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二 註冊中醫進修中醫藥學機制的相關資料 

附錄二(1)  中醫組認可的「行政機構」名單 
 

機構編號 機構名稱 

CME-ADM0001 新華中醫中藥促進會有限公司 
CME-ADM0002 香港中醫師公會有限公司 
CME-ADM0003 香港中醫學會 
CME-ADM0004 中國醫藥學會有限公司 
CME-ADM0005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有限公司 
CME-ADM0006 中華中醫師公會有限公司 
CME-ADM0007 九龍中醫師公會有限公司 
CME-ADM0008 國際中醫中藥總會有限公司 
CME-ADM0009 香港中醫骨傷學會有限公司 
CME-ADM0010 港九中醫師公會有限公司 
CME-ADM0011 僑港中醫師公會有限公司 
 



附錄二(2)  中醫組認可的「提供進修項目機構」名單 
 

編號 機構名稱 

CME-PP0001 新華中醫中藥促進會有限公司 
CME-PP0002 香港中醫師公會有限公司香港中醫藥研究院 
CME-PP0003 現代中醫進修學院 
CME-PP0004 香港中醫學會教育研究基金會有限公司 
CME-PP0006 中國醫藥學會有限公司 
CME-PP0007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有限公司 
CME-PP0008 中國中醫推拿針灸院 
CME-PP0009 佛教華夏中醫學院有限公司 
CME-PP0010 香港華夏醫藥學會 
CME-PP0011 九龍中醫師公會有限公司 
CME-PP0012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 
CME-PP0014 國際中醫中藥總會有限公司 
CME-PP0016 香港中醫骨傷學會有限公司 
CME-PP0017 香港針灸學會 
CME-PP0018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 
CME-PP0019 名醫名方研究會有限公司 
CME-PP0020 港九中醫師公會有限公司 
CME-PP0021 僑港中醫師公會有限公司 
CME-PP0022 華夏書院 
CME-PP0023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CME-PP0024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CME-PP0025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中藥研究所 
CME-PP0026 港九中華藥業商會有限公司 
CME-PP0027 香港中醫藥科技學院 
CME-PP0029 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會 
CME-PP0030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CME-PP0031 醫院管理局 

 
 

(註﹕代碼編號CME-PP0015的機構已於 2009年從名單內刪除﹔代碼編號CME-PP0005、CME-PP0013

及 CME-PP0028 的機構於 2010 年 12 月 2 日起從名單內刪除。) 

 



附錄二(3)  中醫組認可舉辦進修課程的內地院校名單 

 
中醫組認可以下內地院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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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中醫藥學術會議、研討會、學術講座、工作坊、交流會

等，無須經註冊事務小組評核，可直接成為認可的註冊中醫進修項目。 
 

代碼編號  院校名稱  

CME-MP0001 上海中醫藥大學 

CME-MP0002 山東中醫藥大學 

CME-MP0003 北京中醫藥大學 

CME-MP0004 成都中醫藥大學 

CME-MP0005 南京中醫藥大學 

CME-MP0006 黑龍江中醫藥大學 

CME-MP0007 廣州中醫藥大學 

CME-MP0008 山西中醫學院 

CME-MP0009 天津中醫藥大學 

CME-MP0010 北京聯合大學中醫藥學院 

CME-MP0011 甘肅中醫學院 

CME-MP0012 江西中醫藥大學
註一

 

CME-MP0013 安徽中醫學院 

CME-MP0014 河北醫科大學中醫學院 

CME-MP0015 河南中醫學院 

CME-MP0016 長春中醫藥大學 

CME-MP0017 陝西中醫學院 

CME-MP0018 浙江中醫藥大學 

CME-MP0019 湖北中醫藥大學 

CME-MP0020 湖南中醫藥大學 

CME-MP0021 雲南中醫學院 

CME-MP0022 貴陽中醫學院 

CME-MP0023 福建中醫藥大學 

CME-MP0024 新疆醫科大學中醫學院 

CME-MP0025 廣西中醫藥大學 

CME-MP0026 遼寧中醫藥大學 

CME-MP0028 暨南大學 

CME-MP0029 中國中醫科學院 

CME-MP0030註二 南方醫科大學 

CME-MP0031註三 廈門大學 

註一：於 2013 年 4 月由江西中醫學院改名為江西中醫藥大學 

註二：於 2010 年 6 月 10 日或以後修讀編號 CME-MP0030 院校的進修課程/項目的註冊中醫方可取得

進修分數。 



註三：於 2010 年 8 月 12 日或以後修讀編號 CME-MP0031 院校的進修課程/項目的註冊中醫方可取得

進修分數。 

* CME-MP0027 北京針灸骨傷學院已於 2000 年與北京中醫藥大學合併，因此其名稱及編號已於以上

名單內刪除。 

 


	附錄二 註冊中醫進修中醫藥學機制的相關資料



Accessibility Report


		Filename: 

		附錄二註冊中醫進修中醫藥學機制的相關資料_.pdf




		Report created by: 

		

		Organization: 

		




[Enter personal and organization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Preferences > Identity dialog.]


Summary


The checker found no problems in this document.


		Needs manual check: 2

		Passed manually: 0

		Failed manually: 0

		Skipped: 0

		Passed: 30

		Failed: 0




Detailed Report


		Document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Accessibility permission flag		Passed		Accessibility permission flag must be set

		Image-only PDF		Passed		Document is not image-only PDF

		Tagged PDF		Passed		Document is tagged PDF

		Logical Reading Order		Needs manual check		Document structure provides a logical reading order

		Primary language		Passed		Text language is specified

		Title		Passed		Document title is showing in title bar

		Bookmarks		Passed		Bookmarks are present in large documents

		Color contrast		Needs manual check		Document has appropriate color contrast

		Page Content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Tagged content		Passed		All page content is tagged

		Tagged annotations		Passed		All annotations are tagged

		Tab order		Passed		Tab order is consistent with structure order

		Character encoding		Passed		Reliable character encoding is provided

		Tagged multimedia		Passed		All multimedia objects are tagged

		Screen flicker		Passed		Page will not cause screen flicker

		Scripts		Passed		No inaccessible scripts

		Timed responses		Passed		Page does not require timed responses

		Navigation links		Passed		Navigation links are not repetitive

		Form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Tagged form fields		Passed		All form fields are tagged

		Field descriptions		Passed		All form fields have description

		Alternate Text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Figures alternate text		Passed		Figures require alternate text

		Nested alternate text		Passed		Alternate text that will never be read

		Associated with content		Passed		Alternate text must be associated with some content

		Hides annotation		Passed		Alternate text should not hide annotation

		Other elements alternate text		Passed		Other elements that require alternate text

		Table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Rows		Passed		TR must be a child of Table, THead, TBody, or TFoot

		TH and TD		Passed		TH and TD must be children of TR

		Headers		Passed		Tables should have headers

		Regularity		Passed		Tables must contain the same number of columns in each row and rows in each column

		Summary		Passed		Tables must have a summary

		List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List items		Passed		LI must be a child of L

		Lbl and LBody		Passed		Lbl and LBody must be children of LI

		Heading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Appropriate nesting		Passed		Appropriate nesting






Back to T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