察團參觀「廣州康和藥廠」 

2018.05.19-22 
MCMIA 組織

「香港中醫藥界訪問杭州天台商貿交流團」. 

2015.07.30 
MCMIA 與北京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代表會面 

2016.01.06 
MCMIA 與雲南省普洱市代表團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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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MIA 活動

2015.09.22 
MCMIA 主辦「香港中成藥註冊之品質標準專題

講座暨香港中成藥註冊之檢測技術交流會」

2016.01.16 
MCMIA 舉行會員大會暨

「國家十三五及一帶一路」研討會

2017.04.20 
MCMIA 聯同十六個團體舉辦「香港中醫藥條例」

修訂研討會

2018.03.06 
MCMIA 舉行「戊戌年新春茶聚」

2019.02.26 
MCMIA 舉行「己亥年新春茶聚」

2017.12.05 
MCMIA 聯同「香港中醫藥條例研究委員會」成員

與衞生署代表會面

2016.12.14 
MCMIA 主辦「香港中成藥註冊之品質標準專題
講座 II 暨香港中成藥註冊之檢測技術交流會 II」

2017.02.23 
MCMIA 舉行「丁酉年新春茶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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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基金活動

MCMIA Foundation

贊助舉辦三次「職業座談會」 支持 Health Expo 2016 - 2019 

捐贈防疫口罩予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捐贈防疫口罩予中大中西醫結合醫學研究所

捐贈防疫口罩予香港執業中醫師 贊助中醫捐贈抗疫湯包

捐贈防疫口罩予香港十八區中醫診所 捐贈防疫口罩予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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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食品營養健康產業聯盟籌備會」
暨「天然健康產品發展機遇與挑戰」座談會

聯盟主席
原廣東省衛健委巡視員彭煒教授

聯盟主席、粵港澳三方主席、聯盟副主席與嘉賓 國家衛健委食品司食品處
徐嬌 處長

參加聯盟成立大會的港方嘉賓與
聯盟主席、港方主席

聯盟召集人楊國晉出席生產力局集思匯
「大健康產業 - 香港保健食品及中成藥在

大灣區的機遇與發展」諮詢會

與會領導、嘉賓、代表 聯盟粵方主席
中山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營養學教授
廣東省營養學會理事長凌文華教授

粵港澳大灣區食品營養健康產業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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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國際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2005 港澳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2006 港澳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2009 港澳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2010 港澳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第七屆國際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2011)  第八屆國際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2012)  

2007 港澳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2008 港澳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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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第九屆國際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2013)  第十屆國際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2014)  

第十三屆國際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2017) 第十四屆國際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2018) 

第十四屆國際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2018)
「天江杯李時珍青年優秀論文獎」

第十五屆國際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2019) 

第十一屆國際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2015) 第十二屆國際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 (2016) 































香港九龍尖東加連威老道98號東海商業中心2樓
2/F., East Ocean Centre, 98 Granville Road, Tsim Sha Tsui East, Kowloon, Hong Kong

香港九龍尖沙咀東部加連威老道98號東海商業中心2樓
2/F., East Ocean Centre, 98 Granville Road, Tsim Sha Tsui East, Kowloon, Hong Kong





























恭 賀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二十週年誌慶

匯聚業界精英
弘揚中醫中藥

保和堂製藥有限公司
顏培增 致意

恭 賀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二十週年誌慶

匯聚業界精英
弘揚中醫中藥

保和堂製藥有限公司
顏培增 致意

慶 祝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成立二十週年誌慶

凝聚精英
承傳國粹

慶 祝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成立二十週年誌慶

凝聚精英
承傳國粹

致意





恭 賀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成立二十週年誌慶

新和環球有限公司
捷成藥業(香港)有限公司

致 意

恭 賀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成立二十週年誌慶

黃偉亮 致意

恭 賀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成立二十週年誌慶

黃偉亮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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