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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以便處理過渡性註冊轉正式註冊（HKP轉HKC）的申請

《確認中成藥過渡性註冊通知書》（HKP）持有人
須於中藥組指定的限期內提交所需的資料

安全性 品質性 成效性

根據《中醫藥條例》第128條，中成藥的過渡性註冊繼續有效，直至

獲發（正式）註冊證明書 申請遭拒絕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公布的日

期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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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藥過渡性註冊轉正式註冊申請的調整安排

第一部分：中成藥名稱

• 產品名稱

• 商標文字

第二部分：中成藥註冊所需的文件

• 一般資料

• 樣本及銷售包裝的樣板

• 完整處方

• 成效性資料

• 組方原則及方解

• 品質性資料
• 製造方法
• 原料理化性質資料
• 品質標準化驗報告
• 穩定性試驗報告
• 更改製造商資料後
重新提交資料



第一部分
中成藥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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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中成藥名稱
產品名稱

 若產品的有效成分包含｢冬蟲夏草」，且不含
「蟲草屬藥材」及╱或「蟲草菌絲體」，其
「 產 品 名 稱 」 可 使 用 「 冬 蟲 夏 草 」
╱"Cordyceps"、"Dong Chong Xia Cao"（或
其他「冬蟲夏草」的拼音）字眼

 若產品的有效成分包含「冬蟲夏草」及╱或｢蟲
草屬藥材」（如蛹蟲草、亞香棒蟲草等）＃，
且不含「蟲草菌絲體」，其「產品名稱」可使
用「蟲草」╱ "Chong Cao"（或其他「蟲草」
的拼音）字眼

 若產品的有效成分包含「蟲草菌絲體」，其
「產品名稱」不能使用「冬蟲夏草」、｢蟲草｣
或 "Cordyceps" （或其他「冬蟲夏草」╱「蟲
草」的拼音）字眼，但可使用「 (XXX)(即菌株
品 種 名 稱 ) 菌 絲 體 」 ╱ "(XXX)Mycelium(or
Mycelia)" 或「蟲草菌絲體」 ╱ "Cordyceps
Mycelium (or Mycelia)"
＃ 如產品的有效成分包含「蟲草屬藥材」則英文

「產品名稱」須以其「蟲草屬藥材」的拉丁
學 名 表 達 ， 例 如 蛹 蟲 草 "Cordyceps
mil itar is" 、 亞 香 棒 蟲 草 "Cordyceps
hawkesii"等

 不可抵觸香港法例第231章《不
良廣告（醫藥）條例》的規定

 若包含人名，須符合「香港註冊
中醫專業守則」及「表列中醫守
則」的規定

 不應以中西醫不同理論功效混雜
命名

 不可標示有西醫藥功效的字眼

 不應帶有誤導或誇大成份

 若包含功能╱主治的字眼，則須與
產品的功能╱主治功能相符，並須
提供證明文件

 若包含中藥成分的字眼，則該產品
的完整處方必須有該中藥作為成分
或成分之一

 若包含成分的產地的字眼，則須提
供成分的產地來源證明文件

 若產品的有效成分包含「冬蟲夏
草」、「蟲草屬藥材」及「蟲草菌
絲體」，須符合相關的要求

(2016年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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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中成藥名稱

商標文字

 不可抵觸香港法例第231章《不良廣告（醫藥）條例》的規定

 若包含人名，須符合「香港註冊中醫專業守則」及「表列中醫守
則」的規定

 其他

 「商標文字」的標示不能較「產品名稱」顯著和突出，應令消費者能
清楚辨識中成藥的「產品名稱」

 若申請填報的「商標文字」包含「牌」、「商標」、「嘜」等字眼，
則中成藥的標籤及說明書亦須同時標示有關字眼

(2016年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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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中成藥註冊資料

N12.已獲發「確認中成藥過渡性註冊通知書」的中成藥轉正式註冊申請的中成藥名稱的要求
問：
中藥組在處理已獲發「確認中成藥過渡性註冊通知書」的中成藥轉正式註冊申請時，對中成藥名稱有什麼要求？

答：
已獲發「確認中成藥過渡性註冊通知書」的中成藥轉正式註冊申請時，其中成藥名稱須符合以下要求：
(a) 「產品名稱」

1. 不可抵觸香港法例第231章《不良廣告（醫藥）條例》的規定。
2. 若包含人名，須符合「香港註冊中醫專業守則」及「表列中醫守則」的規定。
3. 不應以中西醫不同理論功效混雜命名。

 不可標示有西醫藥功效的字眼。
4. 不應帶有誤導或誇大成份。

 若包含功能╱主治的字眼，則須與產品的功能╱主治功能相符，並須提供證明文件。
 若包含中藥成分的字眼，則該產品的完整處方必須有該中藥作為成分或成分之一。
 若包含成分的產地的字眼，則須提供成分的產地來源證明文件。
 若產品的有效成分包含｢冬蟲夏草」，且不含「蟲草屬藥材」及╱或「蟲草菌絲體」，其「產品名稱」可使用「冬蟲夏草」╱“Cordyceps”、“Dong Chong Xia

Cao”（或其他「冬蟲夏草」的拼音）字眼。
 若產品的有效成分包含「冬蟲夏草」及╱或｢蟲草屬藥材」（如蛹蟲草、亞香棒蟲草等）＃，且不含「蟲草菌絲體」，其「產品名稱」可使用「蟲草」╱“Chong

Cao”（或其他「蟲草」的拼音）字眼。
 若產品的有效成分包含「蟲草菌絲體」，其「產品名稱」不能使用「冬蟲夏草」、｢蟲草｣或“Cordyceps” （或其他「冬蟲夏草」╱「蟲草」的拼音）字眼，但可

使用「(XXX)(即菌株品種名稱)菌絲體」╱“(XXX)Mycelium(or Mycelia)”或「蟲草菌絲體」╱“Cordyceps Mycelium (or Mycelia)”。

#如產品的有效成分包含「蟲草屬藥材」則英文「產品名稱」須以其「蟲草屬藥材」的拉丁學名表達，例如蛹蟲草“Cordyceps militaris”、亞香棒蟲草“Cordyceps hawkesii”等。

(b)「商標文字」
1. 不可抵觸香港法例第231章《不良廣告（醫藥）條例》的規定。
2. 若包含人名，須符合「香港註冊中醫專業守則」及「表列中醫守則」的規定。
3. 其他

 「商標文字」的標示不能較「產品名稱」顯著和突出，應令消費者能清楚辨識中成藥的「產品名稱」。
 若申請填報的「商標文字」包含「牌」、「商標」、「嘜」等字眼，則中成藥的標籤及說明書亦須同時標示有關字眼。

以上要求只適用於已獲發「確認中成藥過渡性註冊通知書」的中成藥原有的中成藥名稱。若「確認中成藥過渡性註冊通知書」持有人須為其中成藥更改中成藥名稱，則
新的中成藥名稱必須符合中藥組制定的《中成藥命名業界指引》的要求。

中藥組可就以上要求中未能涵蓋的情況作出判斷，而考慮是否批准某些特定的字眼用於中成藥名稱上。如有需要時，中藥組可要求持有人提供額外的證明文件供考慮。
中藥組保留最終決定權。

常見問題



第二部分
中成藥註冊所需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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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P轉HKC申請所需的文件 涉及範圍

一般
資料

1. 公司負責人的資料 －

2. 生產地發出的生產許可證明文件（如適用） －

3. 生產地發出的自由銷售證明文件(如適用) －

4. 樣本及銷售包裝的樣板 

5. 完整處方 

9

一般資料

第二部分：中成藥註冊所需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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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中成藥註冊所需的文件

項目

1. 樣本及銷
售包裝的樣
板

2. 完整處方

原有安排 調整安排

填報的資料有誤
要求HKP持有人提供客觀證明
支持過往是漏報或填錯包裝規
格，或提交錯誤的樣板
中藥組方會考慮接納有關修正

容許HKP持有人或產品製造商
以法定聲明的方式，澄清及確
認產品於過渡性註冊申請時的
包裝規格／物料。

綜合持有人已經提交的資料，
若中藥組信納HKP持有人的法
定聲明，會容許持有人修正註
冊資料。 (2016年公布)

填報的資料有誤
持有人須提供客觀證明
支持過往提供的處方資料有錯
漏
中藥組方會考慮接納有關修正

容許HKP持有人或產品製造商
以法定聲明的方式，澄清及確
認產品於過渡性註冊時的完整
處方。

若中藥組信納其提供的證明
後，則可予以修正完整處方。

(2016年公布)



HKP轉HKC申請所需的文件 涉及範圍

成效性
資料

1. 組方原則及方解 

2. 成效性參考資料 －
3. 成效性資料總結報告 －

11

成效性資料

第二部分：中成藥註冊所需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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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中成藥註冊所需的文件

項目
1. 組方原則
及方解

原有安排 調整安排
應由專業人士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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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公布)

《中成藥註冊－成效性資
料技術指引》列明，組方
原則及方解需要包括:
 來源
 方解

考慮到有較多HKP產品屬於經驗方，持有人未必
能夠提供處方來源或依據。

豁免HKP持有人在組方原則及方解內撰寫處方的
「來源」項目。

倘若持有人要求把處方來源資料標示於產品的標
籤及／或說明書上，則須提供有關支持該處方來
源的文件。 (2016年公布)

針對藥典方或國家藥品標準的產品：
HKP持有人聲明產品的處方組成與所依據的藥
典方或國家藥品標準方相同；
產品功能、主治、用量及使用方法等宣稱亦與
標準一致，
可接納HKP持有人提供書面聲明，指其方解與
《中國藥典臨床用藥須知》所載的內容一致。

(2016年公布)



HKP轉HKC申請所需的文件 涉及範圍

品質性
資料

1. 製造方法 
2. 原料理化性質資料 

3. 品質標準化驗報告 

4. 穩定性試驗報告 

13

品質性資料

第二部分：中成藥註冊所需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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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中成藥註冊所需的文件

項目

1. 製造方法

2. 原料理化
性質資料

原有安排 調整安排

填報的資料有誤
HKP持有人須提供客觀證
明
支持過往提供的製造方法
資料有錯漏

容許HKP持有人或產品製造商以法定聲明的
方式，澄清及確認其製造方法與申請過渡性註
冊時候一致，中藥組則可予以修正製造方法。

(2016年公布)

刪除產品的色素及／或香
精
持有人須按更改過渡性註
冊資料的要求提交相關資
料：
包括新完整處方及製造方
法、品質標準化驗報告、3
批產品的加速／常溫穩定
性試驗報告等。

刪除產品的色素及／或香精
考慮到刪除中成藥內的色素及／或香精對產品的
安全性、品質性及穩定性的影響相對較少：
a)若HKP持有人已提交了舊處方產品的品質
標準化驗報告及一批產品的一般穩定性試
驗報告，持有人可於中成藥註冊續期時，
才提交新處方的品質標準化驗報告及另外
兩批產品一般穩定性試驗報告。

b) 若HKP持有人一直未有提交過舊處方產
品的品質標準化驗報告及一批產品的一般
穩定性試驗報告，中藥組會繼續要求持有
人須即時按新處方提交品質標準化驗報告
及一批產品的一般穩定性試驗報告。
(2016年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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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中成藥註冊所需的文件

項目

3. 方法學考
察報告

原有安排 調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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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證明有關
化驗方法的專屬性。

中成藥註冊欠方法學考察報告的處
理辦法
在符合其他註冊要求的情況下，
可考慮有條件地批准中成藥註冊
申請；

唯申請人必須提交由化驗所為產
品發出的開展方法學考察證明；
以及

於HKC發出日期起計3年內，提交
完整的方法學考察報告。

在符合其他註冊要求的情況下，考慮有
條件地批准其中成藥註冊。

而HKP持有人可選擇提供化驗所確認
信，或由產品製造商發出的書面承諾。

並可於中成藥註冊續期時（即獲發HKC
後5年內）提交完整的方法學考察報
告。

(2016年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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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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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中成藥註冊所需的文件
項目

4. 穩定性試
驗報告

原有安排 調整安排
《中成藥註冊－品質性資料
技術指引》及其附錄

HKP持有人須按其產品所
擬定的有效期；

將三個批號或以上的藥品
在上市包裝的條件下，置
於室溫或該藥品建議的貯
存環境下，對樣品進行留
樣觀察及檢驗；

須於指定的限期內提交最
少一批產品的一般穩定性
試驗報告予中藥組；

其餘批次產品的檢驗報
告，則必須於該中成藥註
冊續期時提交。

針對只提交了0年時間（即T=0）的一般穩
定性試驗報告，而尚欠其他留樣觀察時點的
試驗報告的個案：
a) 若HKP持有人所提交的T=0的穩定性試

驗報告已符合註冊要求；及
b) 已提交由化驗所發出的證明文件，顯示

已委託化驗所進行第3年／及第4年（即
T=3／及T=4）的穩定性試驗；及

c) 已經提交一批產品的加速穩定性試驗報
告。

在符合其他註冊要求的情況下，可考慮有
條件地批准產品的中成藥註冊。

產品仍可聲稱3年或4年的有效期。

產品持有人須於中成藥註冊續期時補回第
一批產品的T=3／及T=4的一般穩定性試
驗報告，以及第二及第三批產品的一般穩
定性試驗報告。
(2016年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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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中成藥註冊所需的文件
項目

5.品質標準
化驗報告及
穩定性試驗
報告

原有安排 調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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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標準訂立最少一個「鑒別」項
目及最少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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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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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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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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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註冊續期時按修正後
的品質標準，提交品質
標準化驗報告及／或第
二及第三批產品的一般
穩定性試驗報告。

(2014及2016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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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中成藥註冊所需的文件

項目

6.更改製造商
資料後須重新
提交資料

(2016年公布)

原有安排 調整安排
HKP持有人在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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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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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持有人已提交舊製造商產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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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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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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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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