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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維護公眾健康和病人權益，以及確保中醫業者的專業水平和操守、確立中醫的法定專業地位，

《中醫藥條例》訂定了中醫註冊制度。

根據《中醫藥條例》規定，所有欲在本港執業中醫

的人士，均必須先向管委會轄下的中醫組進行中醫

註冊申請，獲批准後方可執業。申請人士必須已圓

滿地完成中醫組認可的中醫執業訓練本科學位課程

或中醫組認可與該課程相當的課程，並在中醫組舉

辦的執業資格試中考獲及格成績，才可申請為註冊

中醫。

過渡性安排

第一類別：若中醫組信納在緊接2000年1月3日前，

已在香港連續執業中醫達15年的表列中醫，可獲豁

免參加執業資格試及註冊審核，而直接申請為註冊

中醫。

第二類別：若中醫組信納在緊接2000年1月3日前，

在香港連續執業中醫達10年而未足15年，並已取得

中醫組認可的中醫執業學歷資格的表列中醫，可獲

豁免參加執業資格試及註冊審核，而直接申請為註

冊中醫。

第三類別：若中醫組信納在緊接2000年1月3日前，

在香港連續執業中醫達10年但未足15年，而沒有中

該五個類別分別為：

由於香港的中醫行業歷史悠久，為確保在中醫註冊

制度實施前已長期在香港執業的中醫師不會因註冊

制度的實施而須即時停止執業，《中醫藥條例》訂定

了中醫註冊制度的過渡性安排。凡於2000年1月3日

已在香港執業的中醫師，可在中醫組指定的申請期

內向中醫組申請成為表列中醫(申請期已於2000年12

月30日結束)。中醫組已於2002年年底按表列中醫的

執業經驗和學歷，完成評核他們的註冊替代資格。

他們共分為五個類別，分別透過直接註冊、參加註

冊審核和參加執業資格試這三種途徑申請為註冊中

醫。

醫組認可的中醫執業學歷資格的表列中醫，可獲豁

免參加執業資格試，但必須通過註冊審核，方可申

請為註冊中醫。如申請人未能通過註冊審核，則須

參加執業資格試。

第四類別：若中醫組信納在緊接2000年1月3日前，

在香港連續執業中醫少於10年，但取得中醫組認可

的中醫執業學歷資格的表列中醫，可獲豁免參加執

業資格試，但必須通過註冊審核，方可申請為註冊

中醫。如申請人未能通過註冊審核，則須參加執業

資格試。

第五類別：若獲中醫組信納在緊接2000年1月3日

前，在香港連續執業中醫少於10年，而沒有中醫組

認可的中醫執業學歷資格的表列中醫，則須通過執

業資格試，方可申請為註冊中醫。

按《中醫藥條例》規定，尚未註冊的表列中醫仍

可在過渡性安排下，繼續以表列中醫的身分在香港

執業，直至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於憲報公布的日期為

止。

註冊中醫及表列中醫

在2014年期間，共有190人通過執業資格試申請為註

冊中醫，全部均為取得中醫組認可中醫本科學位的

非表列中醫人士。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本港共有6,898名註冊中醫及

2,693名表列中醫。大部份註冊中醫透過中醫註冊過

渡性安排取得註冊資格，包括2,217名透過直接註冊

獲註冊、1,789名通過註冊審核獲註冊及664名通過

執業資格試獲註冊；其餘2,228名非表列中醫人士持

有中醫組認可的中醫執業訓練本科學位，並通過執

業資格試取得註冊資格，其中包括1,471名本港大學

中醫學位課程畢業生及757名非本港大學中醫學位課

程畢業生。中醫人數載於第36頁，圖表二。

〈第二章〉 中醫的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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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制註冊

此外，《中醫藥條例》亦設立有限制中醫註冊制度，

以便引進中醫專才，在指定的機構進行中醫藥學的

臨床教育和科研工作。獲中醫組認可的教育或科研

機構，可為其聘用的中醫藥專家提出有限制註冊申

請，以進行有關的臨床教學或研究，推動本港中醫

藥學的發展。

申請為有限制註冊中醫的人士，必須合乎香港中

醫藥學發展的需要；申請者須為資深的教研人才，

並具備中醫組認可的學歷及資歷。有限制註冊中醫

只能受聘於中醫組認可的教育或科研機構，主要進

行中醫藥的臨床教學及研究工作，並不可作私人執

業。

按中醫組在憲報上公布，本港現時共有六所教育或

科研機構，可為其聘請的中醫藥專家提出有限制註

冊申請，分別為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

會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醫院

管理局。於2014年12月底，本港共有64名有限制註

冊中醫。

中醫執業資格試

中醫執業資格試為一個統一的中醫專業考試，由中

醫組按照《中醫藥條例》第59(1)條的規定舉行。

表列中醫及非表列中醫人士均須通過同一執業試，

以取得註冊的資格。中醫組於2003年舉行首次中醫

執業資格試，之後每年均會舉辦。根據《中醫藥條

例》，非表列中醫人士須完成中醫組認可的中醫本科

學位課程或中醫組認可與該課程相當的課程，方具

備資格參加考試。中醫組對中醫執業資格試認可課

中醫執業資格試的考試模式分為兩部分。第I部分為

筆試，分為卷一及卷二，以選擇題形式進行；卷一

考試內容包括中醫基礎理論及診斷學、中藥及方劑

學、中醫經典著作(包括內經、傷寒論、金匱要略、

溫病學、醫古文、中國醫學史及中醫各家學說)、

現代基礎醫學、中醫保健養生學，及香港的醫療體

制及中醫藥規管制度；卷二考試內容包括中醫內科

學、中醫婦科學、中醫兒科學、中醫骨傷科學、中

醫針灸學、中醫外科學，以及中醫五官科學。

第II部分臨床考試，以面試形式進行；共有四個不

同科目的病例供考生選擇，包括兩個完整病例及兩

個不完整病例，四個病例選自臨床考試指定的六個

不同科目，包括中醫內科、中醫外科、中醫婦科、

● 不少於5年的全時間制中醫本科學位課程；

● 課程必須包括中醫組規定的10個必修中醫科

目，包括：

(ⅰ) 中醫基礎理論；

(ⅱ)  中醫診斷學；

(ⅲ)  中藥學；

(ⅳ)  方劑學；

(ⅴ)  中醫內科學；

(ⅵ)  中醫外科學；

(ⅶ)  中醫婦科學；

(ⅷ)  中醫兒科學；

(ⅸ)  中醫骨傷科學；

(ⅹ)  中醫針灸學。

● 不少於30周中醫畢業實習；除畢業實習及臨

床見習，有關課程必須全期於頒發中醫本科學

位的院校當地修讀；

● 有關課程並非遙距課程(例如函授或網上或自

學課程)；

● 舉辦有關課程的院校須符合大學及臨床教學

的基本條件(例如：教學／實踐設備、教學管

理、圖書資料、師資及收生水平、臨床實習

等)。

註冊中醫須領取有效的執業證明書，才可在香港執

業。執業證明書的有效期一般為3年，期滿後可申請

續領。註冊中醫須符合中醫組訂定的中醫藥學進修

要求，才可獲續發執業證明書。

中醫組及中醫註冊主任將定期於憲報分別公布表列

中醫及註冊中醫的名單。公眾亦可透過管委會的互

聯網網頁(http://www.cmchk.org.hk)，查閱最新的
表列中醫及註冊中醫名單。

程的基本要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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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兒科、中醫骨傷科和中醫針灸學。考生須分析

和解答兩個不同病例，包括一個完整病例和一個不

完整病例，目的是測試考生的中醫藥基礎知識和技

能。考生在第I部分筆試取得及格後，可參加第II部

分臨床考試。若兩部分考試均取得及格，便具備資

格申請成為註冊中醫。

筆試及格成績可保留5年，如考生於5年內未能通過

臨床考試部分，便須再次參加及通過筆試才有資格

參加臨床考試。

自2007年起，中醫組已修訂中醫執業資格試的部分

規定及內容，包括(ⅰ)考生可保留於2007年或以後

取得的筆試其中一卷的合格成績三年，及選擇於三

年內補考另一卷；(ⅱ)重組筆試科目，使卷一包括六

科，卷二包括七科，共考核13科；(ⅲ)將筆試選擇題

簡化為全部採用單選題；及(ⅳ)容許考生於臨床考

試中選擇病例作答（臨床考試共有四個不同科目的

病例供考生選擇，包括兩個完整病例和兩個不完整

病例，四個病例選自臨床考試指定六個不同科目。

考生須分析和解答兩個不同病例，包括一個完整病

例和一個不完整病例）。

為確保考試在公平公正的情況下舉行，中醫組每年

皆邀請境外主考監察考試的過程。

2014年中醫執業資格試

非表列中醫人士的報名日期為2013年9月17日至10月

31日，而表列中醫及已通過筆試人士的報名日期則

為2013年9月17日至2014年3月28日。

2014年中醫執業資格試筆試的及格分數為總分300分

的55%，即165分，而臨床考試的及格分數為總分200

分的60%，即120分。

2014年中醫執業資格試第I部分筆試於2014年6月10

日及12日舉行。報名參加是次筆試的考生共354人，

其中304人為非表列中醫人士、50人為表列中醫。實

際應試的考生共341人，244人取得及格，及格率為

71.6%。

第II部分的臨床考試於2014年8月1日至8月14日舉

行。報名參加是次臨床考試的考生共483人，其中

2015年中醫執業資格試的安排

2015年中醫執業資格試筆試及臨床考試將分別於

2015年6月及8月舉行。

中醫組於2014年9月出版《2015年中醫執業資格試考

生手冊》。考生手冊列載了33間認可院校名單、認

可課程的基本要求、申請程序、筆試及臨床考試的

考試範圍、考試形式及題型示例等。考生手冊除在

管委會秘書處派發外，有關內容亦上載於管委會網

頁。

中醫組於2014年9月17日至10月31日期間接受非表

列中醫人士參加2015年中醫執業資格試的申請，而

表列中醫及重考人士的截止報名日期則為2015年3月

31日。

註冊中醫續領執業證明書

根據《中醫藥條例》第76條的規定，註冊中醫必須

持有有效的執業證明書，才可在香港作中醫執業。

執業證明書的有效期一般為三年。註冊中醫在續領

執業證明書時，須符合中醫組訂定的進修中醫藥學

要求。

共有2,285名註冊中醫的執業證明書有效期於2014年

屆滿，其中有2,056名註冊中醫獲續發執業證明書，

其餘小部份註冊中醫表示因已退休或其他考慮而不

欲繼續執業，故不續領執業證明書。如註冊中醫按

照《中醫藥條例》第76(2)條向註冊主任交妥申請文

件並繳付訂明費用，但該註冊中醫的續領執業證明

書申請正在處理中，根據《中醫藥條例》第80條的

規定，有關註冊中醫可繼續執業，直至中醫組就其

申請作出決定為止。

根據《中醫藥條例》的規定，如註冊中醫未持有有

效執業證明書超過六個月但期間仍有作中醫執業，

中醫組可根據《中醫藥條例》第56(1)(d)條，將有關

註冊中醫從註冊名冊內除名。

468人為非表列中醫人士、15人為表列中醫。實際

應考的考生共450人，203人取得及格，及格率為

45.1%。

〈第二章〉 中醫的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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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中醫進修中醫藥學機制

為了促使註冊中醫透過統一和有系統的持續進修

機制，不斷提高專業知識和技能，並且掌握所屬專

業及執業範疇的最新發展，以保持中醫高度專業水

準，《中醫藥條例》第76條和第82條規定，註冊中醫

必須符合中醫組規定的中醫藥學進修要求，才可續

領執業證明書。

中醫組於2004年經過廣泛諮詢業界後，制定了註冊

中醫進修中醫藥學機制的各項細節，並於2005年2月

28日正式實施進修機制。

中醫組制定的整體進修架構，包括中醫組、認可的

「行政機構」和「提供進修項目機構」，以及各註冊

中醫。中醫組經過嚴謹的評核後認可了11個本地中

醫團體擔任「行政機構」及27個本地中醫藥培訓機

構擔任「提供進修項目機構」，有關認可機構的名單

載於第49和50頁，附錄二(1)及(2)。「行政機構」負

責記錄及管理所屬註冊中醫的進修資料，「提供進

修項目機構」則負責為註冊中醫提供進修課程及項

目。認可的「提供進修項目機構」以外的機構可向

中醫組申請評核其舉辦的個別進修項目，參與獲中

醫組接納為認可的個別進修項目的註冊中醫同樣可

獲得進修分數。

按進修機制的規定，每位註冊中醫須自行選擇於一

間認可的「行政機構」開設個人進修資料庫，截至

2014年12月31日，本港有6,898名註冊中醫，其中約

6,300人已開設個人進修資料庫。此外，每位註冊中

醫須在中醫組訂定的進修周期內參與認可的活動或

項目，例如進修課程、研討會、學術講座、發表論

文、著作或自修等，以取得所需的進修分數。

一般情況下，註冊中醫須在每三年的進修周期內取

得60分進修分數，才可續領其執業證明書。註冊中

醫進修中醫藥學機制自實施以來，各註冊中醫均積

極參與，不斷提高專業水平。

為方便正在修讀內地正規高等院校舉辦的中醫藥專

業進修課程的註冊中醫取得進修分數，中醫組已認

可了合共30所內地高等院校舉辦的中醫藥專業進修

課程（包括全日制、兼讀制、函授、網上及臨床課

程）為認可進修課程，有關認可院校的名單載於第51

頁，附錄二(3)。修讀有關課程的註冊中醫，可按照

中醫組訂定的指引及準則，直接向其所屬的「行政

機構」申請評核參與有關課程可得的進修分數。

進修機制的詳細資料，包括整體架構、進修範圍、

進修周期及分數要求、進修項目評分準則，及認可

機構的名單等，已上載管委會網頁 (http://www.
cmchk.org.hk)。

為確保認可的「行政機構」和「提供進修項目機

構」的表現符合要求，中醫組定期對註冊中醫進修

中醫藥學機制進行檢討。各認可的「行政機構」和

「提供進修項目機構」將按進修機制的規定，在

2015年初向中醫組提交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

31日的工作報告，以便進行對註冊中醫進修中醫藥

學機制的第五次檢討工作。

中醫組在每名註冊中醫師取得註冊資格時，均會向

其發出註冊通知書，並附上《註冊中醫注意事項》

及《香港註冊中醫專業守則》(《專業守則》)等相關

文件。《註冊中醫注意事項》首項即訂明「註冊中

醫必須遵守由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醫組制訂的

《專業守則》，註冊中醫如違反《專業守則》，可被

視為犯上專業上失當行為」。按此項規定，遵守《專

業守則》乃中醫組就註冊中醫作中醫執業的必然條

件。

為清晰明確起見，中醫組於2014年8月決定於執業證

明書上列明「遵守由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醫組

頒布生效的《香港註冊中醫專業守則》」為註冊中醫

的執業條件。此安排於8月14日生效。中醫組會在註

冊中醫申請或續領執業證明書時將有關條件列載於

其首次獲發或獲續發的執業證明書上。中醫組已透

過2014年12月出版的《中醫組通訊》向業界公布有

關安排。

於執業證明書上列明遵守《香港註冊中醫專

業守則》乃註冊中醫的執業條件

註冊中醫進修中醫藥學機制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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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醫師資格考試

根據《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有關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在取

得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或香港大學全日制

中醫專業本科學歷，並取得香港合法行醫權，在內

地三級中醫醫院實習期滿一年並考核及格，或在取

得上述學歷及香港合法行醫權後，在香港持執照行

醫一年以上，可報名參加國家醫師資格考試（中醫類

別）。有關考試詳情及報名資格，可瀏覽國家衞生和

計劃生育委員會的網址(http://www.nhfpc.gov.cn)
或國家醫學考試網(http://www.nmec.org.cn)。

2014年度的國家醫師資格考試(中醫類別)報名申請

通告於2014年3月7日在報章上刊登，考生須進行網

上報名，詳情及申請表格均載於國家醫學考試網，

截止報名日期為2014年3月17日。於截止日期前於網

上遞交報名的申請人，須於2014年3月26日前，親臨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秘書處提交所需證明文件，

以便秘書處送交廣東省深圳市醫師資格試考點辦公

室處理。在2014年，管委會秘書處接獲四名申請人

要求提交證明文件的申請。

中醫執業

為維持註冊中醫及表列中醫的專業水平和執業操

守，中醫組分別制定了《香港註冊中醫專業守則》

及《表列中醫守則》。中醫守則訂明中醫師在專業

責任、專業道德、業務規範、醫療行為、業務宣傳

及紀律操守等各方面的規範。為加強與中醫師的溝

通，中醫組定時透過《中醫組通訊》，提醒中醫師需

注意的事項，務求他們能本着專業自律的精神，為

中醫業界樹立良好的專業操守形象。

病歷紀錄：中醫守則規定，中醫師必須建立並保存病

人的個人病歷紀錄。因應死因裁判法庭的建議，中

中醫守則

調減年滿75歲或以上註冊中醫的進修分數

為了回應業界的要求及考慮到年長的註冊中醫在持

續進修面對的困難，中醫組於2012年決定將年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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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安排將適用於註冊

中醫年滿75歲後緊接的進修周期。若註冊中醫於年

滿75歲的上一周期未能符合當時的進修要求，他們

仍需補足所欠缺的進修分數才可獲續牌。有關安排

的生效日期為2012年11月29日，即本港首批註冊中

醫獲註冊的10周年1。

中醫組將拒絕再次未能符合進修要求的續牌 

申請

中醫組於2013年經檢討註冊中醫的續牌情況後，發

現註冊中醫進修中醫藥學機制自2005年2月實施以

來，儘管絕大部分註冊中醫於提出執業證明書的續

期申請時，均能符合中醫組根據《中醫藥條例》第

82條訂定的進修中醫藥學規定，並提交所屬「行政

機構」發出的《符合進修要求證明書》副本，但仍有

極少部分的註冊中醫因各種原因未能在指定的進修

周期內達到進修分數的要求。

根據《註冊中醫進修中醫藥學手冊》第2.4段，任何

註冊中醫如未能在指定的進修周期內達到進修分數

的要求，須在進修周期屆滿前向中醫組提交書面報

告，說明原因和提交相關證明。中醫組會向有關註

冊中醫作出警告。該註冊中醫須在新進修周期內，

達到新周期的進修分數要求及補足上一周期所欠缺

的進修分數。如在新進修周期結束時仍未能取得兩

周期合共所要求的進修分數，有關註冊中醫將不會

再獲續發執業證明書，直至其補足所有欠缺的進修

分數為止。

由於中醫組認同法例訂明註冊中醫應透過持續進修

以不斷提高其專業知識和技能、增進其對本身專業

及執業範疇最新發展的了解、確保其專業水平能與

時並進及保持作為執業中醫師的專業資格，因此通

過自2013年7月1日起，註冊中醫如續牌時再次未能

符合進修要求(即過往曾因不符合進修要求而被中醫

組警告)，除非常特別的情況外，中醫組將拒絕其續

牌申請，直至其補足於本周期所欠缺的進修分數為

止。中醫組已於2013年2月就有關安排致函通知各中

醫團體及註冊中醫，並透過2013年4月出版的《中醫

組通訊》向業界公布有關規定。

〈第二章〉 中醫的規管

1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於2002年11月29日公布首批註冊中醫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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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組已於2006年就建立及保存病人的病歷再次詮釋

並作出規範，中醫師須於病歷紀錄中記錄病人的姓

名、性別、診證日期、聯絡方法、證候及處理方法

等資料，並已透過《中醫組通訊》及函件提醒各中

醫師。管委會已把上述詮釋收錄在2011年重新印刷

的中醫守則內。如中醫師沒有為病人建立並保存適

當的病歷紀錄，會構成中醫專業失當行為，中醫組

及紀律小組會嚴格處理。

處方資料：中醫守則規定，中醫師須發出處方予病

人。中醫師不應收取不合理的費用，亦不應在病人

主動要求時才考慮簽發處方。處方須符合專業標

準，不得濫用藥物；處方字體須清晰，容易辨認；

處方須註明所有中藥的名稱、份量、重配次數、使

用方法等醫囑、中醫師的姓名及簽名。此外，如有

關中成藥已經中藥組註冊，則中醫師在開出有關中

成藥時需於處方上列明有關中成藥的藥名及藥商名

稱，亦可連同有關包裝的影印本及處方一併發給病

人。所有中藥名稱應以《中醫藥條例》附表的名稱

為準；附表以外的中藥材，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

藥典》、《中國藥材學》(徐國鈞等著)、《中藥大

辭典》或《中華本草》為準及應為中醫業所慣用的

藥名。另外，如處方上印有多於一處執業地點的地

址及聯絡資料，則應註明病人在那一個地點接受診

治。口頭資料、或非隨處方發給病人的資料，均不

能視作處方的一部分。

獲豁免簽發處方的情況：中醫守則訂明，中醫師必

須發出處方與病人。因應有中醫師在大學進行中醫

藥研究時，需設置對照組及治療組病人，中醫組決

定，若參與研究的病人已簽署知情同意書接受不獲

提供處方，而有關研究已獲大學、醫院管理局或相

關機構的倫理道德委員會批准進行，則參與有關研

究的中醫師在治理有關研究對象的情況下，可獲豁

免遵守上述中醫守則條文的規定。

中醫師業務宣傳：中醫組因應高等法院上訴庭於2008

年1月就一宗西醫專業守則有關業務宣傳的規範有違

《基本法》及《人權法》所賦予的言論自由作出的

判決，於2008年修訂了中醫守則中與業務宣傳有關

的條文，包括：(ⅰ)增設條文，容許中醫師在報紙、

中醫執業時使用別名

中醫師在向公眾人士提供其執業資料時，必須顯示

其中醫名單上的姓名，否則可能會觸犯中醫守則的

規定，及可能被誤以為非法行中醫而引致警方介入

調查。

中醫師在執業時，如欲使用別名，必須先向香港入

境事務處作出登記，然後向中醫組提交入境處發出

的「登記事項證明書」，待中醫組接納後才可以有

關別名行醫。有關別名會於管委會網頁更新時，及

於每年憲報刊登註冊中醫名冊及表列中醫名單時一

併更新。

如中醫師已辦妥手續，則中醫師在作中醫執業時可

使用中醫名單上的姓名及／或別名，但未辦妥手續

的中醫，則需使用中醫名單上的姓名或把中醫名單

上的姓名及別名並列。已獲中醫組個別通知需辦理

使用別名手續，但仍未辦妥手續的中醫師，須於收

到有關通知的十二個星期內辦理有關手續。若中醫

雜誌、學報及期刊發布有關其服務的資料；(ⅱ)增

設條文，容許中醫師在其執業處所的外牆上，展示

印有其收費標準和所提供的醫療服務之「服務資料

告示」；(ⅲ)增設條文，訂定容許中醫師進行健康教

育活動時的規範；及(ⅳ)修訂中醫守則第三部份第

6(2)條，即中醫師需為其有連繫的醫療機構的宣傳

行為負責。經修訂的中醫守則有關業務宣傳的條文

已於2008年12月透過《中醫組通訊》及管委會網頁

發放，並已收錄於2011年重新印刷的中醫守則內。

另外，中醫組經考慮了擁有學歷及資歷的中醫師向

外界展示其真確資料的權利、公眾的知情權及適當

選擇中醫服務的需要，於2009年10月23日發信中醫

師及中醫團體，就中醫師可向公眾人士展示學歷及

資歷的建議及安排進行諮詢。中醫組及轄下的道德

事務小組就中醫師交回的書面意見經深入討論後，

已落實有關條文的細節，並修訂中醫守則。經修訂

的中醫守則(2011)已於2010年12月底寄發予中醫

師，修訂版本亦同時上載管委會網頁(http://www.
cmchk.org.hk)。道德事務小組亦於2014年12月底就
部份中醫守則進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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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師獲豁免中成藥註冊的情況

根據《中醫藥條例》第158條，由註冊或表列中醫在

其執業的處所合成或在其監管下合成，並僅用於一

名由其直接治理的病人之中成藥，又或者由有牌中

藥材零售商負責人或在其監管下按照中醫師開出的

處方個別配製或合成的中成藥，可以毋須按第119條

規定註冊。由於中醫師可能因技術問題，需要委託

中成藥製造商根據處方為其直接治理的病人配製中

成藥，《中藥規例》第37條亦為這種情況下配製的

中成藥給予豁免註冊。為了確保有關中成藥的安全

性和質量，以及該中藥不會作一般售賣用途，《中

藥規例》訂明有關中成藥須在製造商牌照涵蓋的處

所內，由負責人或在其監管下按照註冊或表列中醫

為其直接治理的病人開出的處方製造，而有關製造

商須於製造程序開始當日最少一個工作天前，向中

藥組提交一份書面通知書及一份由有關註冊或表列

中醫向其發出之承諾書。該通知書須載有《中藥規

例》第37(2)條述明之詳情，包括該中成藥的製造份

量及劑型形式、處方中每一種成份的名稱及份量、

註冊或表列中醫的姓名地址和委託製造商製造該中

成藥的日期。有關註冊或表列中醫須於承諾書中，

承諾有關中成藥只會施用於其直接治理的病人。

此外，為促進中醫師為其治理的病人配發中藥材時

符合執業水平，中醫組曾透過《中醫組通訊》向各

中醫師派發由中藥組制定的《中藥材零售商執業指

引》，該指引已就有關人員、處所、業務範圍、紀錄

保存、炮製藥材、配製或合成製劑、及配發單味中

藥配方顆粒等各方面作出規範。指引已上載管委會

網頁。

中醫師在勞工法例下的醫事職能

為配合政府有關的法例修訂，中醫組於2004年編訂

了《註冊中醫簽發病假證明書參考指引》，臚列了

本港常見的中醫病證及所適用的建議病假日數。有

關指引只供註冊中醫在簽發病假證明書時作參考之

用，並不具備法定效力。註冊中醫應根據個人的專

中醫紀律

紀律程序

中醫組在接獲巿民的投訴、執法部門或其他機構轉

介的資料時，如顯示有中醫師涉嫌犯上中醫專業失

當行為，中醫組及其轄下的紀律小組會根據《中醫

(紀律)規例》及中醫守則訂定的程序跟進處理，

包括要求投訴人提供詳細資料、作出法定聲明及出

席研訊等，及要求涉案中醫就指控作出陳述及提供

相關資料。如有關投訴或告發屬毫無理據或瑣屑無

聊、被告人已不再是表列中醫或註冊中醫、有關資

料已曾獲考慮並已處理、或有關中醫被定罪或被裁

斷在專業上有失當行為但不影響其以中醫師身分執

業，則無須進行中醫組紀律研訊。

師並無辦理而繼續以其別名作中醫執業，則中醫組

會按紀律程序處理。

業判斷，並因應病人的個別情況，簽發合適的病假

證明。有關指引已上載管委會網頁。

《2006年為僱員權益作核證(中醫藥)(雜項修訂)條

例》中涵蓋《僱傭條例》的修訂部分已於2006年12

月1日生效。註冊中醫為僱員進行的醫治、身體檢查

及發出的核證可在《僱傭條例》下獲得承認。註冊

中醫應嚴格遵守中醫專業守則的規定，並妥善建立

及保存病人的病歷紀錄，以有效執行法例所賦予的

醫事職能。

另外，有關《僱員補償條例》及《肺塵埃沉着病及

間皮瘤(補償)條例》的修訂部分已於2008年9月1

日生效。有關修訂的主要目的，是就僱員在該兩條

法例下有權享有的權益，承認註冊中醫所進行的醫

治、身體檢查及所發出的核證。在已生效修訂條文

的規定下，註冊中醫可就在2008年9月1日或之後因

工受傷的僱員發出病假證明書，而有關僱員可申索

因治療其工傷所直接引致的一定數額的醫療費用(包

括藥物費用，下同)。此外，註冊中醫可以接受僱

主的委託，為曾因工傷接受註冊中醫醫治的僱員進

行身體檢查，以及為僱主及僱員提供有關的醫療報

告。除此之外，肺塵病及／或間皮瘤患者在2008年9

月1日或之後接受註冊中醫醫治後，亦可申索與診治

其肺塵病及／或間皮瘤有關連而屬合理所需的醫療

費用。

〈第二章〉 中醫的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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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機制

根據《中醫藥條例》第103條，任何人如因中醫組根

據《中醫藥條例》第98條作出的紀律處分命令而感

到受屈，則可在由該命令送達日期起計一個月內，

或在上訴法庭在特殊情況下所容許的較長時間內，

因中醫師健康問題而進行的研訊

中醫組於2011年就1名註冊中醫因健康理由可能不適

合繼續作中醫執業而進行研訊，中醫組經研訊後裁

定該名中醫師因其精神健康問題不適合繼續作中醫

執業，故根據《中醫藥條例》第56(1)(c)條將其名字

從註冊中醫名單內刪除，命令即時生效。及後，該

名被除名的註冊中醫師根據《中醫藥條例》第97條

向管委會提出上訴。經上訴研訊後，管委會決定維

持中醫組的決定。

該名被除名人士於2012年根據《中醫藥條例》第

58條，向中醫組申請恢復名列於註冊中醫名冊。及

後，該名人士按照中醫組的指示，向中醫組提交其

精神科醫生撰寫的報告以支持其復名申請，並接受

了中醫組指定的精神科醫生的檢查。中醫組於2013

年1月就此項復名申請舉行研訊後，批准該名被除名

人士的復名申請，但必須於獲重新發牌後的3年內，

於每年接受由中醫組指定的精神科醫生的精神檢

查，並向中醫組提交醫療報告，以證明其適合作中

醫執業。該名註冊中醫於2013年底因未有履行中醫

組就其復名所施加的條件而需接受研訊。中醫組於

2014年1月為此舉行研訊，該名中醫並無出席研訊。

中醫組在評估該名中醫的情況後，決定仍需邀請該

名註冊中醫出席有關研訊，並於2014年2月為此再次

舉行研訊。該名中醫依期出席研訊。中醫組經聆聽

其陳詞及答辯，以及考慮中醫組指定的精神科醫生

就其精神狀況所撰寫的醫療報告及其是否適合作中

醫執業的專業意見後，決定維持其姓名可繼續名列

於註冊名冊內，但該名中醫仍需繼續遵守中醫組批

准其復名申請所施加的條件。中醫組將每年按時與

其跟進是否符合復名所施加的條件。

紀律個案

中醫組自2002年至2014年年底接獲的紀律個案共

有2,784宗，包括於2014年接獲的361宗，其中198

宗(54.9%)業務宣傳、55宗(15.2%)專業責任、55

宗(15.2%)業務規範、42宗(11.6%)紀律操守、6宗

(1.7%)專業道德及5宗(1.4%)醫療行為的個案。有關

的紀律個案數字，列載於第38頁的圖表四(1)。

在2002年至2014年接獲的2,784宗個案中，已完成

處理的個案有2,667宗(95.8%)，須於2015年繼續跟

進處理的有117宗(4.2%)。在完成處理的個案中，包

括1,079宗(40.5%)因理據不足等原因而不予進一步

處理、1,393宗(52.2%)以勸誡形式處理，及195宗

(7.3%)經中醫組進行研訊。有關審理紀律個案的數

字，列載於第38頁的圖表四(2)。

中醫組於2014年共進行了33宗研訊，當中涉及26

名中醫師。中醫組經紀律研訊後，根據《中醫藥條

例》第98(3)條把4名註冊中醫除名3至18個月、11名

註冊中醫除名1至6個月，但緩期3至24個月，以及3

名註冊中醫遭譴責。此外，中醫組根據《中醫藥條

例》第91(2)條，把3名表列中醫除名，以及把3名表

列中醫的個案裁決記錄在案，供日後參考。另外，

有2名註冊中醫的個案經研訊後裁定不成立。有關研

訊結果，列載於第39頁的圖表四(3)。

如中醫組決定就有關投訴或接獲的資料需進行紀律

研訊，研訊會由不少於5名中醫組委員(包括一名業

外委員)共同處理。中醫組經研訊後，如裁定有關中

醫犯有專業上失當行為，中醫組可根據《中醫藥條

例》處理有關的專業失當行為，包括向有關註冊中

醫作出除名、譴責或警告的紀律處分；或將有關表

列中醫除名。有關註冊中醫可針對中醫組的命令向

上訴法庭提出上訴。上訴法庭可確認、推翻或更改

中醫組所作出的命令。

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上訴法庭可確認、推翻或更

改上訴所針對的命令。

就中醫組自2002年至2014年年底處理的119宗註冊中

醫的紀律研訊個案(當中涉及100名註冊中醫師)，並

沒有任何人感到受屈而向法庭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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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註冊申請

研訊程序

中醫組如獲悉中醫註冊申請人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

被裁定犯有可處監禁罪行或專業上失當行為，會將

個案轉介其轄下的紀律小組處理。紀律小組會依據

《中醫(註冊)規例》訂明的程序處理，包括按需要

取得一切與該申請有關的澄清、證據及法定聲明，

及邀請申請人就其註冊申請提交申述。經考慮所有

相關的資料後，紀律小組會向中醫組就有關註冊申

請是否需要進行研訊作出建議。此外，中醫組如認

為有表面證據顯示某中醫註冊申請人以欺詐手段或

失實陳述尋求取得註冊，亦會進行註冊申請研訊，

以考慮有關註冊申請。

上訴機制

根據《中醫藥條例》第97條，任何人如因中醫組

拒絕其中醫註冊申請、有限制註冊申請及恢復名列

註冊名冊的申請而感到受屈，則可在接獲該決定的

通知後14天內，向管委會提出上訴。管委會可確

認、推翻或更改上訴所針對的中醫組的決定，而管

委會作出的決定為最終決定。如被拒絕申請的人本

註冊申請個案

中醫組自2002年至2014年底接獲的註冊申請個案

中，其中155宗為申請人曾犯可處監禁罪行、2宗為

申請人曾被裁定專業失當行為及4宗為申請人涉嫌以

欺詐手段或失實陳述尋求取得註冊。就上述161宗

註冊申請，中醫組已完成審理160宗，其餘1宗將於

2015年進行註冊申請研訊。在已完成審理的160宗註

冊申請個案當中，有93宗經考慮整體案情後，中醫

組認為有關定罪或專業上失當行為不影響申請人以

註冊中醫身分執業，無需進行中醫組註冊研訊，有

10名註冊申請人其後撤回註冊申請，40人的註冊申

請經研訊後獲接納，及17人的註冊申請經研訊後遭

拒絕(其中4名遭中醫組拒絕註冊的申請人經向管委

會上訴後獲接納為註冊中醫)。有關個案數字列載於

第41頁的圖表四(4)。

身為表列中醫，中醫組會於上訴程序完成後，根據

《中醫藥條例》第91(1)(b)條頒令把有關表列中醫除

名。 

管委會自2002年至2014年年底，共接獲9宗註冊申請

的上訴及8宗有限制註冊申請上訴。就註冊申請的上

訴，管委會經聆訊後，維持5宗中醫組的拒絕註冊申

請的決定，及改變4宗中醫組的決定，即准予有關上

訴人的中醫註冊申請。就有限制中醫註冊申請的上

訴，管委會經聆訊後，維持6宗中醫組的拒絕註冊申

請決定，及改變2宗中醫組的決定，即准予有關上訴

人的有限制中醫註冊申請。

〈第二章〉 中醫的規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