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一 2012年中醫藥規管工作大事記

附錄一(1) 中醫規管方面

日期 事件 

2012年 4月 12日
「醫院管理局」獲接納成為中醫組認可的「提供進修項目

機構」  

2012年 6月 12日及 14日 中醫組舉行第十次中醫執業資格試筆試考試 

2012年 8月 1日至 13日 中醫組舉行第十次中醫執業資格試臨床考試 

2012年 8月 9日 通過第四次中醫藥學進修機制檢討結果及修訂 

2012年 9月 出版《2013年中醫執業資格試考生手冊》 

2012年 11月 16日 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憲報公布最新的中醫師名單 

2012年 11月 29日
年滿 75 歲或以上的註冊中醫每周期進修中醫藥學所需的進修分數由 

60分調減至 30分的安排生效 

2012年 12月 出版及寄發《註冊中醫進修中醫藥學手冊》修訂版本予所有註冊中醫 



 
  

 

 

  

 

 

 

 

 

 
 

 

 

 

 
 

 

 

 
 

 
 

 
  

 
 

  

  

附錄一 (2) 中藥規管方面

日期 事件 

2011 年 11 月 1 日至 2012 年 5
月 31日

於電台和電視播放有關中成藥標籤及說明書法例條文的宣傳廣告 

2012年 1月至 12月
中成藥標籤及說明書法例條文實施後，繼續派出「宣傳大使」探訪中

藥商、藥房和藥行，宣傳標籤及說明書的法例要求；設立查詢熱線電

話；以及上載有關違規個案的資料於衞生署中醫藥事務部網頁

（www.cmd.gov.hk）供市民及業界查閱 

2012年 1月至 12月
每月定期舉辦《如何界定產品為中成藥簡介會》，向業界介紹如何分

類其產品是否符合中成藥定義而須註冊 

2012年 1月至 12月

就推行製造中成藥必須依循「生產質量管理規範」（GMP）訂定時間
表，衞生署藉舉辦交流會／簡介會，出席中藥團體／中藥行業相關機

構的會議，會見中成藥製造商，以及在《中藥商通訊》、香港中醫藥

管理委員會及衞生署網頁介紹 GMP 計劃的內容及建議的推行時間
表，並收集意見 

2012年 3月至 12月 在本港 18區舉辦巡迴展覽介紹中成藥註冊制度、標籤及說明書條文、 

GMP計劃內容 

2012年 5月 7日

世界衛生組織 (世衞)西太平洋區域辦事處於香港推出《西太平洋區域
傳統醫學地區策略（ 2011－2020）》，並舉行為期兩天的會議，分享傳
統醫藥典範經驗，確保傳統醫藥的安全、品質和成效，以及探討推行

新策略的主要項目 

2012年 8月 16日至 18日
參與「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暨會議 2012」，介紹中成藥
註冊制度、標籤及說明書條文、以及中成藥 GMP 

2012年 10月 5月
與衞生署社區聯絡部合辦的「健康促進交流會」，介紹中醫藥規管及

發展、中成藥註冊制度、標籤及說明書條文、以及中成藥 GMP 

2012年 11月 26日
與創新科技署聯合製作，於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中介紹中成

藥 GMP 

2012年 11月 27至 30日
世衛在香港舉行為期四天的會議，討論及制訂世衛下一個全球性的傳

統醫藥策略 

2012年 12月 15日至 2013年 1
月 7日

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第 47 屆工展會中設置攤位，介紹中成藥
註冊制度、標籤及說明書條文、以及中成藥 GMP 

http://www.cm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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