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套踩兩邊 藥材免過境

藥材頭頭尾尾 惠及方方面面
科大詹華強善用中藥邊角料 燕窩碎製面膜增產業效能

現時國家中醫藥科研已碩果纍纍，但要相關推動產業發展，讓成果走進

國際社會，仍是一大挑戰。香港科技大學學者詹華強多年來致力結合現代

高科技提高中醫藥產業效能，包括百分百提取燕窩碎渣中唾液酸有效成

分，使其可以穿透皮膚表層被吸收，研發成燕窩面膜推出市場；又致力將

中草藥「物盡其用」，避免具價值的部分遭浪費，如將中藥材丹參的地上

非藥用部位，研發為獸藥及飼料添加劑。他期望透過這些「貼地」的科研

成果，造福社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科大中藥研發中心主任、生命科學部教
授詹華強早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

指，全世界中藥相關產品每年銷售額是
1,500億美元，日本及德國賺取了當中約七
成，中國卻只賺取一成，但相關產品的原材
料有95%是來自中國，「中國的（中藥）
產業是很悲哀的，國家出人、出原材料，但
賺的錢卻很少，因為技術較差。」

燕碎價廉美白 申專利製產品
為了善用中草藥原材料，投身中藥研究
約20年的詹華強，多年來致力「物盡其
用」，既減少浪費，也增加農民的收入，並
降低生產企業成本，提高產業效能，當中最
具代表性的研究便是燕窩碎渣的項目。
他在約8年前，開始受業界邀請研究燕窩
內含亞硝酸鹽（Nitrite, NO2-）的指標及移
除當中的亞硝酸鹽。團隊並分析了燕窩的成
分及功用，機緣巧合下發現燕碎含有的唾液
酸成分與燕窩一樣，同樣具美白功能，「我
們就知道可以用來做化妝品，最貴的會安燕
可達12萬元一公斤，要做化妝品無可能
的，但燕碎只是2,000元一公斤。」
於是，他和團隊研究利用高新科技將燕
碎內的唾液酸提取出來。他解釋指，團隊將
燕碎內含有美白功能的酶（Enzyme）剪
碎，並調整唾液酸的酸鹼值（pH值），便
可百分百提取燕窩的有效唾液酸成分，並將
其放入面膜，便可穿透皮膚表層，令營養成
分更易於吸收。

就相關的研究，他申請了五六個專利，
2013年更轉讓有關技術予深圳某化妝品企
業，令項目可以產業化，這款美白面膜現時
也在市面上出售，銷售額增長達兩成。該企
業也與科大共同成立了化妝品創新研發中
心，開展更多研究。

龍膽花抗氧化 增農民收益
詹華強又指，龍膽是用作醫治感冒的中

藥材，主要以根莖入藥，其花一般都會被棄
置，某天在新疆的朋友寄來了一些龍膽花給
他泡茶，「我的第一個問題是真的可以食
用？」於是讓學生協助研究當中的成分，結
果發現原來龍膽花亦帶有效成分，可作抗氧
化，便與業界洽商，計劃開發成為化妝品，
同時可增加農民的收益，「以往農民賣龍膽
藥材可賣2元，現時龍膽花可賣多2毫，已
經多了一成。」
他又發現中藥材丹參的地上非藥用部

位，含有大量調節腸胃功能、有抗菌及抗病
毒的有效成分，正與團隊研究將其開發為獸
藥及飼料添加劑，例如餵魚。
類似的研究，詹華強現時已累積了十多

個專利，其中多個專利都各以數百萬元轉賣
予不同的企業，將研發成品產業化。
詹華強強調，中醫藥除了有治病功效，

只要合理及有效地利用現代的創新科技，也
可推出美容、保健等領域的健康產品，令創
新產品服務於民，更可提高產業效能，有助
推動中醫藥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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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香港愈來愈多學
生於中學階段出外升
學，由於資訊太多，家

長在搜集各地中學資料時，容易把不同學校
的入學要求搞亂，例如讓子女報考了不一定
需要的公開試，或甚至錯過學校的申請截止
日期等。要幫助掌握，或者可以先按不同國
家分類，了解其各自一套的基本入學申請程
序。

美國要求多 或親身到校

美國的中學入學申請，與其他英語系國家
相比算較為複雜，如同學在申請學校時，只
提供在港的校內成績表，基本上沒法入讀高
質素的中學。大部分美國中學會要求申請者
提交 SSAT（Secondary School Admission
Test）成績、個人簡歷、老師推薦信，家長
亦要陳述自己子女的情況，不少學校需學生

面試，一些要求較高的中學，甚或建議申請
者親身到校參觀會面，不一而定；學校亦多
會定出截止日期，申請者必須跟從。

英重入學試 滿額才截止
英國入學申請在不同年級會有不同要求，

但大體上是以入學試成績作錄取與否的依
據，這方面與港生習慣應付學術性考試情況
相配合，近年不少學校除了到港面試學生
外，亦會採取視像面試方式與學生會面。相
比美國，英國只有小部分前列中學會定出每
年的申請截止日期，其餘均會接受不同月份

提交的申請，直至學額或宿位滿額為止。
澳洲是英國之外較受港生喜歡升學地，當

地中學收生較英美靈活，一般只要求申請者
提供近兩三年學歷便可決定是否發出錄取通
知書，只有小部分學校會要求申請學生考公
開試，當中多數為英文考試，以衡量是否需
要提前讀英語課，但並非用作決定是否取
錄。大部分學校全年接受海外生申請。

澳洲較寬鬆 收生最靈活
一些家長會同時考慮英澳兩國的中學，基

於前者收生較嚴謹而後者較寬鬆，或會作出澳

洲學制不及英國的結論。不過這種思維非常片
面，事實上因澳洲位於南半球，新學年始於每
年年初，與香港及英美等地的9月不同，所以
其收生亦展示出相應的靈活度，配合不同學生
所需。如申請者需要打穩基礎，澳洲中學一般
會要求海外生提前半年到澳洲修讀預備班，而
英國卻沒有這樣的準備空間。

■黃奕星 學林社海外升學中心總經理
作者簡介：擁有23年經驗，定期探訪各

國學府，十分樂意分享協助同學到海外升學
的心得，詳情可參見 www.
aca-link.com。

出國升中資訊多 申請程序各不同

近年不少內地城市如深圳在中醫藥
發展迅速，市場潛力遠較香港優勝。
落後的香港如何急起直追？詹華強認
為，港深兩地於落馬洲河套區共同發
展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可說是為
香港中醫藥產業發展的「新希望」，
透過與內地大學及企業的合作，加強
香港的研發角色，推動中藥醫發展的

質素及體系更完善，更受國際肯定。

控制品質增信心
詹華強表示，香港的中醫藥人才庫不
足，加上沒有一個中醫藥基地，近年發展
已漸漸落後，相反深圳的中醫藥制度、科
研及學術能力，尤其是與產業接軌，都較
香港優勝。
不過，他認為近年中藥材的質量良莠不

齊，面對着產地是否地道、污染、農殘、
硫熏等問題，要令中藥材的生產標準化，
涉及複雜技術問題，需要兩地共同控制中
藥材品質，才可解決問題。
他舉例指，現時科大團隊協助雲南種植

當歸及品質監控，由於有大學的參與，增
強香港業界的信心，故本港的公司現時亦
有出售雲南的當歸品種。

他又指，大學到內地進行相關的創新研
究，都需要借助內地大學及當地官員「搭
橋」，包括聯絡廠房合作及與內地農民溝
通等。

發展大健康方向
詹華強又提到，香港要大力發展中醫

藥，必須先解決草藥及相關材料過境的問
題，而港深創科園正發揮重要作用，「河
套區可以踩兩邊，業界自然會有興趣」，
而內地的中醫藥學院資源配套亦豐富，相
信可令香港充分發揮研發角色。他亦認

為，兩地科研機構可突破傳統模式，嘗試
向中醫藥「大健康」方向發展，包括發展
保健品、醫療器械、日化用品及化妝品
等，尋找更多新機遇。
詹華強強調，香港具國際化視野，大學

有不少出色的科研成果，「我們無嘢好
sell（賣），（如果）高科技都賣唔出就好
弊」，故必須與內地加強聯繫，包括在科
研人才及創新科技等層面多交流，並促進
兩地科研院所與企業的合作，共同推動中
醫藥的創新研究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科學家埋首實驗室研究，很容易被
視為困在「象牙塔」，科研成果難以與
社會接軌。詹華強坦言，學者做研究最
大的難度並非技術問題，而是不了解市
場的需要，容易「在牛角尖中打滾」，
難免令科研成果「離地」。隨着他與產
業增加接觸，漸漸了解業界的需求，才
可解開困局，令研究「落到地」，切實

有效地幫助企業增加收益。
詹華強表示，起初不少研究項目難以配
合產業的需要，令人失望，他遂四處與不同
企業及內地大學溝通，了解產業的要求，
「我們經常以為化妝品是很cheap（廉價）
的，落不到地的，但事實卻非如此，只要定
位準確，內地已經是最大的消費者，市場現
時更是日漸增加。」

要投入相關的研究，人才不足也是另一
困難，以他的實驗室為例，不少研究生都來
自內地；加上現時香港的中醫藥產品仍面對
着過關的限制，未能直接出售至內地，香港
要單獨進行中醫藥研究的資源始終有限。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中國中醫藥發展對推動國家經濟社
會發展有着重要的角色，但詹華強認
為，當中面對不少挑戰，儘管現時全
球中藥原材料九成多產自中國，但有
關中草藥及保健產品的生意，中國卻
只佔約一成。他分析指，由於早年內
地的專利制度及知識產權概念不成
熟，致令不少優秀的科研成果被外國

「 捷足先登」註冊專利；另有關中藥產
品的製造與檢測技術也未如外國般嚴謹，
難以在國際舞台與外國比併。他認為，香
港於檢測製造及知識產權都掌握先進技
術，在提升國家水平推進中醫藥國際化方
面，有條件出更大的一分力。

缺知識產權概念

上世紀70年代，中國女藥學家屠呦呦發
現青蒿素有抗瘧效果，引發抗瘧新藥品的
研發，挽救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這些抗
瘧藥本來可以為中國帶來可觀收入，但事
實卻非如此。詹華強表示，按照國際慣
例，重要的藥物化學結構和產品都應先申
請專利，再發表論文，但屠呦呦發現青蒿
素的時候，並無就此申請專利，結果這重
大發現被瑞士一間公司搶先註冊。
他慨嘆說，「當時（上世紀六七十年
代）中國沒有專利制度，亦無知識產權的
概念，專利就是西方的遊戲，這是很遺憾
的。」而多年來中國的醫藥公司只能以低
廉價格出售青蒿素原料予瑞士公司，令該
公司單靠此抗瘧藥，每年已有逾8億美元
的銷售額。直至後來隨着國家發展進步，

對知識產權亦愈見重視，現由國家知識產
權局負責統籌相關的專利工作。
他又認為，其實香港也具備較完善的製

造及產品檢測技術，有條件貢獻所長，
「為何不可以在香港做呢？」
另外，詹華強提到，要確保中草藥的質

素，應該推廣以新技術進行優耕種植，所
以需要做好農民教育，那對中醫藥產業亦
是很重要的基礎一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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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華強利用多種中藥材的邊角料製成新產
品，例如燕窩（左上圖）有美白的作用，但
價錢太貴，不可能用以製作面膜，就用燕碎
（左下圖）取代。他亦發現龍膽花（右圖）
可抗氧化，現計劃開發成為化妝品。

▓詹華強多年來致力結合現代高科技提高中醫藥產業效能，將研發成品產業化推出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高鈺攝

▓▓屠呦呦屠呦呦

■■落馬洲河套地區落馬洲河套地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望解決藥材進口香港的問題有望解決藥材進口香港的問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化妝品在
內地有價有
市，不少品
牌已推出以
中藥材為主
要原料製成
的化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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