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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年 6 月 14 日的特別會議
就 “香港賽馬會中藥研究院開發及推廣中藥的未來路向＂ 發表意見
本公司 一直協助中醫藥業界人士辦理中成藥註冊和中藥商領牌等事宜。 現 嘗試 就
“香港賽馬會中藥研究院開發及推廣中藥的未來路向＂ 發表以下意見，供大家參考，期
盼各方能互相協調，共同合力做好推動中醫藥發展的工作：
(一)“香港賽馬會中藥硏究院＂是香港唯一官民合作可向中醫藥業界提供技術支援服務
的機構，不管過往業績强差人意或未如理想，亦應予保留，以確保賽馬會所承諾提
供的寶貴資源，能專注用於推動中醫藥業的發展。
香港中藥規管在 2002 年底開始逐步推行，中成藥註册制度亦於 2003 年底實施。至
今已七、八年，進展緩慢，寸步難進。 今年 1 月及 2 月，在中醫藥業界的一片怨氣
下，促使 立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召開了兩次聽證會。 會上，中醫藥業界向議員們
反映了現行中藥規管措施和中成藥註册制度與業界實務情況存有巨大鴻溝。 這個
鴻溝主要反映在中藥的檢測和品質制定等技術層面。 箇中原因是中藥材和中成藥業
本是一個傳統行業， 以前沒有規管，現已由零規管躍升到用現代化檢測手段去規
管，中間又欠缺一個學習認識和認知的過程，業界普遍對現代化的質量標準、中成
藥含量測定等認知不足。然而，至今，政府没有足够和有效的資源、相關機構和平
台給業界提供支援， 而 香港賽馬會中藥硏究院 是唯一官民合作可向中藥業界提供
技術支援服務的機構。 正如 創新科技署在網上所發表的訊息所言： “在 創 新 及 科
技 發 展 新 策 略 下，當 局 會 把 有 關 中 藥 的 研 發 工 作 納 入 中 藥 研 究 院 內。中 藥
研究院為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的附屬公司，在現有架構負責中藥研發工
作 並 擔 當 協 調 中 心 ， 實 屬 非 常 合 適 。＂
今天 若然真的予以解散了， 中醫藥業界唯一的開發資源也被剝奪， 中藥規管和中
成藥註册的進展必然減慢； 業界的困難必再增加； 業界的積怨憤怒更火上加油。
若到臨界點引爆，其爆炸後果威力實在難以想像！ 加深官民矛盾和破壞社會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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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責任將由誰來承擔? 發展中醫藥須有長遠的眼光和耐性，善用社會資源亦為重
要，其中輕重緩急，還望 議員們和特區政府認真考慮。
(二) 參閱“評估報告摘要＂，其內容給予外界有如下的負面感覺和恐慌：
(a) 創新科技署 和應科院單憑一份由“不懂中醫藥＂的人士所編撰， 而且“早存
偏見＂、 “立論浮誇＂ 、“已有立場＂ 和“自相矛盾＂的評估報告，作為封
殺“香港賽馬會中藥研究院＂的理據，是否足夠合理？ 實難以能令人信服。
(註：報告內容如何不濟，可參閱附表 1)；
(b) 評估報告所提出的第三方案顯示一個極大的恐懼： 創新科技署 和應科院似乎
有意利用擴大代表組成和設立新組織之名，革去“香港賽馬會中藥硏究院＂ 的
命，不但直接剝奪中醫藥業界唯一的開發資源； 更乘機藉着改換組織，減省政
府早已承諾由其負擔的行政開支；並意圖利用日後更鬆散的組織架構，以便署方
能獨攬發放資源大權於一身。 至於，如何實行有效的監控或如何能確保資源運
用更為有效，則未作詳盡的交待。 在未有深思熟慮的分析和比較，便草率地設
下定論假設日後的虛擬新組織將比目前的實體 -“香港賽馬會中藥研究院＂ 會
做得更好，根本就違背了科學求真的精神。 若如此不濟的方案也被立法會接納，
真是香港社會的悲哀！
(c) 據了解, 香港賽馬會中藥硏究院 是根據 1999 年工業署公布的《香港中藥產業未
來十年的發展大綱》以建設中藥港，實現中藥產業現代化為目標，由香港賽馬會
慈善信託基金捐款五億元而成立的一個以中藥為硏究對象和支持中藥發展計劃
的機構；不但是協助政府推動中藥業現代化發展的策略平台，更可說是 特區政
府支持和推動中藥業發展的一個具體表現和行動。 今天，若然 議員們真的接納
第三方案，同意解散 香港賽馬會中藥硏究院， 是否意味着 議員們也認同須拆
掉 “中藥港＂ 的招牌？ 煩請議員們再作三思！
(三) 改進何須革命? 修正最為可靠、務實至為重要，應盡快善用現有資源，拯救水深火
熱的中藥業，舒其燃眉之急，防止產業之萎縮。
若因人事紛爭或發展政策變動頻繁以致“香港賽馬會中藥硏究院＂ 的科研項目成
效不顯著，也應勒令其馬上進行內部的改進修正，何須一定革去其命然後快？
現時，中醫藥業正處於水深火熱的困境，中成藥註冊問題叢生、數千個註冊申請並
非因安全理由而不幸遭否決，過往投放的資源、時間和精神，一概付諸流水；超過
五千多個中成藥產品於今年初已被迫落架，消失於市場，存貨全部報廢，業界生計
遭受嚴重打擊； 約一萬個中成藥產品仍欠缺資金的投放 (每項產品所須投放資金最
少十萬元) 去做品質標準、含量測定的方法考察和穩定性測試。約兩千多個中成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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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雖已提交所有文件但因品質標準、檢測方法及成效佐證等技術問題，遭受規管
當局的刁難、質疑而爭議不絕，至今等待會超過五年，仍未知審批結果，尚未獲發
中成藥註冊編號；再加上申領中成藥製造商牌照時，面對阻撓重重、審批要求又不
夠清晰、規限細節則過於苛刻。 如此下去，保守估計在未來五年內，最少再有約五
千個中成藥產品將會被迫停產不再銷售，最少有二至三百個中成藥製造商因未能續
領牌照或因未能由過渡性牌照轉換為正式牌照而被迫結業停產，香港中藥業勢必進
一步萎縮。
有見及此， 本公司 建議 “香港賽馬會中藥硏究院＂ 應屏棄過往閉門做車和好高
鶩遠的失誤，而創新科技署和應科院亦須多加關心，積極顧及工商經營的實況，廣
開言路咨詢業界，制定未來五年的發展計劃目標和路向，應以舒解業界燃眉之急和
防止產業之萎縮為綱領，以協助提升本港中成藥產品的品質標準和改善中藥商優良
管理規范為路向，善用賽馬會給予的寶貴資源，提升產業潛能，蓬勃本港經濟，增
加社會財富。

(四) 建議設立“中醫藥發展局＂全力推動香港中醫藥的發展，並替代 應科院 負責監督
“香港賽馬會中藥硏究院＂ 的日常運作
“香港賽馬會中藥研究院＂的使命一向清楚明確，就是「透過推動和統籌與中藥發
展有關的活動， 以及為以科學及循證為本的中藥研發項目提供策略性支援， 將中
藥業發展成為香港的高增值行業」，不須作出任何改動。 惟因過去十年由一個外行
機構(應科院)領導，祇求創新，以致“香港賽馬會中藥研究院＂ 的發展策略和路向
並未有注重中醫藥的傳統價值；亦未充份考慮中藥的特性、複雜性和中醫藥業界的

經營實況，科研項目的成效自然低劣，不如人意。 既然，十年的運作足以証明由政
府部門領導的管理模式去推動中醫藥發展是注定失敗的，何不考慮以其他成功模式
(例如生產力促進局推動生產技術的提升和貿易發展局推廣貿易的往來，都取得驕人
成積) ，設立“中醫藥發展局＂ 以中醫藥業人士為領導核心，全力推動香港中醫藥
的發展，並替代 應科院 負責監督“香港賽馬會中藥硏究院＂的日常運作。長遠而
言，相信科研的成效自會有所提高，持續的發展亦可獲得保證。

香港中醫藥信息有限公司
董事 鄺炳南 敬啟
二零一一年六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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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一份欠缺科學求真精神的評估報告
(a) 撰寫報告的人士根本“不懂中醫藥＂，如何有持平公允的分析和結論？
“不懂中醫藥＂ 的例子

疑問？

評估報告摘要第9點：
『總括來說， 本港大學具有很高的技術能
力及基礎設施，以西方科學方法進行中藥
研究。』
評估報告摘要第10
『此外， 由於大部分中藥產品的療效均沒
有臨牀研究證明， 中藥的治療機制仍有待

中西醫藥各有其不同理論體系，並有其獨特
的傳統價值，為何必須以西方科學方法進行
中藥研究，方為正確？經典名方，單味諸藥，
治病千年，為何硬要臨床驗證，方為至上？
現今人士，中文修養不高，對中醫藥文的認
知有限，不懂中醫藥傳承千年，用詞作字，
字字真言，詞意嚴謹，各有依據，含獨特意
義，不但不認真努力學習，溫故知新，加以
推崇，為何更捨本逐末，胡亂以現代科學用
語去作說明，混淆視聽? 崇洋媚外、妄自菲
薄、不重傳統，不加學習等失誤，實有違實
踐驗證的科學精神。

以現代科學用語充分說明。』

(b) 說 自相矛盾＂，欠缺嚴謹的處事精神，如何能提供具參考價值的報告？
“自相矛盾＂ 的例子

疑問？

評估報告摘要第十點
『此外， 由於大部分中藥產品的療效均沒
有臨牀研究證明， 中藥的治療機制仍有待
以現代科學用語充分說明』。
評估報告摘要第23點：
『中藥早已證明療效顯著， 副作用低， 西
方國家也越來越接受以中藥為替代藥物。
跨國藥業日益希望掌握博大精深的中藥知
識來開發新藥物。』

究竟撰寫報告者對中藥產品的療效評價是如
何，不得而知。一時話：“大部分中藥產品
的療效均沒有臨牀研究證明，另一時又話：
“中藥早已證明療效顯著， 副作用低， 西
方國家也越來越接受以中藥為替代藥物。＂
難怪其評論結果時，一時說：成效不如理想
因為中藥本質複雜，另一時在推銷封殺研究
院的第三方案時，又話：中藥勢頭好，獲西
藥廠垂青，故須建立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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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早存偏見＂ ，如何有客觀評估？如何有持平的分析和忠實的結論？
“早存偏見＂ 的例子

疑問？

評估報告摘要第9頁第1方案內有關“缺
(1) 在撰寫此報告前，應科院、創新科技署有否要
點＂的陳述：
求在去年初新上任香港賽馬會中藥研究院主席
『缺點：
或總裁提交改革或發展方案？如無，是誰人的
z 考慮到中藥研究院過去十年的工作成
失職？ 如有又獲接納，則理應給足夠時間去改
果不多， 這個方案沒有提出有效的方
進，點解咁快又提殺院方案？
法支援中藥未來的發展。
(2) 點解報告內羅列了許多人事變動紛爭的資
z 未能有助改善中藥研究院的角色及職
料，而未作詳細交代？是否意圖以人事變動紛
能未能配合其使命這一現狀。
爭作為理據去支持“未能有助改善中藥研究院
z 未能改變現有營運成本高， 但成本效
的角色及職能＂ 的論點？
益未符合股東期望的情況。』
(3) 按了解，大部份人員已離職，正好藉此機會作
重新部署，改變營運成本，提高成本效，點解
硬說“未能改變現有營運成本高＂？

(d) 撰寫人一早“已有立場＂，如何有持平忠實的結論？
“已有立場＂ 的例子

疑問？

評估報告摘要第9頁第二方案內陳述：
『如「內涵」大幅修改， 保留現有名稱便沒有意義。
應科院是中藥研究院的股東， 資助其經常營運開支。
應科院已表示， 由於現已專注從事資訊及通訊技術，
並不適宜保留中藥研究院為其附屬機構。』
評估報告摘要第9頁第三方案內陳述：
『編製這份報告時， 我們徵詢了中藥研究院的管理部
門創新科技署的意見。創新科技署表示， 在現時情況
下， 中藥研究院這種半官方機構已不再適合擔當有關
角色， 創新科技署相信更佳的做法， 是由政府設立
一個新的委員會，肩負發展和推廣中藥這項重要任務』
評估報告摘要第27點：
『經考慮所有相關因素， 包括………應科院現有核心
業務的性質、以及創新科技署、應科院等持份者的意
願等， 我們建議採用方案』

全份報告多處表達 應科院 無心戀
戰，創新科技署又想卸除多年前所作的
承諾，減省行政開支的負擔，透過殺院
方案的建議以達其目的，立場早定，方
向已決，又何須再花費納稅人數十萬元
做此評估報告呢？欲蓋彌彰、掩耳盜
鈴，路人皆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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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Medicine Informatics (HK) Ltd
香港中醫藥信息有限公司
(e) 撰寫人“立論浮誇＂ ，不具專業評估的素質，如何有實質的結論？
“立論浮誇＂ 的例子

疑問？

評估報告摘要第9點：
評估報告摘要第8點：
9 . 中藥研究院多年來雖然努力推廣其
中藥研究院成立至今所取得的工作成果包括—
宗旨， 但成效未如理想，原因：
a) 孵化項目(合共資助了18 個項目， 其中10 個已經完成，
5 個仍在進行， 3 個被終止)
(a) 中藥本質複雜
(b) 多年來策略方針不斷轉變， 無助於 b) 技術支援
於2003 年設立中藥研究為品質相關的研究和中藥
持續發展
測試提供研究和服務平台，提供中藥化學對照品以
(c) 機構規模小， 缺乏具效率的規模。
配合業界的需要
技術人員與行政人員的比例幾乎是1 ：
1， 屬於偏高水平。…..也是因為這個 c)資訊庫：其中一個項目資助《當代藥用植物典》出
版。 開發了「香港中醫藥」資訊，舉辦16場專題
原因，中藥研究院未能建立具效率的規
論壇。
模及為中藥業帶來重大的影響。
中藥研究院的成本效益未能如當初成立 疑問：
時所預期般理想。舉例來說， 過去十年 (1)過去十年的工作成果不多，成效不如理想，是否早
在開始時，已早定下了明確的評審標準？如不是，
的項目獲資助的款額約為1.08 億元(即
在寫下此定論前，又是依據那些準則去客觀的評
核？ 報告似乎祇是提出一些隴統的理由，而未有陳
述或交代 應科院或創新科技署 有否在起步時，已
做好規管監督的工作?
(2) 從轉變的事實去了解，多年來策略方針不斷轉
評估報告摘要第9頁第三方案內陳述：
變，已逐漸接近業界的所需，並無違反其使命，假以
『優點：政府領導的委員會， 憑藉其權 時日，應對業界有所幫助，邊做邊修正，有利持續發
力和架構， 會比中藥研究院具有更佳的 展。 評估報告撰寫人究竟憑甚麼理據或依據那些統
條件推動有關各方合作， 以及更妥善統 計或測試方法，咁肯定判斷保持現況，就無助於持續
籌有關工作。』
發展？
(3) “比例幾乎是1 ： 1， 情況並不理想。＂
實際是誰的主觀意見？是股東持份者 (應科院或創
新科技署) 的意見抑或是評估報告撰寫人的個人意
見？ 科研基金的成本效益的最佳比例是多少又可否
明確告知?
(4) 報告撰寫人究竟憑甚麼理據或依據那些統計或
測試去證明第三方案所建議設立的虛浮組織會比目
前實體專職機構-香港賽馬會中藥研究院做得更好？
每年平均約1,000 萬元)，而2009/10 年
度中藥研究院的經常營運開支達1,000
萬元， 兩者的比例幾乎是1 ： 1， 情
況並不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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