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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去年以缺乏方向和管理
不善為理由，且無視中醫

藥界及 「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委員的一致反對，取締了 「賽
馬會中藥研究院」，並另立 「中
藥研究及發展委員會」來代替。

「中研院」雖被取締了，但
是中醫藥界對中醫藥研究機構輔
助的一貫需求並未因此而減少。反之，由於中成藥註冊已開始進入對科技
要求更高的階段，業界對科技支援的需求只會更為殷切。但是這類援助未
必一定與大學的使命和職能相符。故此政府應重新考慮成立一家專事支援
中醫藥科學發展和研究的機構（暫稱 「香港中醫藥研究所」）以配合當局
擬在明年成立 「中醫藥發展委員會」的運作。

中成藥註冊門檻難跨越
回歸以來，現時是中藥業界最感憂慮的時期。主要原因是因為中成藥

註冊已完成了安全性審批而進入品質及成效審批階段。對不少企業來說，
這兩個階段的門檻都是難以跨越的。

原因是現行品質審批建基於中成藥與天然藥物在本質上相似的假設上
。所以只要知道方劑內那一個分子為 「活性成份」便可以指定該分子為
「指標成份」來反映或計算出產品的質量及有效期。可是這個假設可能是

一個悖論。因為有關方面在制訂中成藥註冊程序時可能沒有適當地將中醫
藥理論包括在規管的構想內。沒有充分地考慮到中成藥的組方、診斷和使
用與天然產品和西藥的迥異。

中成藥複方的組方是在生物層面（如動植物）上而高級天然藥物和西
藥的方劑（多為單體）是在分子層面上。複方的生效主要是由於多個成份
的協和作用（synergy）而高級天然藥物和西藥的生效主要是由單一分子的
藥理作用。這兩個完全不同的模式如不小心辨識和理解，極易產生 「張冠
李戴」 「謬監錯管」的情況。

另一個假設是中成藥在申請前已如西藥一樣進行了一定的前期科研工
作，對 「指標成份」已掌握清楚。可是目前大部分中成藥仍處於科技含量
較低的層次。在中成藥中能確知參與協和的 「指標成份」和 「活性成份」
的相信不多。如隨意無原則地指定某一些成份為 「指標成份」，就算完成
測試，其數據亦不具科學意義。使得監管形同虛設。錢花了亦不一定對市
民或企業換來任何實質的裨益。

此外，成效性審批需要投入更大量的臨床科學及昂貴的費用。香港的
中藥中小企業又有多少家可以承受得起呢？

施援手助中小藥企 「過關」
上面的情況如不及時研究，整理和補救，極有可能無謂地令一大批中

成藥過不了關。那就意味着可能不少企業會倒閉和大量員工失業。市民亦
無法在市面上找到這些產品的供應。中藥行業會因而元氣大傷。到了這個
地步 「香港中醫藥發展」豈不非成為空談？一個孱弱和自身難保的行業又
如何以 「被發展」起來和去承接大學開發出來的中藥高科技產品呢？

要解決這些問題，政府應考慮成立一家 「香港中醫藥研究所」來研究
整理出一套與中醫藥理論相符的科學理論來作為中藥註冊的依據。並按這
套理論來向中藥企業提供相應的科學培訓和諮詢以及發展中成藥測試的方

法給化驗機構採用。這些其實都是 「中
研院」在過去十年本來應向中藥行業提
供但卻從未落實的服務。

希望為政者能汲取十多年來香港中
醫藥舉步維艱的教訓。深入地研究了解
香港中醫藥業的真正需要。然後審慎地
制定一套全面的中醫藥發展政策和實施
方案。一家運作健全的 「香港中醫藥研
究所」應可為這項任務奠下其中一塊基
石。

（下一期將討論 「香港中醫藥研究
所」 的使命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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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楚長城、趙志真許昌十三日
電】為期兩天的藥王孫思邈醫藥文化節暨
2012 年中國禹州中醫藥交易會，日前在河
南省禹州市舉行。中國中藥協會會長房書亭
，中國中藥協會常務副會長、中國藥材公司
總經理吳憲，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副
會長劉張林，河南省衛生廳副廳長、河南省
中醫藥管理局局長張重剛到會祝賀。

本屆藥交會於11月10日至11日舉辦，
以 「健康、文化、共贏、發展」為主題，以
「弘揚中醫藥文化、發展中醫藥產業、振興

藥都經濟」為宗旨，以 「藥業主導、特色集
聚」為辦會模式，國內外知名製藥企業負責
人、藥商、醫藥專家共計 1000 多人參加，
期間還舉辦中醫藥產業發展高端論壇、中醫
藥貿易暨招商引資項目簽約儀式、中醫藥產
品展、中醫藥幫會文化展、禹州市地產藥材
標本展、中藥傳統炮製技藝大賽、中醫專家

義診等活動。
禹州是我國中醫藥文化發祥地之一，中

藥材種植、採集和加工歷史悠久，中醫藥文
化源遠流長。從上古時代，軒轅黃帝、雷公
隱居具茨山嘗草尋藥、教民治病；唐朝時，
一代藥王孫思邈長年在此採藥行醫、懸壺濟
世、著書立說，去世後又葬在禹州，留下了
「醫不見藥王不妙，藥不經禹州不香」之說

。禹州藥市始於唐宋，盛於明清，延續200
餘年，在清乾隆年間達到鼎盛，形成春、秋
、冬三季定期藥材交易會，吸引了全國以及
西洋、南洋等地客商雲集禹州，呈現出 「無
街不藥行，處處聞藥香」的繁榮景象。

禹州藥香歷史悠久
2002 年，禹州市恢復舉辦禹州藥交會

，至今已成功舉辦了8屆，中醫藥交易額從
最初的 6 億多元增長到 20 多億元，吸引十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藥商及醫藥界同行參展參
會並進行學術交流。禹州市還與韓國山清郡
結為友好城市，為禹州藥業走向世界、擴大
國際間的交往合作搭建了友誼的橋樑。

目前，禹州中藥材種植面積已達 40 多
萬畝，種植品種達 47 個，中藥材種植業年
產值6.5億元。禹州還設立中醫藥產業園，
開工建設總投資9億元的河南省萬家中藥材
物流項目和總投資3.8億元的河南省華中醫
藥物流項目。禹州市還設立野生藥材資源保
護區，對205種野生中藥材物種進行保護，
並投資3億元規劃建設禹州中醫藥文化博物
館。

2007 年，「禹州藥會」、 「禹州中藥加
工炮製技藝」被列入河南省首批非物質文化
遺產名錄，「禹州藥會」還被列為首批國家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2009 年，禹州市被農業
部批准為全國唯一的中藥材加工示範基地。

主題為 「發展中醫藥對人與
自然和諧作貢獻」的第9屆世界
中醫藥大會日前在東部馬來西亞
的砂勞越舉行。

馬來西亞衛生部部長廖中萊
在會議上致辭說，近幾年，中醫
藥在馬來西亞的發展越來越好，
影響越來越大。中醫藥原材料的
種植將為人類與自然的和諧做出
貢獻。他表示，針對與會專家提
出的在馬來西亞種植紅豆杉的提
議，馬來西亞衛生部會積極的探
討其可行性。

中國企業家、101 集團董事
長趙章光在大會上表示，中草藥
種植是一個極具發展潛力的行業
，目前，章光集團已在中國多個
省份種植了近百萬棵紅豆杉，這
不僅可以弘揚中醫藥文化，更可
以創造可觀的經濟利益。本次大
會吸引了400多位來自世界各國
中醫藥領域的專家、學者及企業
家參與。

香港浸會大學宣布，委任中醫藥學院臨床部主任卞兆祥教授兼任為協理副
校長，由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一日起生效。

作為協理副校長，卞兆祥教授其中一項工作是協助策劃及成立中醫教學醫
院的項目，促進大學的策略性計劃和發展。卞兆祥教授亦會協助策劃其他促進
大學發展的特別項目。卞教授是著名學者和中醫藥學專家，他於二零零一年加
入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浸大校長陳新滋教授說： 「設立協理副校長一職
是希望更多資深同事能夠參與籌劃大學的未來發展，以及加強大學管理層的陣
容，以面對未來各方面的挑戰。我非常感謝卞教授願意在教研工作之外兼任額
外的任務。」浸大現時另有四位協理副校長，分別是傅浩堅教授、施立培教授
、湯濤教授和黃岳順教授（署理）。

其中舉行的 「中醫針灸風采全球行（香港站）」 學術論壇（詳情見右表）
，邀得內地多位針灸名醫著名學者來港主持專題演講，以及舉辦國內知名學者
針灸臨床操作培訓，期望提升香港中醫針灸發展水準，推動中醫藥文化對外交
流及加強業界人士對中醫針灸的認識及應用。活動詳情如下：

第四屆世界中西醫結合大會日前在天津召開。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副局長于文明在講話中指出，希望海內外同仁進一步加

強學術交流，豐富完善中西醫結合學科理論體系；進一步加強中西醫結合的科
學研究，為中西醫結合的科學發展提供科技支持，進一步加強中西醫結合人才
培養研究，奠定中西醫結合學科發展基礎。大會安排了結合醫學腎病、普通外
科、皮膚性病學與變態反應、婦產科、管理及中藥新進展等六個專題分會場。
來自我國內地、港澳台地區，以及美國、德國、荷蘭、日本、馬來西亞、阿聯
酋等專家及代表共800多人參會。

中醫針灸風中醫針灸風采全球行采全球行
香港站活動下月中大展開

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中醫針灸風采全球行學術論壇
12月2日（星期日）上午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 鄭裕彤樓地下 一號演講廳
09:00-09:10

09:10-09:40

09:40-09:50

09:50-10:20

10:20-10:50

10:50-11:10

11:10-11:40

11:40-12:10

12:10-12:25
12:25-12:35

12:35

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主席 鄧良月教授致辭
專題報告： 「內地針灸發展現狀」
中國針灸學會會長、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副主席 劉保延教授
專題報告： 「香港中醫發展現況」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會長 馮玖教授
專題演講（一）： 「浮針療法在頸椎病臨床中的運用」
符仲華教授
專題演講（二）： 「針灸治療小兒腦癱」
劉振寰教授
茶歇
專題演講（三）： 「背部特定穴位拔罐治療咳嗽」
袁軍教授
專題演講（四）： 「針灸對治療心血管疾病的干預研究」
老錦雄教授
問答環節
大會總結發言：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院長 梁榮能教授
學術論壇 結束

活動

12月2日
上午

12月3日
上午

內容

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
中醫針灸風采全球行學術論壇

高級臨床技術培訓
「浮針治療實用技術培訓」
符仲華教授

地點

香港中文大學
鄭裕彤樓地下
一號演講廳

香港中文大學
鄭裕彤樓二樓
四號演講廳（LT4）

報名費

普通參加者：$150
*優惠團體：$60
全日制學生：$50
（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全
日制學生豁免收費）
普通參加者：$500
*優惠團體：$400
全日制學生：$150
（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全
日制學生豁免收費）

註冊中醫師
可獲得之進修學分

3分

2分

由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及博愛醫院共同主辦 「兩岸四地控煙
交流會議暨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中醫針灸風采全球行（香港站）」 活動將於2012年12月2
及3日（星期日及一）於香港中文大學鄭裕彤樓舉行。

*優惠團體包括：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校友會會員、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中醫學會會員、香
港註冊中醫學會會員、醫院管理局轄下中醫藥臨床教研中心職員

禹州藥交會弘揚中醫藥文化

不少中老年人，自覺體虛，如氣虛血弱；但很多又同時有血瘀病症，如
心臟病、高血壓、高血脂等，若用到參類補品，可適當加入具有活血化瘀功
效的中藥材，如田七之類，如將田七配人參（或太子參、黨參、西洋參）加
紅棗燉雞湯（也可用烏雞）。也可只用田七加紅棗燉雞或煲瘦肉湯，作初冬
進補。田七雖具活血化瘀功效，但本身性溫，生用（磨粉沖水服）活血，熟
用（燉或煲）則兼有活血補血之功。

田七紅棗燉烏雞（二人份）
田七切片20克、紅棗8粒、瘦肉300克、烏雞一隻（出水斬件備用）、

薑兩片。可加入菇菌類更添清香美味。
全部材料放燉盅內加沸水燉4小時即成。粗鹽調味。氣虛者可加人參或

黨參、太子參或花旗參（參類藥材一人份用約6-10克）。
此湯適合初冬家常保健，有補氣活血的食療功效，血壓高、血脂高者進

補，可用西洋參，或棄用人參類。

入冬後，氣候寒涼，體質虛寒者，特別是老年人及胃腸功能不好的人
容易腹脹。一般表現為脘腹脹滿，隱痛不適，重則不思飲食、輾轉難安。
遇此情況，不妨喝點蘿蔔薑湯或陳皮薑棗蘿蔔湯。

每次用白蘿蔔約900克，生薑四大片約40克，加清水煮約20分鐘，粗
鹽調味即可飲食。

白蘿蔔性涼，生薑性溫，一溫一涼，兩物均入肺、胃經（生薑亦入脾
經），此湯既能解表散寒、健脾止嘔，又可下氣寬中、消食化痰。秋冬季
易感受風寒、胸悶作嘔，多用生薑，甚至使蘿蔔湯帶辛辣之味，能祛寒、
發汗、健腎；苦腸胃積熱積滯消化不良，則少用生薑（10克），或改以陳
皮（5-10克）配搭，能消食解膩。也可以用陳皮生薑、紅棗（6粒去核）
加排骨或豬腱煲湯佐膳作食療。

中醫講究在冬季進補前，先做引補，即給身體先打好底子，
使腸胃慢慢適應，以防發生 「虛不受補」 的情況。尤其是脾胃虛
寒且濕重者要先健脾胃，可在進補前食用山藥芡實瘦肉湯、花生
黃豆煲豬腳湯等。一般來說，引補應在立冬後至冬至前進行，用
芡實、紅棗、花生等煲牛肉或排骨湯，以調整脾胃功能。做好引
補，接下來就可再按需要進行滋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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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成立中醫教學醫院
浸大委卞兆祥為協理副校長

冬季進補須打底

因人施補藥膳湯

腹脹冷痛：陳皮薑棗蘿蔔湯

田七雞湯活血補血

世界中西醫結合大會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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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皮
▼蘿蔔

▲芡實
◀淮山

▲
田
七

▲紅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