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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去年8月在港舉行的第十屆國際中醫藥會議
（ICMCM Conference），香港檢測和認證局 「推動
中藥行業檢測和認證服務小組」 召集人賴福明醫生，
發表了題為《推動中藥行業的檢測和認證服務》的演
說，以下為其演說內容：

年香港於推動中藥檢測和認證服務具備的發展機遇，
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香港作為一個中藥市場

和貿易中心並擁有優良的檢測技術。香港於 2010 年中成藥
及中藥材的進口分別為8.2億及20億港元，轉口為3.3億及
8.6億港元。2010年本地製造中成藥出口亦達13億港元。此
外，自 2003 年起，測試報告成為中成藥註冊的其中一項要
求；而在中藥材方面，香港正建立《香港中藥材標準》。

兩大優勢造就機遇
其二是中藥產品由於缺乏容易和有效的方法去顯示產品

的質量，故此容易出現造假、摻雜其他成份、漂染、受污染
、處理不當等問題。由於消費者往往未能辨別優質產品，擁
有優質產品的商人亦不能獲取產品應有的價值，故此市場對
利用檢測和認證去確保中藥產品質量方面有很大的需求。

香港既然是中西薈萃的國際大都會，毗鄰內地這個主要
的中藥出口地，而中成藥註冊要求亦已帶動建立優良的檢測
技術。這些優勢，加上中藥市場本身的問題，為中藥檢測和
認證，特別是有關中藥眞偽測試和認證方面，帶來了新商機。

推動中藥行業檢測和認證服務小組於 2010 年成立，成
員來自檢測和認證業、中藥業界、學術界、相關公營機構和
政府部門，為持份者提供平台以發展、推廣新的中藥檢測和
認證服務。小組工作重點包括：

港標檢測提升本地品牌
發展新的中藥產品的檢測和認證計劃，如中藥材真偽測

試、產品認證計劃：衛生署制訂的《香港中藥材標準》（港
標）現包括了 60 種中藥材，將在 2012 年擴展至約 200 種。
對於預先包裝中藥的真偽，小組正探討發展按國際標準
ISO Guide 65 and 67的產品認證計劃的可行性。構思
中的產品認證計劃以循序漸進方式，首先按《港標》鑒別中
藥材真偽，然後擴展至中成藥成份鑒別、產地識別及未被納
入《港標》的貴價中藥。中藥產品認證計劃能為檢測和認證
業帶來商機，加強買家和消費者信心，從而增加產品銷量。

加強檢測和認證業的技術能力及推廣實驗所認可服務：
小組透過統籌化驗所間對比研究及聯繫大學開辦短期課程提
升行業的技術水平，鼓勵化驗所取得按《港標》進行真偽測
試的認可資格，同時探討引入新的高價值中藥測試的可行性。

推廣及宣傳中藥產品的檢測和認證服務：透過簡介會／
研討會、參與貿易展覽會、廣告、宣傳稿件等，推廣認可測
試服務給測試實驗所、商人及主要用家。

總括而言，賴福明醫生指出香港檢測和認證局透過同心
協力及建議的策略，推廣中藥行業檢測和認證服務，達致
「香港檢測，香港認證」品牌的願景，從而提升中藥產品的

素質，促進香港及全球中醫中藥的發展。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電】李可中醫藥
學術流派傳承基地一周年義診活動日前在南
方醫院舉行，古中醫派 「掌門」李可在接受
記者採訪時表示，從中醫角度而言，熊膽使
用並不普遍，更多是在遇到急危重症時使用
，並不能用來養生。

痛批假劣中藥材太多
年逾八十的李可談到中藥材時，痛批如

今假劣中藥材太多，冬蟲夏草等藥材的功效
被誇大，價格被拔高。 「源頭都保障不了，
中醫復興也是空談，藥材對中醫發展頗為重
要。」李可強調。

常見的山藥也經常有假，經過硫磺熏蒸
後分量增加了、藥效卻大不如前。四川的附
子用大量的膽巴浸泡後，一兩能變成二兩，
可藥品毒性增強。不僅如此，許多人吃了附
子中毒，也很可能並非藥物本身的問題，而
是因為附子被不當添加了膽巴的成分，才吃
死了人。

冬蟲夏草的作用被誇大，價格也因送禮
而被炒高。目前，冬蟲夏草價格幾乎超過黃
金價。其實根據調查，有的冬蟲夏草以次充
好，甚至將蟲體掰開放入重金屬，這樣每公
斤便能增加重量，吃了反而造成危害。於是
，李可還呼籲民眾對這些較為貴重的藥材，
要持理性的態度。

熊膽多用於急危重症
對於鬧得沸沸揚揚的 「活取熊膽」一事

，李可對此認為，從中醫角度而言，熊膽使
用並不普遍，更多是在遇到急危重症時使用
，並不能用來養生。

李可在中醫界享有極高聲望，被尊稱為
「現代張仲景」。李可從醫 50 多年，診脈

10餘萬人次，擅長用純中醫的方法以重劑救
治心衰、呼吸衰竭等危急重症，其中有案可
查，被西醫下病危通知書者有100餘人。

「中華醫學寶庫蘊藏極富，在救治重危
急症領域有強大的生命力，獨具特色和優勢
。方法簡單易行，安全穩妥，見效快，成功
率高且費用低廉。」李可認為。

有專家認為，中醫是中國延續上千年的
醫療文化，不過，在西醫的衝擊下，對於中
藥與中醫的質疑也越來越多。最近的 「活熊
取膽」風波，引起海內外的關注，亦從側面

呈現了現代社會裡中藥的一個困境。雖然中
西醫之間爭議不斷，但仍有不少人對中藥持
堅信態度，全世界很多國家也在積極研究中
藥。

推學術流派傳承發展
南方醫院黨委書記林加興表示，傳承基

地系統整理李可老中醫學術、診療技術，將
有助於提高中醫藥防治急危重症的診療水平
，促進中醫藥學術水平的發展。國家中醫藥
管理局副局長李大寧表示，目前，中醫藥的
學術特色與個性化特徵不明顯，原有流派特
色淡化，新的學術流派難以產生，特別是一
些散見於民間的、獨特的學術流派瀕臨失傳
，對包括民間學術流派在內的中醫藥學術流
派加以深入研究提煉、發展創新和推廣應用
，是保持中醫特色、發揮中醫優勢的前提和
保障。

乳腺癌患者
在接受西醫的治
療時，如配合康
復鍛煉可盡快恢
復體能，提高生

活質量，減少乳腺癌
復發轉移的機會。

臨床觀察氣功導引康復功效
「郭林氣功」及 「女性養生導引功」均是一套

適合女性生理及乳房疾病特點的養生保健方法。本
研究擬以隨機對照試驗來觀察這兩種康復鍛煉對乳
腺癌患者身心健康的影響。

研究內容：患者於專業導師指導下學習 「郭林

氣功」或 「女性養生導引功」，為期2個月，每周
2次，每次90分鐘左右。參加培訓的患者將在培訓
前和培訓半年後分別接受問卷調查、肺功能檢查、
微循環測試和血清學腫瘤標誌物檢測。

參加者基本要求：乳腺癌手術後 0-12 個月的
患者；以電話問詢方式，對符合以上基本要求的患
者作進一步篩選。成功被選中的患者將以隨機方法
安排參加 「氣功學習班」或「養生導引功練習班」。

費用：全免
招募日期：由 2012 年 3 月 20 日起，計劃招募

乳腺癌患者200名，額滿即止。
有興趣者可發送電郵至項目負責人陳建萍醫師

sunyzzhy@hku.hk 或致電 2589 0478（劉小姐）
查詢及登記。

位於深圳市高新區虛擬大學園的香港浸會大學深圳研究中
心於日前舉行開幕禮，中心的理學院實驗室和中醫藥學院實驗
室，將開展創新研究及跨學科合作，在應用科技領域研發尖端
知識，為香港、深圳和國家建設提供科研成果。

開展中藥抗炎抗癌研究
校長陳新滋教授表示： 「深圳研究中心集中了理學院和中

醫藥學院科研力量強大的優勢學科，也匯聚了數十名來自香港
及內地的科研精英，他們的研究涉及化學、生物、物理等學科
的交叉領域，也包括中藥檢測鑒定、中藥抗炎與抗癌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能夠進入研究中心工作的學者都是浸大近年來
在研究領域最出色的年輕學者，他們代表了大學創新研究新的
生力軍。」他寄望通過深圳研究中心，浸大能夠加強與深圳市
政府、企業、高校以及其他科研機構的合作，提高大學的科研
實力。

研究中心結出的科研成果將有助解決大氣污染、生命科學
、醫學、能源等方面長期困擾社會的難題。

據台灣 「中央社」報道，高雄
榮民總醫院傳統醫學中心中醫部召
開記者會，發表中醫臨床治療肝硬
化成果，邀請曾姓病患現身說法，
並呼籲酒精傷身，莫貪杯。

曾先生從 7、8 歲就開始跟父
親一起喝酒，20 多歲開始藉助酒
精入眠，從貪杯變成酗酒，甚至將
高粱酒當開水喝，直到前年發現身
體出現變化，腰腹鼓脹如青蛙肚、
眼球由白轉黃、下肢浮腫、小腿易
抽筋等徵兆，前往北部醫院檢查確
診為肝硬化，尋求中醫診治，經過
近1年中藥配方調理，身體異狀明
顯改善。

高雄榮總中醫部醫師邱鎮添表
示，中度至末期肝硬化病患，可能

會出現腹部積水問題，西醫多採取
腹水引流症狀疏解療法，過程讓病
患不舒服，有時反覆引流仍無法有
效改善，中醫草本醫學能徹底調
理病患體，提供根本治愈腹水的
機會。

邱鎮添說，先後開處茵陳五苓
散、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柴胡疏肝
湯、芍藥甘草湯等中醫配方讓曾先
生服用，中藥方劑治療 8 個月後
，經超音波檢查，證實腹水完全
消失。

邱鎮添發現曾先生還有暴瘦與
尿量遽增的問題，高度懷疑罹患糖
尿病，抽血檢驗證實血糖值260以
上，經調整中藥配方後，血糖也獲改
善。

港大招募乳癌患者參與康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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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深圳研究中心開幕 高雄醫院：中醫治肝硬化效佳

慢性胃炎 的 藥膳食療

}
{

宜食
宜食用六大類食物中的各種食物，以獲

得均衡的營養。

忌食
刺激性的食物：咖啡、酒、肉汁、辣椒

、芥末、胡椒等，這些會刺激胃液分泌或是
使胃黏膜受損的食物，應避免食用。（每個
人對食物的反應都有特異性，所以攝取的食
物應該依據個人的不同而加以適當的調整，
毋須完全禁食）。

忌酸性食物：酸度較高的水果，如鳳梨
、柳丁、橘子等。

忌產氣性食物：有些食物容易產氣，使
患者有飽脹感，應避免攝食。

此外，炒飯、烤肉等太硬的食物，年糕
、糉子等糯米類製品，各式甜點、糕餅、油
炸的食物及冰品類食物，常會導致患者的不
適，應留意選擇。

慢性胃炎主要表現為食欲減退、上腹部不適或隱痛、噯氣、泛慢性胃炎主要表現為食欲減退、上腹部不適或隱痛、噯氣、泛
酸、噁心、嘔吐等，並呈持續或反覆發作。在治療慢性胃炎過程中酸、噁心、嘔吐等，並呈持續或反覆發作。在治療慢性胃炎過程中
，針對不同類型用藥（如低酸性的要服胃蛋白酶合劑，多酶片等；疼痛時用普，針對不同類型用藥（如低酸性的要服胃蛋白酶合劑，多酶片等；疼痛時用普
魯本辛等解痙劑；胃黏膜保護藥生胃酮等）外，飲食調養十分重要。魯本辛等解痙劑；胃黏膜保護藥生胃酮等）外，飲食調養十分重要。

慢性胃炎須少量多餐
吃飯要定時定量，進餐要細嚼慢嚥，且心情要放鬆，

飯後略作休息，然後再開始工作。
少量多餐，可以避免胃脹或胃酸過多，胃酸過多可能

會逆留至食道，刺激食道黏膜。除三餐外並於上午、下午
、睡前各加一次點心。

肝氣犯胃證
【臨床表現】胃脘脹滿疼痛，痛及兩脇，飽悶不適，食

後尤甚，遇情志不舒則加劇兼見噁心嘔吐，噯氣吐酸，矢氣
則舒。善太息，舌質暗淡，苔薄白，脈弦。

【施食原則】疏肝和胃，行氣解鬱。

生薑橘皮飲
【配料】生薑、橘皮、橘絡、橘葉各20克。
【做法】將生薑、橘皮、橘絡、橘葉洗淨，入鍋，加水

適量，煎煮30分鐘，去渣取汁即成。
【服法】每日一劑，上、下午分服。
【效用】橘皮、橘絡、橘葉性辛溫味苦，苦能泄能燥，

辛能散，溫能和，對七情所傷者更適宜。本食療方用生薑，
意在增強溫胃散寒之力，故對慢性淺表性胃炎氣鬱兼寒者尤
為適宜。

脾胃虛弱證
【臨床表現】胃脘隱隱作痛，喜溫喜熱，脹滿不適，食

後尤甚，納食減少，知飢不欲食，面色無華，神疲乏力，精
神不振，大便溏，舌質淡胖，苔白或膩，脈緩無力。

【施食原則】健脾益氣，和胃溫中。

黃芪桂草湯
【配料】黃芪 30 克，肉桂 6 克，炙甘草 9 克，大棗 10

克。
【做法】以上四味同入鍋中，加水適量，

煎煮30分鐘。去渣取汁即可。
【服法】上、下午分服。
【效用】黃芪為益氣健脾要藥；肉桂溫脾

胃、散陰寒，為藥食兩用之晶；甘草補脾益氣、緩急止痛。
四味合用，溫胃、散寒、健脾。

胃陰虧虛證
【臨床表現】胃脘疼痛，痛呈灼熱感，多在午後、空腹

時為重，口乾少沫，噯氣乾嘔，納少消瘦，兼見手足心熱
，大便乾結，舌質深紅，無苔或苔花剝，脈細數，或虛數
無力。

【施食原則】滋陰養胃，生津清熱。

麥冬石斛茶
【配料】麥冬10克，石斛6克，綠茶3克。
【做法】將麥冬、石斛共研成粗末，與綠茶一同放入大

杯中用沸水沖泡，加蓋燜10分鐘即成。
【服法】當茶頻頻飲用，一般可沖泡3～5次。
【效用】麥冬、石斛均為養胃陰、調胃氣之佳品。
【服法】早、晚分食。
【效用】麥冬和石斛皆為本食療方的主要材料，具有滋

養胃陰的功效，佐以綠茶，能清熱生津。諸味配用，對胃陰
虛弱或氣陰兩虛所致的淺表性胃炎有效。

□侯平 註冊中醫師
國際藥膳食療學會 會長
世界中聯藥膳食療研究專業委員會 副會長
國家認證食療養生師課程 導師

慢性胃炎食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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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經濟機遇委員會於 2009 年選定檢測和認證為六項

香港具有明顯優勢和發展潛力的產業之一。當時香港檢
測和認證業公私營界別的690間機構共有15700名從業
員，當中，私營檢測和認證機構總業務收益達 86 億港
元。

香港檢測和認證局於 2009 年成立，就檢測和認證
業的整體發展策略向政府提供意見。藉着加強 「香港檢
測，香港認證」品牌，將香港發展為區內的檢測和認證
中心。檢測和認證局於 2010 年訂立以市場為主導的三
年檢測和認證業發展藍圖，希望整體上提升認可服務和
行業生產因素去加強行業的競爭力，以及協助行業在四
個選定行業，即中藥、建築材料、食品及珠寶，取得更
多商機。

近

肉
桂

黃
芪

大棗

甘草

黃
芪
桂
草
湯
有

助
健
脾
和
胃

麥
冬
石
斛
茶
能
清

熱
、
滋
陰
、
養
胃

麥冬

石
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