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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中藥補充品多年未受重視
【香港商報訊】特約記者呂少群、記
者莊海源報道：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近兩
年，疊加變種病毒擴散，累計感染超過2
億人，已奪去400多萬人性命。內地疫
情則在短期內受控，全國確診者91%服
中藥，中醫對紓緩症狀、降低病亡的有
效率超過九成。相對於內地積極推動中
西醫結合以抗疫，香港似是另一光景。
香港中文大學藥用植物應用研究國家重
點實驗室要走 「植根中藥 突破中藥」 的
路，走得相當不容易。

梁秉中冀灣區拓新道路
▲無論中成藥在香港有否註冊，都不准在醫院
▲中醫有所謂四診 「望聞問切」 ，是其診
使用。
症之基本方法。

中藥化身補充劑尋發展
早在 22 年前，中大就成立中醫中藥研究所，與雲南
昆明植物研究所建立密切聯繫，2018 年獲國家科技部
批准成立 「藥用植物應用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中
大)」。在實驗室主任梁秉中教授帶領下，努力推動中
西醫(包括中西藥)結合，唯一不同的是，不跟從傳統
中藥藥方而改採用實證為本臨床測試方式，以研發藥
用補充品。梁秉中感慨表示，內地中成藥都可進醫院
施治，香港則無論中成藥有無註冊，都不得在醫院使
用。因此，中大決定以補充劑形式另闢新路。
2003年，沙士襲港，中大中醫中藥研究所研製 「抗毒
補肺湯」玉屏風散和桑菊飲，提供 2000 名醫護人員飲
用，每人服用兩星期。結果，服用過的無一中招，未服
用者的中招率為0.4%，反映該藥方有助提高免疫力。

抗疫有效惟未受重視
2020 年，新冠疫情嚴峻，身兼研究所臨床研究總監
和實驗室主任的梁秉中在大年初四致電醫管局有關方

◀中大中醫中藥臨床中心積極推動
跨學系和跨院校合作，尋求中醫中藥
新路徑。
面表達讓中藥參與抗疫，對方口頭表示支持，結果是
零支持。梁秉中團隊於 6 至 8 月向 700 名醫護提供抗毒
補肺湯，服用者同樣零感染，不良反應者極少或者很
輕微，30 人接受用藥前後血清免疫變化，結果顯示自
體免疫力提升。若能大規模向全港醫護提供，整體抗
疫效果相信會更為理想。
為尋求出路，梁秉中又帶領實驗室與 5 間本地藥廠
合作，研發防疫特效益生菌，希望明年有好消息。他
補充，實驗室和中醫中藥研究所多項研究成果，獲香
港中小企業要求產權轉讓，已市場化更是有紓緩骨質
疏鬆、更年期綜合症、促進傷口癒合、濕疹、前列腺
阻塞治療、外用跌打敷貼等十多種產品。

力推跨學科跨院校合作

推動中西醫結合，梁秉中從中大做起，與校內十多
個臨床部門和相關實驗室合作，特別關注免疫和癌症
研究，跨校合作的課題則有與港大牙科學院的牙周
病、理大紡織系防濕臭尿布、浸大納米技術多糖研
究、科大納米外敷膏貼。學術產出方面，已取得中草
藥配方納米乳劑等多項專利，過去 6 年累計亦發表逾
百篇論文。
遺憾的是，梁秉中團隊和實驗室的努力似乎不獲本
地欣賞，與藥廠合作向中醫藥發展基金申請資助，5
個項目全部落選。這位從事二十多年中醫中藥研究的
骨醫感慨地說：希望特區政府和大學都重視其研究努
力和方向。
展望未來，梁秉中重申繼續支持科技部對國家重點
實驗室的要求，完善一套循證研發創意健康補充品或

中成藥的方法論，配合國家需要，積極參加從生藥
學途徑開發新藥開發實證為本的針對性健康補充
品，推動研究成果陸續進入市場。

開拓中東保健品市場
談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梁秉中認為是實驗室的機
遇，將繼續尋找開發實際為本特殊醫學用途補充品的
機遇，發揮香港專業及國際空間，再進一步是在未來
5 年，借 「一帶一路」機遇建立跨地區文化的香港與
中東地區合作研發保健品。事實上，實驗室近年在中
科院支持下與伊朗醫科大學傳統醫學院合作研究老年
衰退的治療預防補充品。
實驗室亦與長期合作夥伴昆明植物研究所，持續關
注抗癌小分子的篩選，從免疫反應、血管增生及癌細
胞轉移等多方向，尋找實據，謀取進一步開發化學藥
物的保證。
( 「港創科 創科港」 由本報和京港學術交流中心合
作推出)

女子涉用假 「安心出行」 被捕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警方在周末加
強巡查酒吧和食肆，前晚在尖沙咀寶勒巷發現一間
餐廳無牌賣酒，拘捕和票控 9 名男女，其中一名女
子懷疑使用虛假 「安心出行」程式被捕。此外警方
在觀塘巡查派對房間，票控 3 人沒有掃描 「安心出
行」。

警就防疫措施巡查餐廳等處所
尖沙咀分區雜項調查隊聯同衛生署控煙酒辦公室
人 員， 前 晚 巡 查 區 內 食 肆 及 酒 吧， 提 醒 處 所 經 營
者、從業員和市民嚴格遵守防疫規例。行動中人員

在寶勒巷搗破一間懷疑無牌賣酒的餐廳，姓鍾（43
歲)男負責人涉嫌 「無牌藏有酒類飲品可作販賣用
途」和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
務及場所）規例》（第 599F 章），姓黃(59 歲)男職
員涉嫌 「無牌售賣酒類飲品」一同被捕。
餐廳內共有 4 男 2 女顧客（23 至 60 歲）沒有使用
「安心出行」應用程式掃描場所二維碼遭票控。另
外，一名 22 歲女子懷疑使用虛假 「安心出行」應用
程 式， 涉 嫌 「使 用 虛 假 文 書」 被 捕， 她 亦 同 被 票
控。行動中共檢獲約 330 支啤酒，總值約 1.2 萬元。
警方強調，切勿使用任何虛假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或提供虛假資料， 「使用虛假文書」屬嚴重罪行，
呼籲市民切勿以身試法。
此外，觀塘警區特別職務隊前日（2 日）晚上展
開代號 「勇爵」反罪惡行動，突擊搜查區內多間派
對房間，期間發現開源道 47 號一單位內有人嬉戲
及唱歌，懷疑為營業中的派對房間，房間內共 4 男
7 女（13 至 51 歲）顧客，警員發現其中 3 人並未有
按照《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
所）規例》（第 599F 章）規定，使用手提電話掃
描安心出行二維碼，於是向他們發出定額罰款通知
書。

桂渝社團歌舞表演賀國慶
【香港商報訊】香港重慶總會、
香港廣西婦女聯會、香港廣西崇左
市同鄉聯誼會 1 日在灣仔金紫荊廣
場舉行慶祝活動，以醒獅及群舞表
演並獻唱《我和我的祖國》製作成
慶賀短片，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百
年，共賀中華人民共和國 72 周年
華誕，以及紀念香港國安法成功施
行一周年，並衷心祝願祖國繁榮昌
盛、國泰民安，由愛國者治港，帶
給香港社會和諧穩定。

馬浩文：更有條件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重慶總會主席馬浩文接受採訪時說，今年我們
先後迎來建黨百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2 周年兩大
喜事，由衷祝願祖國繁榮昌盛，國泰民安，由衷希望
國家經濟轉型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為國家發展再創高

峰！他認為，香港
國安法的施行以及
確立「愛國者治
港」等重要原則以
及完善選舉制度
後，香港依舊是自
由和開放的國際城
市，營商環境優
質，更有條件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在
港發展企業亦會比
以往有更多機遇，
身為主席的他將攜
香港重慶總會全體
（左起）香港重慶總會副會長向均羚，創會副會長郭二澈，秘書長林曉露，常務理事
仝人繼續推動與重
慶等內地省區的多 牟彤，主席馬浩文，常務理事李細燕及張廣達，香港廣西崇左市同鄉聯誼會副會長何萬
豐，祝願祖國繁榮昌盛、國泰民安。
層次合作。
香港廣西婦女聯會主席毛燕珊表示，希望藉今次合
香港廣西崇左市同鄉聯誼會會長蔡朝旭稱，值此國
辦慶祝活動機會體現各界社團，愛國愛港、無分你
慶佳節全體市民共同歡慶之際，更是彰顯香港國安法
我，同為香港特區政府服務，彰顯團結精神。她認為
之施行與完善選舉制度對香港恢復繁榮穩定的巨大作
香港正呈現出新氣象、新希望，有利於香港的長治久
用；同時，更須感懷黨和國家一直以來對香港的巨大
安及民生福祉的改善，有利於「一國兩制」實踐行穩
支持，只有愛國愛港，堅持「一國兩制」，香港才會
致遠，香港的明天將更加美好。
有繁榮穩定，才會有光明的未來。

警方在行動中拘捕一名女子懷疑使用虛假 「安心出
行」 程式。

仁愛堂籌款月暨
慈善獎券銷售啟動
【香港商報訊】為拓展多元社區服務及募集更多善
款用作各項抗疫支援服務，仁愛堂於即日起至 10 月
31 日舉辦一年一度的仁愛堂籌款月暨慈善獎券銷售活
動，並於 10 月 2 日假 iSQUARE 國際廣場舉行「仁愛
堂籌款月暨慈善獎券銷售 2021 啟動禮」，應屆「仁愛
大使」鄭欣宜(Joyce)及馮允謙(Jay Fung)更親臨支持，
並即場銷售獎券，呼籲善長慷慨解囊，共襄善舉。台
下觀眾反應熱烈，一同支援有需要的弱勢社群！

鄭欣宜馮允謙成今屆「仁愛大使」
仁愛堂第四十二屆董事局主席陳承邦在活動上為
Joyce 及 Jay Fung 頒發大使勳章，正式委任兩位成為今
屆「仁愛大使」。善心爆棚的 Joyce 表示︰「今次好
榮幸與 Jay 一起擔任仁愛大使！希望藉今次機會用自
己能力去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不太看得懂中文的 Jay Fung 表示早前為了拍攝仁愛
堂宣傳片下了一番苦功，要靠拼音背誦「蹺口」的服
務項目，幸好順利過關。兩人即場向現場嘉賓及歌迷
推銷慈善獎券，為慈善親力親為，十分落力。Joyce
更 拍 心 口 表 示 ︰ 「 我 相 信 我 好 有 潛 質 做 『Top
Sales』，我有信心可以售出手上所有獎券！」「仁愛
大使」鄭欣宜及馮允謙即場銷售慈善獎券，台下觀眾
反應熱烈。

葵青國慶嘉年華首添羽球賽

尖沙咀坊會辦國慶盃地壺賽

【香港商報訊】記者傅之忺
報道：由葵青區議會節日工作
小組與葵青發展義工團聯合主
辦，葵青民政事務處、香港明
星羽毛球會協辦的「葵青區慶
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二
周年羽毛球比賽」頒獎禮，1 日
假青衣西南體育館舉行。中聯
辦代表周卓歡、葵青警區指揮
一眾主禮嘉賓與獲頒感謝狀的葵青發展義工團團員們合照。
官謝振中、葵青區議員潘志
成、民政事務專員鄭健、葵青發展義工團主席葉長
葉長春：國家好 香港就好
春，聯袂羽毛球明星王晨、鄭昱閩、葉姵延、張雁宜
一同主禮。現場市民無論男女老少，激情揮灑汗水，
葉長春表示，在全球抗疫的背景下，中國嚴防死
開波慶祝國慶節日。
守，復工復產恢復最快，香港也逐漸走出低迷。國家
在短短 72 年間，就取得驕人成績，成為世界強國，這
鄭健：乘奧運熱推廣全民健身
足以說明國家好，香港就好。他鼓勵年輕人在通關之
後多到大灣區看看，增長見識。葉長春說，此前義工
鄭健致辭時說，國慶節日加上諸多冠軍級別羽球明
團主辦的「羽毛球親子同樂日」反應熱烈，促成本次
星到場，讓現場羽球愛好者十分激動。香港發展離不
活動。是次活動反應更加熱烈，短短 3 天 200 多個參賽
開國家，體育運動也是一樣，無論在比賽交流、教練
名額就爆滿，其中不乏准職業好手。
團隊等，內地與香港的關聯都十分密切，從而使得港
東亞運動會女子單打冠軍、外號「黑妹」的葉姵延
隊健兒取得驕人的奧運成績。葵青國慶嘉年華系列活
認為，今次比賽水平很高，許多後生選手都是港隊長
動首次加入羽球，冀推廣健身，全民運動。他期待今
期關注的「好苗子」。葉姵延勉勵小選手要堅持、肯
次比賽得獎的一眾選手，將來為香港爭光。他祝福祖
吃苦和多努力，同時要勞逸結合。
國繁榮富強，盼望市民人人安居樂業。

【 香 港 商 報
訊】記者呂明霞
報道：由尖沙咀
街坊福利會、油
尖旺南分區委員
會及香港地壺傷
尖沙咀街坊會地壺比賽賀國慶，旨在增強社區凝聚力，促進共融。
健協會聯合主
辦，油尖旺民政事務處協辦的第一屆「慶祝國慶 長
括有益身心，共聚溝通時能彼此鼓勵，更給予我們面
幼一家及傷健地壺國慶盃」，日前假尖沙咀街坊會會
對未來的勇氣。」
堂舉辦。尖沙咀坊會理事長蘇仲平、香港地壺傷健協
蘇仲平：以運動比賽賀國慶
會主席呂文輝、油尖旺南分區委員會主席甄懋強、保
安局副局長區志光、油尖旺民政事務專員余健強等主
蘇仲平致辭時表示，今年香港抗疫效果顯著，疫情
禮。該活動希望通過推廣地壺運動，增進凝聚力，促
受控，社會秩序安定，經濟復蘇指日可待。香港奧運
進社會共融。
健兒在比賽中的表現十分出色，讓人倍感欣慰。在香
政府部門、社團單位、學校及社區中心等共 100 隊
港走出疫情的第一個國慶節，通過地壺運動比賽來慶
不同組別應邀參加，共同慶祝國慶，為長者、青少
祝，希望能鼓勵街坊多認識這個有趣又健康的運動，
年、殘障人士及社區人士提供切磋、交流的機會。
並藉此鼓勵大家多運動，強身健體。
出席的嘉賓尚包括社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專員
區志光：互相鼓勵給予勇氣
張織雯、香港警務處油尖警區指揮官楊文彬、中聯辦
九龍工作部副部長姜翼鵬、香港警務處旺角警區指揮
區志光致辭道，過去兩個月來，可看到香港在一個
官鄧淑珍。多位演藝紅星到場體驗地壺運動，包括關
接一個的體育項目都取得好的成績，從東京奧運，東
禮傑、譚玉瑛、吳幸美及姚亦禮。在東京殘奧代表香
京殘奧，以及全民運動日，香港的運動員表現都非常
港贏得羽毛球銅牌的陳浩源為香港地壺傷健協會創會
亮眼。「得獎在其次，運動員的精神令我們感到鼓
會長，也出席支持，並與嘉賓一起參與友誼賽。
舞。他們的堅毅和專注值得我們仿效。運動的好處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