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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癢鈕內言

今期《中醫紐通訊》主要報導中醫紐過去四個月的工作進展，包括中醫執業

資格試的安排、註冊中醫續領執業證明書及進修事宜、紀律研訊個案的結果，以

及中醫紐提醒中醫師需注意中醫守則 1 的規定等。

中醫紐希望藉著《中醫紐通訊》這個平台，增加中醫師進修渠道，淤每年 12

月出版的《中醫紐通訊》均會刊載與中醫執業相關的問答題目，中醫師可透過回

答問題以取得進修分數。自 2011年年底首次刊載相關問答題以來，得到註冊中醫

的積極支持和熱烈反應，令人欣喜。透過閱讀《中醫維通訊》除可掌握中醫業界

最新資訊外，亦可取得進修分數。 2018年度的問答題目已夾附菸今期《中醫紐通

訊》，期望各位繒續踴躍參與。

按照《中醫藥條例》（《條例》）的規定，如註冊中醫未持有有效執業證明書超

過 6個月，但期間仍有作中醫執業，中醫維可命令從註冊名冊內刪除其姓名。請各

註冊中醫留意執業證明書的有效期，並依期向中醫維遞交續領執業證明書申請。

就紀律研訊個案方面，中醫紐特別提醒中醫師不可配發西藥，並注意《條

例》及中醫守則訂明有闊用藥規範、向中醫鈕中報曾犯違法行為及簽發病假證明

書等事宜。今期《中醫紐通訊》亦載有 2017年的紀律個案數字，供各中醫師參

閱。

今期《中醫紐通訊》亦載有「香港容易混淆中藥的性狀及顯撮鑒別研究」成

果丶「 2018中醫中藥中國行」及「長者醫療券計劃」的消息，詳情請參閱內文。

在此，我謹代表中醫維祝願各位在新的一年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中醫綑主席

1 中醫守則指《香港註冊中醫專業守則》及《表列中醫守則》 o

王如躍中醫師



才癢弒奮唷泠弒 

2018年中醫執業資格試臨床考試已菸本年8月舉行，共有 794名考生出席臨

床考試，合格人數為 302人，合格率為 38% 。 

2019年中醫執業資格試筆試及臨床考試將分別淤2019年 6 月及8月舉行。非

表列中醫人士申請參加考試的報名日期為 2018年 9 月 17 日至 10 月 31 日，而表列

中醫及重考人士則須淤2019年 3 月 29 日或之前遞交報名表。中醫紐已發信通知所

有表列中醫有關報名日期。

才癢師＾欸

截至2018年11 月 15 日，本港共有7,407名註冊中醫， 37名有限制註冊中醫

及2,610名表列中醫。

註冊才癢蜻領裁奮絛咽書及違付丰塗

根據《條例》第 76條的規定，註冊中醫必須持有有效的執業燈明書，才可在

香港作中醫執業。執業證明書的有效期為 3年。註冊中醫在續領執業證明書時，須

符合中醫紐訂定的進修中醫藥學要求。

淤2018年7 月 16 日至 11 月 15 日期間，共有 1,117名註冊中醫獲續發執業證明

書。謹請所有獲續發執業證明書的註冊中醫盡快向所屬的「行政機構」呈報其新

的進修周期、須取得的進修分數，以及執業證明書有效期等資料。

中醫紐謹此提醒： 

(1) 如註冊中醫決定不續領執業證明書，他必須菸目前持有的執業證明書有效

期屆滿後停止作中醫執業，否則將違反《條例》第 76(1)條的規定。 

(2) 根據《條例》第 56(1)(d)條的規定，如註冊中醫未持有有效執業證明書超

過 6個月，但期間仍有作中醫執業，中醫維可命令從註冊名冊內刪除有關

註冊中醫的姓名。

验討註冊才癢遑~~ 癢摹學譏剖

註冊中醫進修中醫藥學機制自 2005年 2 月 28 日開始實施。中醫紐已分別菸 

2005年底丶 2006年底丶 2009年初丶 2012年初丶 2015年初及2018年初進行了



六次檢討。第六次檢討的報告期為 2015年 1 月 1 日至 2017年 12 月 31 日（共 36個

月），該檢討結果載菸今期《中醫紐通訊》的附件一。

透過閱贛《寸癢鈕通訊》 A 東得進付令藪~

中醫紐為鼓勵中醫師閱讀《中醫紐通訊》並增加中醫師的進修渠道，菸每年 

12 月出版的《中醫紐通訊》會刊載 10條與中醫執業相關的問答題目，中醫師可透

過回答問題以取得進修分數。今次的 10條題目是根據2018年第 48至 50期的通訊

內容擬定。

註冊中醫答對其中 6條或以上的題目，可獲得 2分進修分數。在每 3年的進修

周期內，註冊中醫透過回答《中醫紐通訊》的問答題目可取得的進修分數最多為 6

分（即為整個周期總進修分數 60分的百分之十） 。而以此途徑取得的進修分數會被

視作為透過自修項目所取得的進修分數，其上限為 30分。 

2018年度的問答題目表格（表格）已夾附菸今期《中醫維通訊》的閑件二。註

冊中醫可填妥表格，並菸 2019年 2 月 15 日或之前，以傳真或郵寄方式送交所屬的

「行政槭構」，以評定及記錄其可取得的進修分數。如註冊中醫未能菸上述日期

前把表格提交至所屬「行政機構」，將不會獲得進修分數。

謹請各註冊中醫師留意，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管委會）嵇書處不會代個

別中醫師轉交表格至其所屬的「行政機構」。為免延誤，請把填妥的表格直接送

交所屬「行政機構」。

中醫紐以往出版的《中醫維通訊》均已上載至管委會網頁 (http://www.cmchk. 
org.hk)• 歡迎各中醫師查閱。

才癢師須向瘡柔會史祈淇註冊逵址／弒奮逵址

管委會淤「中醫註冊及執業證明書申請表」內清楚訂明，註冊中醫須以「執

業地址」作為「註冊地址」。如註冊中醫有多淤一處執業地點，他應以其主要的

「執業地址」作為其「註冊她址」。

根據《條例》第 52及53條，「註冊地址」會記錄在中醫註冊名冊內，而註冊

主任須每 12個月將所有名列菸註冊名冊內的註冊中醫的姓名丶「註冊地址」及資

格 登在憲報上。同時，有關資料亦會菸管委會網頁上列出。 ,_ 
此外，按《條例》第 90(6)條的規定，中醫紐須不時安排將表列中醫名渾刊登

在憲報上，而有關資料亦會同時菸管委會網頁上列出。 

http://www.cmchk


為權保市民能透過憲報或管委會網頁查核中醫師的資格，請各註冊中醫和

表列中醫務必向管委會提供其最新的「執業池址」。中醫師如需更改個人資料，

請填妥載菸附件三的「中醫師更改個人資料表格」，交回管委會嵇書處（池址：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柬 213號胡忠大廈 22樓 2201 室／傳真號碼： 2121 1898 / 
電郵： info@cmchk.org.hk) 。

才癢銀紀律硒訊 1~-象

菸 2018年 7 月 16 日至 11 月 15 日期間，中醫紐曾就 1名註冊中醫及 1名表列中

醫涉嫌違反中醫守則及／或犯有可處監禁罪行進行紀律研訊。經确訊後，中醫紐裁

定針對有關中醫的指控成立，並命令把 1名註冊中醫除名 3個月緩刑 24個月，並對

其送達警告信，以及把 1名表列中醫的斫訊裁決記錄在案。

綜合以上紀律研訊個案，中醫紐提醒各中醫師在執業時留意下述事項。

中醫師不可酉6發西藥

根據《藥劑業及莓藥條例》（第 138章），非法售賣或管有第 1部毒藥均屬刑

事罪行，一經定罪，最高罰則分別為罰款 100,000元及監禁兩年。此外，《抗生素

條例》（第 137章）禁止非法售賣及管有抗生素，一經定罪，每項罪行最高罰則為

罰款 30,000元及監禁一年。

根據中醫守則的規定，中醫愿以傳統中醫藥學為綦礎的原則，配發中藥材或

處方中成藥予其病人。中醫紐認為中醫師必須清楚知道處方予病人的藥物的成

分，並熟悉中醫守則內的專業要求，以及了解本地法例容許中醫師處方予病人使

用的藥物。就此，中醫維要求中醫師須從有信譽的持牌中藥商取貨，為病者提供

安全有效的藥品。切勿購買來歷不明、成分不清的藥材或中成藥產品，並應保存

單據，以便追溯中藥材來源。中醫維亦特別提醒各中醫師有關《條例》第 158(6) 

(a)內的規定，中醫在其執業的處所合成的或在其監管下合成的中成藥，僅在該藥

物是為了向一名由他直接治理的病人施用或供慮而正在使用的情況下，方可豁免

其對中成藥須註冊及製造中成藥須申領「中成藥製造商牌照」的法例要求。惟中

醫師需維持其專業責任，確保有關其合成的中成藥的安全、品質及成效。

中醫師配發含西藥成分的藥物予病人不但違反法例、危害公眾安全，且會對

中醫專業產生負面影響。中醫紐重申，中醫師必須按照中醫守則的規定，即以傳

統中醫藥學為綦礎的原則，配發中藥材或中成藥，不可使用西藥。如中醫師配發

含西藥成分的藥物，一經法庭定罪，中醫維會按照《條例》訂明的紀律程序嚴肅

處理。



用藥規紇

中醫守則訂明，中醫師處方用藥須符合專業標準，不得濫用藥物。如處方為

中醫配伍禁忌或中醫師用藥不合理地劑量過大或用藥過淤龐雜、沒有任何治則丶

治法及先後緩急的綦礎、違背方劑維成原則，並對病人的治療產生不良後果，中

醫紐認為該中醫師可能沒有提供切合病情的治療或所發出的處方水平遠低菸一般

專業中醫師的水準，及該中醫師可能已違反了上述守則的規定，中醫紐將會根據

中醫守則採取紀律行動。

另外，中醫師在處方中藥，特別是毒性中藥材時，應以安全用藥為先，參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的建議用量，並要密切監察病人服後的反應。中醫師亦

應以書面形式殯保病人能清楚了解其醫囑，使其能在預備及服用中藥時遵從其指

示。對菸一些中藥服用後可能出現的已知副作用，中醫師亦慮提醞病人留意，如

在服用中藥後感到不適，應盡快求醫。

中醫紐同時提醒各表列中醫，《條例》第 109條訂明，只有註冊中醫才可處方

附表 1 的中藥材。有關條文及附表，可淤下逑綱址查閱 (http://www.elegislation. 

gov.hk/chi/index.htm) 。若發現表列中醫處方附表 1 中藥材予病人，中醫紐定會嚴

肅處理。

向中醫紘申報曾犯違法行為

如中醫師在香港或其他」也方被法庭裁定犯有任何可判入獄的違法行為（無論

最終是否被判入獄），均須根據中醫守則的規定，淤被定罪後的 28天內向中醫維

報告，並菸報告內列明有關罪行的案件編號、發生日期、地點、性質及判刑等資

料。如有關中醫師沒有按照上述規定向中醫紐報告，一經揭發，中醫紐會根據中

醫守則採取紀律行動。

簽發病假證明書

註冊中醫是具有法定」也位的醫療專業人員， 2006年底修訂的《僱傭條例》更

賦予註冊中醫簽發的病假證明具有法定效力。中醫紐編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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譖及所適用的建議病假日數，以同業

一般認可的準則作為註冊中醫簽發病假證明的指引。中醫師慮根據個人的中醫學

專業判斯，並因應病人的病情及個別情況，簽發合適的病假證明。倘若中醫師所

簽發病假證明與指引不符而引超投訴，註冊中醫有責任解釋當時因應其專業判斷

而簽發的病假讒明及有關情況。

中醫紐亦提醞各中醫師在簽發病假證明書及發出診金收據時，必須緊記不得

發出內容失實或誤導他人的虛假專業證明。否則，中醫紐會按照《條例》 ~r明的
紀律程序嚴肅處理。

、 . 

http://www.elegislation


2017年的紀律個案數字

中醫紐淤2017年共接獲 161 宗紀律投訴，個案的分類數字詳列如下：

個案類別 數目（宗） 

(i) 紀律操守 4 

(ii) 專業責任 53 

(iii) 專業道德 3 

(iv) 業務規範 41 

(v) 醫療行為 21 

(vi) 業務宣傳 39 

總計 161 

中醫維根據《條例》第 98及 91條菸2017年共就 15 宗紀律個案舉行研訊，當

中涉及 14名中醫師。中醫維經紀律趼訊後的決定如下：

中謩紐的決定 涉案中謩人數（個案宗數）

指控成立 13 (14) 

(i) 註冊中醫

除名一段時間 1 (1) 

除名，但獲判緩刑 5 (6) 

~吞追,,k丰貝 1 (1) 

萃舌土p 1 (1) 

(ii) 表列中醫

永久除名 3 (3) 

裁決被記錄在案 2 (2) 

指控不成立 1 (1) 

總計 14 (15) 



「考港客步混淆寸慕 ~1i 狀及頲獄鑒別硒完」成纂 

;J.b 早
用吊

在香港銷售的藥材，偶然會出現混淆的情況，一般混淆原因包括外覬相似或

名稱相近等。中藥的混淆有機會影響療效，甚至導致不良反應。因應市場的現況

及隨著鑒別技術的提升，政府中藥檢測中心菸 2018年初啟動「香港容易混淆中

藥的性狀及顔撮鑒別研究」。研究計劃可有助強化業界及市民正確鑒別中藥的能

力，保障中藥的安全和品質，同時推進中藥檢測認證產業的發展和中藥的國際貿

易。

簡介

是次研究計劃經政府中藥檢測中心諮詢委員會及中藥材專責小維審議及通

過。根據業界意見和市場實際情況訂立研究品種，並整理成專論分階段發布。首

單元的斫究成果已淤7 月 19 日對外發布，內容包括： 

(1) 板藍根與南板藍根 

(2) 生天仙子與南天仙子 

(3) 王不留行與蔣荔果 

(4) 菜子與蒽子 

(5) 金錢草與廣金錢草

硏究特色

是次研究主要具備 3個特色： 

(1) 以飲片為主要研究對象，更切合現時市面以飲片為主的流通情況； 

(2) 加入徽性狀鑒別內容，利用放大鏡或立體顯撮鏡覬察傳統性狀鑒別看不到

的鈿徽特徵，以充實和豐富現有的鑒別依據；及 

(3) 加入顯徽鑒別內容，利用顯撇鏡觀察藥材鈿胞、後含物及紐織的特徵，與

性狀鑒別互補，特別適合用淤藥材粉末及破碎樣本。

相關宣傳及教育活動

隨着首單元成果的發布，政府中藥檢測中心舉辦多項宣傳及教育活動，封象

包括中醫業界、中藥業界、科研及檢測機構及醫管局三方協作的中醫教研中心職

員。

其中的「香港容易混淆中藥的性狀及頫撮鑒別研究」分享會更為可取得註冊 ,, 
中醫進修分數的項目。分享會噹日，除了由專家學者分享有關研究內容外 i 更安 ，｀

排了工作坊，讓參加者可即場鑒別和區分容易混淆的中藥。以下為活動花絮： 



「香港容易混淆中藥的性狀及顯微鑒別研究」分享會

中藥檢測技術分享會

中藥鑒定及檢測技術交流會暨培訓班



政府中藥檢測中心將繼續向外發放硏究成果，並舉辦宣傳及教育活動。如想

了解首單元 5紐藥材的研究成果，歡迎掃描以下二維碼或登入下列網址：

硏究介紹 

http://cmd.gov.hk/html/b5/GCMTI/results.html 

專論目錄 

http://cmd.gov.hk/html/b5 / GCMTI/ general.html 

才癢年慕才國行考港泠勳

「中醫中藥中國行」以「傳播中醫藥健康文化、提升民眾健康素養」為主

題，是一項由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等二十多個部委發超的全國中醫藥科普宣傳活

動，香港是其中一站。香港站的活動「中醫中藥中國行香港活動」由國家中醫藥

管理局、食物及衞生局和衞生署合辦，菸 10 月 25 日超在港展開，旨在提升市民對

中醫藥的認識，及推動香港更廣泛地慮用中醫藥。

香港活動的啟動儀式由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黨紐成員兼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黨

紐書記、副局長佘艷紅教授、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

譚鐵牛教授、食物及衞生局常任嵇書長（衞生）謝曼怡、衞生署署長陳漢儀醫

生、廣柬省中醫藥局局長徐慶鋒和管委會主席李焯芬教授主持，為活動揭開序

幕。活動當天有多達770人次參與，會場裡亦設有由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支持的中

醫義診服務，合共超過 150名市民受惠。淤啟動儀式翌日 (10 月 26 日），食物及

衞生局與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簽署了《關菸中醫藥領域的合作協議》，進一步促進兩

地中醫藥發展。

隨後， 47個中醫藥相關團體積極響應，陸續在兩個多月期間淤全港多區舉辦

近 100項超過 200場中醫藥科普活動，而整個「中醫中藥中國行香港活動」將在 

12 月 31 日完成。

http://cmd.gov.hk/html/b5
http://cmd.gov.hk/html/b5/GCMTI/resul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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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主持「中醫中藥中國行香港活動」啟動儀式

「中醫中藥中國行香港活動」啟動儀式大合照

「未考措療臬計劃」—玲註冊才措帕訊怎

政府在 2009年推出長者醫療券計劃（「計劃」），資助合資格長者使用私營基

層醫療服務，包括中翳服務。截至 2018年 9 月底，接近2,700名註冊中醫已登記參

與計劃，曾經使用醫療券的長者超過 113萬人（約佔合資格長者人口的 90%) 。

雖然為長者中報使用醫療券的程序簡易，但參與計劃的中醫必須注意計劃下

的規定，例如必須在長者親身接受他們所提供的醫療服務後，才可讓長者使用醫

療券支付柑關的服務費用。中醫師不可讓長者將醫療券用菸預先繳費的醫療服

務，或純粹用淤購買物品，如保健產品、海味等，以免相關的醫療券申報不獲政

府發還款項，或被取消參與計劃的資格等。



此外，參與計劃的中醫必須妥善保管用以登入醫健通（資助）系統的認證保

安編碼器。雖然他們可以授權任職菸其醫療機構的職員透過「資料輸入戶口」代

其輸入醫療券申報資料，但有關中醫仍須就透過其「服務提供者戶口」所作的－

切申報承擔貴任。因此，為保獐自身利益，參與計劃的中醫不慮容許他人使用其

「服務提供者戶口」及用以登入醫健通（資助）系統的認證保安編碼器，就其沒

有提供或並非由其負上專業責任的醫療服務作出醫療券申報。

有關計劃的詳情，以及一些不噹醫療券申報例子和署方的建議，請參閱隨

今期《中醫鈕通訊》夾附的資料單張（閑亻牛四）。如就計劃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582 4102與衞生署醫療券紐職員聯絡。

傅＾唷抖

籲請各中醫師，如更改曾向中醫紐申報的註冊池址、通訊地址、執業地址丶

電話、傳真號碼，以及其他個人資料，請盡早通知管委會嵇書處（電話： 2121 
1888) 。中醫師更改個人資料表格可向管委會嵇書處索取，或淤管委會網頁 

(http://www.cmchk.org.hk) 下載。

荻迎誤供是見

各中醫師如對《中醫紐通訊》的內容有任何意見或建議，可以郵遞、傳真或

電郵方式，送交管委會嵇書處，並註明《中醫紐通訊》。每期《中醫維通訊》均會

上載至管委會網頁 (http://www.cmchk.org.hk)• 歡迎各位到上述網址瀏覽。

http://www.cmchk.org.hk)•歡迎各位到上述網址瀏覽。
http://www.cmchk.org.hk)下載。


聯絡我們

地址：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柬213號胡忠大廈 22樓2201 室

電話： (852) 2121 1888 

24小時電話查詢系統： (852) 2574 9999 

圖文傳真： (852) 2121 1898 

電郵地址： info@cmchk.org.hk 

綱址： http://www.cmchk.org.hk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三十分

星期六丶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丶· 

` 

www.cmchk.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