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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中醫藥事務部



背景背景
在1999年3月1日時在香港製造、 本地製造商或

根據《中醫藥條例》第128條：

銷售或為銷售而供應的中成藥 海外製造的本地代理商

可於2003年12月19日至2004年6月30日可於2003年12月19日至2004年6月30日
申請過渡性註冊

提交客觀的證據

證明產品符合中成藥

過渡性註冊資格

提交對保障公共衞生

有基本保證的資料
過渡性註冊資格

有 本保 的資料

中藥組審核中藥組審核

獲發「確認中成藥過渡性註冊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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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發「確認中成藥過渡性註冊通知書」

（HKP）



背景背景
根據《中醫藥條例》第128條，HKP繼續有效，直至—
a) 根據第121(2)條獲發註冊證明書；或
b) 該中成藥的註冊申請根據第121(4)條遭拒絕；或
)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藉在憲報刊登的公告所指明和公佈c)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藉在憲報刊登的公告所指明和公佈

的日期。
而上述各項中，以 早出現者為準。而上述各項中 以 早出現者為準

中藥組於2003年12月年印發中藥組於 003年 月年印發

《中成藥註冊申請手冊》

•公佈過渡性及正式註冊申請所需的資料及要求•公佈過渡性及正式註冊申請所需的資料及要求

•HKP持有人提交所需的資料予中藥組

•以便考慮發出「中成藥註冊證明書」（H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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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性註冊轉正式註冊申請所須提交的資料過渡性註冊轉正式註冊申請所須提交的資料
一般資料一般資料
1. 填妥的申請書

安全性安全性資料資料
1. 重金屬及有毒元素含量的測試報告. 填妥的申請書

2. 公司負責人的資料
3. 該中成藥的製造或銷售歷史證明文件副本
4. 生產地發出的生產許可證明文件(如適用)
5 生產地發出的自由銷售證明文件(如適用)

. 重金屬及有毒元素含量的測試報告
2. 農藥殘留量的測試報告
3. 微生物限度的測試報告
4. 安全性資料總結報告

5. 生產地發出的自由銷售證明文件(如適用)
6. 樣本及銷售包裝的樣板
7. 符合法例要求的標籤及說明書
8. 完整處方完整處方

成效性成效性資料資料
1. 組方原則及方解

品質性品質性資料資料
1. 製造方法
2. 原料理化性質資料

2. 成效性參考資料
3. 成效性資料總結報告

原料 化性質資料
3. 品質標準、化驗方法及化驗報告
4. 加速穩定性試驗報告/一般穩定性資料

4
*以申請第I組別註冊的HKP個案為例



過往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公布過往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公布
就過渡性註冊轉正式註冊申請提交文件的安排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於2006年6月公布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於2006年6月公布

《中成藥過渡性註冊提交穩定性試驗報告的詳細修訂安排》

• 第一類別中成藥：必須根據原有的安排，於2009年6月30日前提交完整的品質第 類別中成藥：必須根據原有的安排 於2009年6月30日前提交完整的品質
標準（包括「含量測定」）的化驗報告及第一批產品的一般穩定性試驗報告
•屬已有「含量測定」項目的藥典方或「國家藥品標準」處方；或

•只含有如「樟腦」、「冬青油」等已有標準的成分並屬外用油劑的複方製劑只含有如 樟腦」 冬青油」等已有標準的成分並屬外用油劑的複方製劑

• 第二類別中成藥：可 遲在2009年6月30日才提交品質標準、化驗報告及產品
的留樣觀察方案，以及 遲於2013年6月30日前，提交一批產品的一般穩定性
試驗報告

• 其他不屬於第一類別的中成藥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於2013年6月公布

《提交品質標準化驗報告及一般穩定性試驗報告時間修訂安排》

• 把HKP持有人提交品質標準化驗報告及第一批產品的一般穩定性
試驗報告的期限延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試驗報告的期限延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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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組通過
中成藥過渡性註冊轉正式註冊申請的更新處理方案

過渡性註冊轉正式註冊申請的更新處理方案

(A) (B) (C)(A)
成效性資料

(B)
品質性資料

(C)
更改製造商資料

調整技術 調整技術 舉辦專題 調整重新調整技術

要求
組方原則及方解

調整技術

要求
品質標準化驗報告

舉辦專題
講座及／
或技術交

流會

調整重新
提交資料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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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方原則及方解
穩定性試驗報告 流會



(A) 成效性資料(A) 成效性資料
更新處理方案的項目與中藥組原訂要求的比較
過渡性註冊轉正式註冊
申請所須的成效性資料

中藥組原訂的要求及
提交文件的安排

過渡性註冊轉正式註冊
申請的更新處理方案

組方原則及方解 i 內容應按照《中成藥 i 內容應按照《中成藥組方原則及方解 i. 內容應按照《中成藥
註冊－成效性資料技
術指引》的要求；及

ii. 應由專業人士撰寫。

i. 內容應按照《中成藥
註冊－成效性資料技
術指引》的要求；及

ii. 除專業人士外，亦可ii. 應由專業人士撰寫 ii. 除專業人士外 亦可
接納由研發或擁有相
關處方的人士所撰寫
的組方原則及方解。的 方原則及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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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組通過
中成藥過渡性註冊轉正式註冊申請的更新處理方案

過渡性註冊轉正式註冊申請的更新處理方案

(A) (B) (C)(A)
成效性資料

(B)
品質性資料

(C)
更改製造商資料

調整技術 調整技術 舉辦專題 調整重新調整技術

要求
組方原則及方解

調整技術

要求
品質標準化驗報告

舉辦專題
講座及／
或技術交

流會

調整重新
提交資料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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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方原則及方解
穩定性試驗報告 流會



(B) 品質性資料(B) 品質性資料

過渡性註冊轉正式註冊申請過渡性註冊轉 式註冊申請

的更新處理方案

品質性資料

調整技術要求

品質標準化驗報告

穩定性試驗報告

舉辦專題講座及／或

技術交流會
穩定性試驗報告

(I) 針對

提高業界對品質標準的認識

( ) 針對

未能就「鑒別」及「含量測
定」項目選擇適當指標成分

欠缺個別測試或檢查項目

(II) 針對

欠缺方法學考察當中陰性
對照測試

欠缺個別測試或檢查項目

的處理方法
的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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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品質性資料(B) 品質性資料
更新處理方案的項目與中藥組原訂要求的比較

過渡性註冊轉正式註冊 中藥組原訂的要求及 過渡性註冊轉正式註冊過渡性註冊轉正式註冊
申請所須的品質性資料

中藥組原訂的要求及
提交文件的安排

過渡性註冊轉正式註冊
申請的更新處理方案

品質標準化驗報告及／或
一般穩定性試驗報告

「鑒別」及「含量測定」項目的要求：
建立製成品的「鑒別」及「含量測定」
項目時，應首選處方中的主藥 貴重藥及

 未能就「鑒別」及「含量測定」
項目選擇適當指標成分；及

 欠缺個別測試或檢查項目項目時，應首選處方中的主藥、貴重藥及
毒性藥；
申請人自行建立品質標準時，如技術上
可行的話，須為產品的品質標準訂立 少
一個「鑒別 項目及 少一個「含量測定

 欠缺個別測試或檢查項目。

先接納有關報告，並在符合其他註冊
要求的情況下，考慮以有條件批准的
方式向HKP持有人發出HKC。一個「鑒別」項目及 少一個「含量測定」

項目；
應為產品的「鑒別」及「含量測定」項
目選擇不同的成分；及
如產品的品質標準中「鑒別 及「含量

方式向HKP持有人發出HKC。

待註冊續期提交第二及第三批產品的
一般穩定性試驗報告時，才一併提交
修正後的品質標準化驗報告及／或一如產品的品質標準中「鑒別」及「含量

測定」項目選擇相同的成分，持有人則須
提供足夠的理據以作支持。

修正後的品質標準化驗報告及／或一
般穩定性試驗報告。

所需包括的項目：
應主要包括「性狀」、「鑒別」、
「含量測定」及「檢查」四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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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品質性資料(B) 品質性資料
更新處理方案的項目與中藥組原訂要求的比較

過渡性註冊轉正式註冊
申請所須的品質性資料

中藥組原訂的要求及
提交文件的安排

過渡性註冊轉正式註冊
申請的更新處理方案申請所須的品質性資料 提交文件的安排 申請的更新處理方案

品質標準化驗報告及／或
一般穩定性試驗報告

方法學考察的要求：
若有關的測定方法屬自行建立
的研究方法，申請人應闡明其方

方法學考察報告欠缺陰性對照
測試：
可選擇補充陰性對照測試，或以的研究方法，申請人應闡明其方

法的原理並提供有關參考資料，
當中應包括方法學的考察
（method validation）等；及

可選擇補充陰性對照測試，或以
其他技術作為驗證有關化驗方法
的專屬性的補充資料，在符合其
他註冊要求的情況及HKP持有人

方法學考察報告須包括陰性對
照測試，若申請人或化驗所在過
往制定的方法中沒有進行陰性對
照測試，則須補做陰性對照測試

已提交由化驗機構為產品發出的
開展陰性對照測試或其他驗證技
術的證明下，有條件地批准其
HKC註冊。照測試，則須補做陰性對照測試

以證明有關化驗方法的專屬性。
HKC註冊。

持有人必須於HKC發出日期起計3
年內補充陰性對照測試，或以其
他技術作為驗證有關化驗方法的
專屬性的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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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品質性資料(B) 品質性資料

過渡性註冊轉正式註冊申請過渡性註冊轉 式註冊申請

的更新處理方案

品質性資料

調整技術要求

品質標準化驗報告

穩定性試驗報告

舉辦專題講座及／或

技術交流會
穩定性試驗報告

(I) 針對

提高業界對品質標準的認識

( ) 針對

未能就「鑒別」及「含量測
定」項目選擇適當指標成分

欠缺個別測試或檢查項目

(II) 針對

欠缺方法學考察當中陰性
對照測試

欠缺個別測試或檢查項目

的處理方法
的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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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品質性資料(B) 品質性資料
舉辦專題講座及／或技術交流會

加強與業界的溝通

舉辦專題講座 舉辦技術交流會

藉此提高業界對建立中成藥品質標準

及／或化驗技術的認識

衞生署會在定期講座中

加入有關中成藥品質標準的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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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組通過
中成藥過渡性註冊轉正式註冊申請的更新處理方案

過渡性註冊轉正式註冊申請的更新處理方案

(A) (B) (C)(A)
成效性資料

(B)
品質性資料

(C)
更改製造商資料

調整技術 調整技術 舉辦專題 調整重新調整技術

要求
組方原則及方解

調整技術

要求
品質標準化驗報告

舉辦專題
講座及／
或技術交

流會

調整重新
提交資料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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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方原則及方解
穩定性試驗報告 流會



(C) 更改製造商資料(C) 更改製造商資料
更新處理方案的項目與中藥組原訂要求的比較

過渡性註冊轉正式註冊 中藥組原訂的要求及 過渡性註冊轉正式註冊過渡性註冊轉正式註冊
申請所須的資料

中藥組原訂的要求及
提交文件的安排

過渡性註冊轉正式註冊
申請的更新處理方案

更改製造商資料後須
重新提交資料

HKP持有人在提交：
新製造商製造的中成藥的三份基

若持有人已提交舊製造商產
品的品質標準化驗報告，而重新提交資料 新製造商製造的中成藥的三份基

本測試報告（即重金屬及有毒元
素、微生物限度及農藥殘留量的測
試報告）；及
證明更改製造商後產品的完整處

品的品質標準化驗報告，而
該報告已符合註冊要求，有
關持有人及新製造商在聲明
產品的品質標準沒有改變後

質證明更改製造商後產品的完整處
方及製造方法不變等主要文件。

並在獲中藥管理小組批准後，可先
修改中成藥過渡性註冊的製造商資

，舊製造商的品質標準化驗
報告可暫時接納為產品更改
製造商後的有效品質標準化
驗報告。修改中成藥過渡性註冊的製造商資

料，而中藥管理小組無須即時以過
渡性註冊轉正式註冊申請的程序處
理其註冊申請。

驗報告

透過在註冊續期或中藥管理
小組決定的期限內，要求持
有人提交第 及第 批產品

有關HKP持有人須於過渡性註冊轉
正式註冊申請時提交由新製造商製
造的中成藥的品質標準化驗報告。

有人提交第二及第三批產品
的一般穩定性試驗報告時，
一併補充新製造商產品的品
質標準化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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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中成藥的品質標準化驗報告 質標準化驗報告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公布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公布
中成藥過渡性註冊轉正式註冊申請的更新處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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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藥由獲得「過渡性註中成藥由獲得「過渡性註冊」
變為獲得「正式註冊」變為獲得 正式註冊」
的更換標籤及說明書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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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藥由獲得「過渡性註冊 變為獲得中成藥由獲得「過渡性註冊」變為獲得
「正式註冊」的更換標籤及說明書安排

審核申請 批准HKCHKP 審核申請 批准HKC
持有人在相關時間內處理產
品的新舊包裝事宜

符合安全、品質、成效要求
符合標籤及說明書要求

須於六個月內領取
其產品的HKC

HKP持有人的產品在獲批
持有人須填妥回條，以選

擇其產品的HKP持有人的產品在獲批
准中成藥註冊後，會接到

中藥組發出的

通知書及回條通知書及回條

擇其產品的

HKCHKC的生效日期的生效日期

該生效日期須為獲悉可獲
發HKC後的六個月內六個月內

持有人須於相關時間內處
理其產品舊包裝標籤及說

明書的更替事宜

發HKC後的六個月內六個月內

持有人在繳交發出

HKC的費用後

中藥組便會於回條上顯示的

HKC持有人須確保市面銷售須確保市面銷售

中成藥的詳情

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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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期向其發出HKC 註冊中成藥的註冊詳情相同註冊中成藥的註冊詳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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