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oprietary Chinese Medicines
 
Transitional registration checklist (B) (Amended version)


【Documents to be submitted within 1 year after the deadline for application of 
transitional registration】 

1.	 This checklist is applicable to those proprietary Chinese medicines (pCm) having already 
applied for transitional registration. 

2.	 For an applicant who has applied for transitional registration of a pCm, he/she is required to 
fill in the receive number for registration of pCm below, and to submit this checklist together 
with the relevant documents within 1 year after the deadline for application of transitional 
registration( i.e. on or before 30 June 2005). 

3.	 Please tick (5) in the appropriate box to indicate the documents submitted. 

Receive number for registration of pCm: 

□ 	Copy of manufacturing authorization issued by the country of origin (if applicable) 
□ 	Copy of free sale documentation of the product issued by the country of origin (if 

applicable) 
□ 	Label which complies with legal requirements 
□ 	Package insert which complies with the legal requirements 
□ 	Heavy metals and toxic element test report 
□ 	Pesticide residues test report 
□ 	Microbial limit test report 
□ 	 Interpretation and principle of formulating a prescription (submission of this document 

can be exempted for single Chinese medicine granules) 
□ 	Reference materials on product efficacy 
□ 	Manufacturing method 
□ 	Physiochemical properties of crude drugs 

Notes: 

♦	 If an applicant fails to submit the required documents within 1 year after the deadline for 
application of transitional registration (i.e. on or before 30 June 2005), the Chinese 
Medicines Board may decline to process the application further or reject the application. 

♦	 One checklist for each application for pCm 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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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偏好設定」>「身分」對話方塊輸入個人與組織資訊。]


摘要


檢查程式發現此文件沒有問題。


		需要手動檢查: 2

		已通過手動檢查: 0

		未通過手動檢查: 0

		已略過: 0

		已通過: 30

		失敗: 0




詳細報告


		文件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協助工具權限旗標		已通過		必須設定協助工具權限旗標

		純影像 PDF		已通過		文件不是純影像 PDF

		標籤化 PDF		已通過		文件是標籤化 PDF

		邏輯閱讀順序		需要手動檢查		文件結構提供邏輯閱讀順序

		主要語言		已通過		文字語言已指定

		標題		已通過		文件標題顯示於標題列

		書籤		已通過		書籤存在於大型文件中

		色彩對比		需要手動檢查		文件包含適當的色彩對比

		頁面內容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標籤化內容		已通過		所有頁面內容皆已標籤化

		標籤化註解		已通過		所有註解皆已標籤化

		跳位順序		已通過		跳位順序和結構順序一致

		字元編碼		已通過		可靠的字元編碼已提供

		標籤化多媒體		已通過		所有多媒體物件皆已標籤化

		螢幕閃爍		已通過		頁面不會導致螢幕閃爍

		程式檔		已通過		沒有不可存取的程式檔

		限時回應		已通過		頁面不需要限時回應

		導覽連結		已通過		導覽連結不重複

		表格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標籤化表格欄位		已通過		所有表格欄位皆已標籤化

		欄位描述		已通過		所有表格欄位都具有描述

		替代文字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插圖替代文字		已通過		插圖要求替代文字

		嵌套的替代文字		已通過		無法讀取的替代文字

		與內容相關		已通過		替代文字必須與若干內容關聯 

		隱藏註解		已通過		替代文字不應隱藏註解

		其它元素替代文字		已通過		其它要求替代文字的元素

		表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列		已通過		TR 必須為 Table、THead、TBody 或 TFoot 子元素

		TH 和 TD		已通過		TH 和 TD 必須為 TR 子元素

		表頭		已通過		表應有表頭

		規則性		已通過		表中每列必須包含相同的欄數，每欄必須包含相同的列數

		摘要		已通過		表中必須有摘要

		清單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清單項目		已通過		LI 必須為 L 子元素

		Lbl 和 LBody		已通過		Lbl 和 LBody 必須為 LI 子元素

		標題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適當的嵌套		已通過		適當的嵌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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