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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藥規例》第15條，中成藥的註冊詳情包括該成藥的:

以上(a)、(b)及(c)三項將不得更改，如有更改，須重新申請註冊

(a)中英文名稱 (g)用量及使用方法

(b)劑型形式 (h)附加或印刷在該成藥的包裝上
的每一份標籤

(c)每種有效成分的名稱及份量; (i)在香港銷售而供應的說明書

(d)每種賦形劑(如有的話)的名稱及
份量

(j)將會在香港境外銷售(如有的話)
而供應的每一份說明書

(e)規格說明 (k)每一位製造商的姓名或名稱及
地址

(f)主治用途(如有的話); (l)功能或藥理作用



根據《中醫藥條例》第124(1)及(2)條，註冊證明書持有人在繳
付訂明費用後，可以書面向中藥組申請批准更改該證明書所關
乎的中成藥註冊詳情。中藥組如信納建議的更改對有關的中成
藥的安全、品質及成效不會有不利影響，則可批准該申請內所
建議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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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組已發出更改註冊中成藥的註冊詳情申請須知，以供業界
參考。



擬更改的註冊詳情 須提交的文件※

1. 中英文名稱 須重新申請註冊

中英文商標文字 新標籤及說明書的樣板＃，並附詳細修訂說明

2. 劑型形式 須重新申請註冊

3. 每種有效成分的名稱及份量 須重新申請註冊

4. 每種賦形劑(如有的話)的名稱及
份量

1. 由製造商發出的新完整處方及製造方法
2. 中成藥的樣本＃

3. 支持有關更改不會對藥物造成不良影響的資料(包括常溫穩
定性測試報告或加速穩定性測試報告，及品質標準、化驗
方法及化驗報告)

※如所更改的項目涉及其他註冊詳情的變更，申請人亦須一併提出申請並提交其相關支持的文件。
有需要時，中藥組可要求申請人提交其他資料及文件作為支持的依據。
＃中成藥的樣本及/或銷售時的說明書及標籤應於申請獲批後3個月內提交至衞生署中藥事務組存檔。

表一



擬更改的註冊詳情 須提交的文件

5. 規格說明 1. 由製造商發出的完整處方及製造方法；
2. 支持產品穩定的依據(即常溫穩定性測試報告或加速穩定

性測試報告或可支持產品穩定性的客觀證據)
3. 中成藥的樣本
4. 最新的品質標準、化驗方法及化驗報告；
5. 新標籤及說明書的樣板，並附詳細修訂說明

6. (a)主治用途(如有的話) 1. 新說明書樣板，並附詳細修訂說明(如有) 
2. 生產地發出對該項修改的證明文件(如適用)

(b)用量及使用方法 1. 新標籤及說明書樣板，並附詳細修訂說明；
2. 生產地發出對該項修改的證明文件(如適用)
3. 支持更改的依據。



擬更改的註冊詳情 須提交的文件

7. 附加或印刷在該成藥的包裝上的每一份標籤

內容不變，但更改排版、字體、
繁簡體字、顏色、設計、圖案、
包裝設計、及/或字形大小

新標籤樣板，並附詳細修訂說明

(a)該成藥的名稱 須重新申請註冊

(b)有效成分的名稱 新標籤樣板，並附詳細修訂說明(申請人可選擇顯示不同成分) 

(c)該成藥的生產地所在的國家或地
區名稱

請參考表二

(d)該成藥的註冊證明書上指明的中
成藥的註冊編號

須重新申請註冊



擬更改的註冊詳情 須提交的文件

7. 附加或印刷在該成藥的包裝上的每一份標籤(續)

(e)(i)(如該包裝屬最外層包裝)該成藥
的註冊證明書上指明的該證明書的持
有人的姓名或名稱；或(ii) (如該包裝
不屬最外層包裝)(e)(i)段列明的詳情
或生產該成藥的製造商的姓名或名稱

請參考表二

(f)該成藥的包裝規格說明 1. 支持產品穩定的依據(即穩定性測試報告或可支持產品
穩定性的客觀證據)

2. 中成藥的樣本
3. 最新的品質標準、化驗方法及化驗報告(只適用於檢查
項目不一樣的情況)

4. 新標籤及說明書的樣板，並附詳細修訂說明



擬更改的註冊詳情 須提交的文件

7. 附加或印刷在該成藥的包裝上的每一份標籤(續)

(g)該成藥的用量及使用方法 1. 新標籤樣板，並附詳細修訂說明
2. 支持更改的依據

(h)該成藥的失效日期 支持產品穩定的依據(即穩定性測試報告) 

(i)該成藥的批次編號 不適用

8.
9.

在香港銷售而供應的說明書
將會在香港境外銷售(如有的話)而供應的每一份說明書

(a)該成藥的名稱 須重新申請註冊

(b)有效成分的名稱及其份量 新說明書的樣板，並附詳細修訂說明(申請人可選擇顯示不同
成分) 



擬更改的註冊詳情 須提交的文件

8.
9.

在香港銷售而供應的說明書
將會在香港境外銷售(如有的話)而供應的每一份說明書(續)
(c) 該成藥的註冊證明書上指明的該證
明書的持有人的姓名或名稱或生產該
成藥的製造商的姓名或名稱

請參考表二

(d) 該成藥的用量及使用方法 1. 新說明書的樣板，並附詳細修訂說明
2.生產地發出對該項修改的證明文件(如適用) 
3. 支持更改的依據。

(e) 該成藥的功能或藥理作用

(f) 該成藥的主治用途(如有的話)

(g) 該成藥的禁忌(如有的話)

(h) 該成藥的副作用(如有的話)

(i)該成藥的毒性作用(如有的話)

(j)使用該成藥時須採取的預防措施(如
有的話)



擬更改的註冊詳情 須提交的文件

8.
9.

在香港銷售而供應的說明書
將會在香港境外銷售(如有的話)而供應的每一份說明書(續)
(k)該成藥的貯存指示 支持產品穩定的依據(即穩定性測試報告或可支持產品穩定性

的客觀證據) 

(l)該成藥的包裝規格說明 請參看以上第(7)項「(f)該成藥的包裝規格說明」



擬更改的註冊詳情 須提交的文件

10. 每一位製造商的姓名或名稱及
地址

1. 生產地發出的生產許可證明文件或監管當局發出的合法生產
文件及銷售許可證明文件核證本或核證副本

2. 由新製造商製造的中成藥的品質標準、化驗方法及化驗報告
正本

3. 由新製造商製造的中成藥的重金屬及有毒元素含量測試、微
生物限度測試及農藥殘留量測試三項的測試報告正本

4. 由新製造商提供由其發出的該中成藥的「完整處方」及「製
造方法」

5. 新說明書及標籤的樣板及中成藥的樣本

11. 功能或藥理作用 1. 支持更改的依據；
2. 由生產地發出對該項更改的證明文件(如適用)
3. 新說明書的樣板，並附詳細修訂說明



更改／修正的資料項目 提交的文件及資料

通知書持有人沒有改變

1. 只更改公司名稱(註:該持
有人是中成藥的批發商)

1. 該註冊證明書的副本(其正本必須於申請獲批後交還中藥組)
2. 已更改公司名稱的商業登記證及其「中成藥批發商牌照」副本
3. 公司更改名稱的證明文件副本(公司註冊處發出更改名稱的證明)
4. 新說明書及標籤的樣板

2. 只更改公司名稱(註: 該持
有人是中成藥的製造商)

1. 該註冊證明書的副本(其正本必須於申請獲批後交還中藥組)
2. 已更改公司名稱的商業登記證及其「中成藥製造商牌照」副本
3. 公司更改名稱的證明文件副本(公司註冊處發出更改名稱的證明)
4. 新說明書及標籤的樣板

3. 只更改地址(若為中成藥的
製造商)

1.該註冊證明書的副本(其正本必須於申請獲批後交還中藥組)
2.已更改的公司地址的商業登記證及其「中成藥製造商牌照」副本；
3.已更改的公司地址生產中成藥的重金屬及有毒元素含量測試、微生物限
度測試及農藥殘留量測試三項的測試報告
4. 新說明書及標籤的樣板及中成藥的樣本 (如有任何更改)

表二



更改／修正的資料項目 提交的文件及資料

更改通知書持有人

4. 而原或新註冊證明書持有
人不涉及該中成藥的製造

1. 該註冊證明書的副本(其正本必須於申請獲批後交還中藥組)
2. 新通知書持有人公司的商業登記證及其「中成藥批發商牌照」副本
3. 製造商發出，確認在香港新通知書持有人及列明要轉讓的中成藥的信

件

4. 生產地發出的生產許可證明文件及銷售許可證明文件或監管當局發出
的合法生產文件核證本或核證副本

5. 新說明書及標籤的樣板
6. 新公司負責人資料

信件包括﹕
1. 由現時的證明書持有人發出，同意把列載註冊中成藥轉讓給新的證明書持有人的信件
2. 由新的持有人發出，同意接受列載註冊中成藥的信件
3. 由製造商發出，確認港新代理商及列明要轉讓的中成藥的信件



更改／修正的資料項目 提交的文件及資料

更改通知書持有人(續)

5. 而原或新註冊證明書持有
人涉及該中成藥的製造

1. 該註冊證明書的副本(其正本必須於申請獲批後交還中藥組)
2. 新註冊證明書持有人的商業登記證及其「中成藥製造商牌照」副本；
3. 製造商發出，確認在香港新註冊證明書持有人及列明要轉讓的中成藥

的信件

4. 新說明書及標籤的樣板及中成藥的樣本
5. 由新製造商提供由其發出的該中成藥的「完整處方」及「製造方法」
6. 由新製造商製造的中成藥的重金屬及有毒元素含量測試、微生物限度

測試及農藥殘留量測試三項的測試報告正本
7. 由新製造商製造的中成藥的品質標準、化驗方法及化驗報告正本
8. 新公司負責人資料

信件包括﹕
1. 由現時的證明書持有人發出，同意把列載註冊中成藥轉讓給新的證明書持有人的信件
2. 由新的持有人發出，同意接受列載註冊中成藥的信件
3. 由製造商發出，確認港新代理商及列明要轉讓的中成藥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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