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科創變引擎 鑄中醫藥旗艦
特首：科學園將設醫創平台 為中醫藥港發展供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香港特

區政府已預留將軍澳百勝角用地興建本港

首間中醫院，將會以「中醫為主，中西醫

協作」方式營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

示，正部署在科學園成立兩個科技創新平

台，其中一個就是醫療科技創新平台，將

為本港中醫藥發展提供更大動力。中醫醫

院發展計劃辦事處總監張偉麟表示，醫院

也會成立「臨床試驗和研究中心」，期望

進行國際認可的高水平臨床研究，長遠期

望香港成為「中醫藥旗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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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粵港澳大灣區規
劃出台在即，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表
示，深信香港能夠在大灣區發展中扮演重要而獨
特角色，香港的各種特質並不會因為兩地經濟融
合而消失，因為香港的獨特優勢，正正是大灣區
發展所需，也是很多內地企業和國際科研機構欣
賞和重視香港的原因。
陳茂波上周走訪了大灣區三個城市──廣州、
佛山和江門，了解當地社會經濟的最新發展。

灣區企業不乏港參與身影
他表示，行程中參觀了好幾所企業和科研機
構，均務求在激烈競爭中突圍而出。有傳統行業
企業積極投入研究開發，以新技術、新設計提升
產品質素。也有公司看到世界正邁向「工業4.0」
的方向，積極研發機械人及雲端平台。
他指出，這些企業所從事的業務或不盡相同，
但都有共通點，便是對現時具顛覆性的世界科技
大潮不敢怠慢，除積極做好準備，避免被潮流淘
汰，更嘗試走在前面，在行內領導潮流。在這個

創科大潮驅動的發展中，香港擁有不少獨特優
勢，可以參與其中。
他舉例說，是次參觀的幾間企業，已不乏香港

參與之身影。如一間位於江門和順德的港資空調
設備製造公司，為了不斷提升產品質素，自己設
立技術研究開發中心，由港人工程師負責主理設
計和研發工作，至今取得兩項發明專利、80多項
實用新型專利和6項軟體專作權，部分機組配件
更是內地首創。
該公司更選擇把部分研發成果在香港註冊專利，

除因香港擁有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外，更因此
舉可方便他們的產品質量獲得國際市場認可。

「前研後製」促創科發展
為推動企業升級轉型，陳茂波表示，不少地方政
府近年積極投資科研基建和建設創科平台，支援區
內相關產業群的發展，例如佛山市跟香港科技大學
共同組建了一所工程中心，研發發光二極體(LED)
與平板顯示器(FPD)的製造技術。此種兩地合作經
驗，突顯出香港在基礎科研力量上的優勢。

他指，香港擁有多間世界級大學，科研水平備
受國際肯定，加上他在預算案中宣佈加大對創科
基建及創新科技平台的投資，將有利吸引更多知
名國際科研機構、大學和創科企業到香港落戶，
進一步壯大香港的應用科研力量。以香港的科研
實力，加上廣東省內蓬勃的產業鏈和製造業基
地，香港可以用好這種「前研後製」的優勢，共
同攜手推進整個大灣區的創科產業發展。

陳茂波：港特質不會因灣區融合消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是香港未來發
展方向，香港特區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陳肇始今日率領代表團到廣
州、中山及深圳考察3天，旨在
推動大灣區醫療衛生領域的交流
與合作，食衛局副局長徐德義其
間會署任局長一職。
考察團由食衛局與廣東省衛生

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辦，重點為
「私家醫院及醫療機構在大灣區
的發展」及「大灣區區內的醫療
人才培訓」。
陳肇始今日率領約100人的代
表團到大灣區內城市考察，成員
包括本港私家醫院、私營醫療機
構、醫療專業團體、醫療培訓機
構及醫療專業人士代表。衛生署

署長陳漢儀和醫院管理局行政總
裁梁栢賢亦會參與。 陳肇始期
望今次交流可加強大灣區內醫
療衛生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特區政府支持香港私家醫院
和私營醫療業界在大灣區的發
展，並會協助在大灣區進行可
持續的醫療培訓，促進大灣區
的醫療發展。我相信今次考察
有助成員於大灣區建立溝通平
台，為日後發展奠定更堅實的
基礎。」
考察團今日會首先到廣州，並

於明日下午轉到中山，最後一日
則會到訪深圳，同日傍晚返港，
其間除了參觀當地醫院及醫療機
構外，亦會出席研討會，與大灣
區內醫療行業的代表交流意見。

陳肇始赴粵考察
促灣區醫療交流

港首間中醫院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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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指正部署醫療科技創新平林鄭月娥指正部署醫療科技創新平
台台，，將為本港中醫藥發展提供更大動將為本港中醫藥發展提供更大動
力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馮玖指中醫師要負起歷史任務馮玖指中醫師要負起歷史任務，，為為
香港未來的中醫院香港未來的中醫院「「把脈開方把脈開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張偉麟指中醫醫院臨床服務涵蓋健張偉麟指中醫醫院臨床服務涵蓋健
康維護康維護、、預防保健等預防保健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國際高峰論壇」會展舉行
首屆「國際中醫藥香港高峰論壇」昨日於灣仔會
展舉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副主任仇鴻，
中華中醫藥學會會長王國強，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副
局長馬建中，特區政府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與補充醫學處處長張奇，國
際中醫藥香港高峰論壇大會主席馮玖等出席，逾
1,200名中醫及業內人士參與。
林鄭月娥致辭時表示，推動本地中醫藥發展是政

府的重點工作之一，除了籌辦本港首間中醫醫院，
並正部署在科學園成立兩個科技創新平台，其中一
個就是醫療科技創新平台，並會繼續在醫院管理局
轄下7所公立醫院推動「中西醫協作先導計劃」、
擴展《香港中藥材標準》計劃的研究，以及設立由
衛生署管理的政府中藥檢測中心等。
林鄭月娥說，特區政府在今年財政預算案中建議

設立5億元專項基金，以支持中醫藥業的發展，包
括支持應用研究、中醫專科發展、促進知識互通和
跨市場合作等工作，並協助本地中藥商生產及註冊
中成藥，希望在未來充分利用中醫藥優勢，加強中
醫藥在香港醫療系統的角色。
食物及衛生局中醫醫院發展計劃辦事處總監張偉
麟在論壇上表示，中醫醫院臨床服務涵蓋健康維
護、預防保健、偶發性及慢性病、複雜疾病、復
康、療養及善終紓緩等，範圍包括住院、日間護
理、門診及社區服務。他續指，醫院會由中醫主導
醫治療程，西醫按臨床需要提供支援，包括病人情
況轉危和需要急救時；也會進行中西醫協作方式，
在特定患者或疾病時，會以中醫和西醫對該病的最
佳醫治，整合最好的治療方案。
張偉麟續說，現時中醫教學及培訓在大學後便缺

乏有系統訓練，也欠缺科研基地等，醫院會與本地
3間設中醫本科課程的大學合作，為本科生及研究
生提供臨床培訓，同時也會為中西醫專業人員提供
相關深造的醫療培訓及教育。

中醫院設「臨床試驗研究中心」
至於在科研方面，張偉麟表示，將會成立「臨床

試驗和研究中心」，進行國際認可的高水平臨床研
究，並提供發展中醫、中藥的科研平台，並表示醫
院扮演「轉化者」的角色，促進本港中醫服務、教
育培訓、創新及科技發展。

全國政協副主席
梁振英對國際中醫
藥香港高峰論壇發

來賀詞，指中醫藥是中華民族的智慧
結晶，也是全人類共享的寶貴財產。
為了人類的福祉，全球的中醫藥界無
論是從事學術研究、專業服務或產業
經營，都有承傳的歷史責任，並要不
斷創新、轉型升級及突破現有局限。
梁振英續指，轉型升級的關鍵在於

現代化，中醫藥的未來要有現代科學
的嚴謹，要經得起科學的檢驗，因此
中醫藥要建立包括「官、產、醫、
學、研」5大方面的完整體系，當中國
際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一環。
他認為，香港作為內地最國際化的

城市，可以發揮「超級聯繫人」的角
色，聯繫這5個方面的領軍人物，為
中醫藥的不斷發展共同奮鬥。

馮玖：中醫需為醫院「把脈」
論壇主席馮玖表示，中醫師要負起

歷史任務，為香港未來的中醫院「把
脈開方」，展現香港中醫藥界在臨床
醫療、教育及科研的國際水平。
她又認為，香港本身是中醫藥對外

交流合作的示範基地，期望未來乘着
「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勢頭，成為中醫藥傳至世界各地的樞
紐和橋樑角色。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會長朱恩說，中

醫藥是中國傳統文化及養生樂活的瑰
寶，今次論壇雲集來自不同地方的中
醫藥權威聚首一堂，不但鞏固香港在
國家「一帶一路」政策的重要地位，
更為本港中醫藥未來發展注入「強心
針」。他期望，本港中醫藥藉粵港澳
大灣區及「一帶一路」政策規劃，為
業界與內地接軌帶來新優勢，推動中
醫藥長遠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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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未來將會
有第一間中醫醫
院，但其實早在

1991年德國已有第一所中醫醫院。
北京中醫藥大學德國魁茨汀中醫院
院長戴京璋表示，該中醫院以中醫
為主、西醫為輔的模式帶來一定的
療效，病人一般在兩周內慢慢減少
進食西藥，六成多的病人更在6個月
後表示療效是「好或非常好」。他
認為，中西醫應求同存異、優勢互
補，才能發揮更好的治療功效。
近年不少外國運動員都以中醫拔

罐治療運動勞損及傷患，令外界更
關注中醫藥的療效。
戴京璋昨日在國際中醫藥香港高

峰論壇上表示，北京中醫藥大學德
國魁茨汀中醫院在1991年成立，是

外國首間中醫院，並於2005年設立
門診提供中醫治療等，至今約有75
張病床，每年約有1,000個個案，病
者平均年齡為54歲，當中70%是女
性。
戴京璋續指，醫院的中國醫療隊

約有3名內科醫生、兩名針灸醫生、
兩名推拿醫生、1名氣功醫生、兩名
藥師及1名護士，也會有德國醫護人
員，他們每周都會一起開會討論醫
治情況。
他表示，醫院接收的病例特點多

為長期接受西醫治療但效果欠佳、
病程長且病情複雜、止痛藥及激素
使用過多及進行多次手術等。

逾六成病人讚「好或非常好」
他表示，醫院的中醫治療多為內

服外用，如有需要再配合針灸、推
拿、氣功等，根據在 2008 年至
2017年期間，接受統計的9,497名
病人中，一般在2周內慢慢減少進
食止痛藥，3周至4周大多會停用，
並有65.3%的病人感到「好或非常
好」。
至於病人請病假方面也有所改

善，在1,866個接受統計的病人當
中，入院前1年的病假平均為47.1
日，出院後 1 年病假平均為 23.4
日，平均每名患者減少13日病假。
戴京璋認為，中醫藥治療不但為

了德國患者的健康，也為中醫藥國
際推廣及傳播作出突出貢獻，又說
中西醫應求同存異、優勢互補，才
能發揮更好的治療功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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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早建中醫院「中西合璧」見效

■陳茂波(右二)上周考察大灣區時，參觀當地多間
科研機構。 網誌圖片

■■國際中醫藥香港高峰論壇昨日舉國際中醫藥香港高峰論壇昨日舉
行行，，林鄭月娥林鄭月娥（（左七左七））等出席等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