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四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醫組、
中藥組和各小組的組成及成員名單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的組成及成員名單

組成

　(a)  1名主席；

　(b)  衞生署署長(當然成員)；

　(c)  5名中醫；

　(d)  5名來自中藥業的人士；

　(e)  2名來自香港的教育或科研機構的人士；

　(f)  3名業外人士；及

　(g)  2名公職人員。

(成員名單根據上述組成次序分類排列，並以姓名筆劃排列)

成員名單

　范佐浩先生 BBS，JP(主席)	

　林秉恩醫生 JP，衞生署署長(當然成員)

　何家昌中醫師

　俞煥彬中醫師

　袁啟順中醫師

　馮玖中醫師(由2007年9月13日起)

　黃雅各中醫師，MH

　趙少萍中醫師(由2002年9月13日至2007年9月12日)

　李應生先生 MH，JP

　許生先生

　黃光輝先生，MH

　趙贊安先生

　謝德富醫生 BBS 

　文英強教授

　梁秉中教授 SBS，JP

　楊傳亮先生 JP

　鄭曹志安女士 BBS，JP

　賴奇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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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挺雄先生JP，衞生署副署長(由2005年4月13日至2007年7月15日)

　	譚麗芬醫生JP，衞生署副署長(由2007年7月16日起)

　沈士文大律師(法律顧問)

　陳呂秀鳳女士(秘書)	

中醫組的組成及成員名單

組成

　(a)  1名本身是管委會成員的主席；

　(b)  6名中醫，其中2名本身是管委會成員；

　(c)  1名來自中藥業的人士；

　(d)  1名來自香港的教育或科研機構的人士；

　(e)  3名業外人士；及

　(f)  2名公職人員。

(成員名單根據上述組成次序分類排列，並以姓名筆劃排列)

成員名單

　黃雅各中醫師，MH(主席)

　王玲中醫師(由2007年11月21日起)

　何家昌中醫師

　何國璋中醫師

　林家榮中醫師

　俞煥彬中醫師

　陳洛川中醫師(由2005年9月13日至2007年8月15日)

　黃傑中醫師

　朱世清先生

　劉良教授

　文保蓮女士

　林兆榮博士 JP	

　邱榮光博士

　林秉恩醫生 JP，衞生署署長

　	梁挺雄先生  JP，衞生署副署長(由2005年4月13日至2007年7月15日)

　	譚麗芬醫生 JP，衞生署副署長(由2007年7月16日起)

　沈士文大律師(法律顧問)

　陳呂秀鳳女士(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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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組的組成及成員名單

組成

　(a)  衞生署署長(擔任主席)；

　(b)		 5名來自中藥業的人士，其中2名本身是管委會成員；

　(c)  2名中醫；

　(d)		 1名來自香港的教育或科研機構的人士；

　(e)		 3名業外人士；及

　(f)		 2名公職人員。

(成員名單根據上述組成次序分類排列，並以姓名筆劃排列)

成員名單

　林秉恩醫生 JP，衞生署署長(主席)

　李應生先生 MH，JP

　張瑞境先生

　黃光輝先生 MH

　黃雪英女士

　潘愛珠女士

　馬菁岐中醫師

　陳抗生中醫師

　趙中振教授

　李烱前教授 JP

　周敏姬女士

　許文博先生 JP

　梁挺雄先生 JP，衞生署副署長(由2003年8月21日至2007年7月15日)

　彭慧冰博士，創新科技署署長代表

　譚麗芬醫生 JP，衞生署副署長(由2007年7月16日起)

　麥業成大律師(法律顧問)

　陳呂秀鳳女士(秘書)

註冊事務小組的組成及成員名單

組成

　(a)  1名本身是中醫組成員的主席；

　(b)  5名中醫；及

　(c)  1名來自香港的教育或科研機構的人士。

(成員名單根據上述組成次序分類排列，並以姓名筆劃排列)

46



成員名單

　黃傑中醫師(主席)

　刁杏芳中醫師

　梁延熙中醫師	(由2004年11月1日至2007年1月29日)

　張煒生中醫師

　黃志忠中醫師(由2007年5月11日起)

　溫淼祥中醫師

　蔡尚斌中醫師

　羅婉儀小姐

　

考試小組的組成及成員名單

組成

　(a)  1名本身是中醫組成員的主席；

　(b)		 4名中醫；及

　(c)		 2名來自香港的教育或科研機構的人士。

(成員名單根據上述組成次序分類排列，並以姓名筆劃排列)

成員名單

　何國璋中醫師(主席)

　陳炳忠中醫師

　謝秉忠中醫師

　魏祝兒中醫師

　羅舜海中醫師

　甘吳慧珠博士

　周柏珍女士

　　

紀律小組的組成及成員名單

組成

　(a)  1名本身是中醫組成員的主席；

　(b)  1名本身是中醫組成員的副主席；

　(c)		 4名中醫；及

　(d)		 2名本身是中醫組業外成員的人士。

(成員名單根據上述組成次序分類排列，並以姓名筆劃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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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名單

　林家榮中醫師(主席)	

　何家昌中醫師(副主席)

　王如躍中醫師

　陸順海中醫師

　陳達津中醫師

　謝秉忠中醫師

　文保蓮女士

　邱榮光博士

　余承章大律師(法律顧問)

　

中醫學位課程評審小組的組成及成員名單

組成

　(a)  3名中醫組代表(包括1名業外人士)，由其中1名擔任小組主席；

　(b)		 3名中醫師；

　(c)		 3名來自本地大學中醫藥學院的人士；及

　(d)  1名衞生署代表。

(成員名單根據上述組成次序分類排列，並以姓名筆劃排列)

成員名單

　文保蓮女士(主席)

　俞煥彬中醫師

　陳洛川中醫師(由2005年9月22日至2007年8月15日)

　王如躍中醫師

　王鴻雁中醫師(由2007年6月7日起)

　陳世璇中醫師

　黃志忠中醫師(由2001年6月7日至2007年6月6日)

　車鎮濤教授(由2001年6月7日至2007年6月6日)

　林志秀教授(由2007年6月7日起)

　童瑤教授

　劉良教授

　梁挺雄先生 JP，衞生署副署長(由2003年8月21日至2007年7月15日)

　譚麗芬醫生 JP，衞生署副署長(由2007年7月16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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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管理小組的組成及成員名單

組成

　(a)  1名本身是中藥組成員的主席；

　(b)  2名來自中藥業的人士；

　(c)  1名中醫；

　(d)  1名來自香港的教育或科研機構的人士；

　(e)  1名由衞生署署長委任的公職人員；及

　(f)		 政府化驗師或其代表。

(成員名單根據上述組成次序分類排列，並以姓名筆劃排列)

成員名單

　李應生先生 MH，JP(主席)

　楊飛義先生

　潘愛珠女士

　譚鴻彬中醫師

　羅偉權博士

　蔡冠基先生，政府化驗師代表

　張季鸞先生，衞生署高級藥劑師(由1999年9月13日至2007年7月28日)

　陳凌峯先生，衞生署高級藥劑師(由2007年7月29日起)

中藥業管理小組的組成及成員名單

組成

　(a)  1名本身是中藥組成員的主席；

　(b)  2名來自中藥業的人士；

　(c)  1名中醫；

　(d)  1名業外人士；及

　(e)  2名由衞生署署長委任的公職人員。

(成員名單根據上述組成次序分類排列，並以姓名筆劃排列)

成員名單

　黃光輝先生，MH(主席)

　朱世清先生

　劉宇興先生

　陳永光中醫師

　江子榮先生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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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漢儀醫生 JP，衞生署助理署長(由2003年8月21日至2006年4月17日，及2006年10月18日至2007年2月4日)

　趙佩燕醫生，衞生署助理署長(由2007年2月5日起)

　張季鸞先生(由1999年9月13日至2007年7月28日)

　陳凌峯先生(由2007年7月29日起)

中藥業監管小組的組成及成員名單

組成

　(a)  1名本身是中藥組成員的主席；

　(b)  1名本身是中藥組成員的副主席；

　(c)  2名來自中藥業的人士；

　(d)  1名中醫；

　(e)  2名本身是中藥組業外成員的人士；及

　(f)  1名由衞生署署長委任的公職人員。

(成員名單根據上述組成次序分類排列，並以姓名筆劃排列)

成員名單

　梁挺雄先生JP，衞生署副署長(主席)(由2003年8月21日至2007年7月15日)

　譚麗芬醫生JP，衞生署副署長(主席)(由2007年7月16日起)

　張瑞境先生(副主席)

　陳榮旋先生

　曾超慶先生

　周叔英中醫師

　李烱前教授 JP

　許文博先生 JP

　陳漢儀醫生JP，衞生署助理署長(由2003年8月21日至2006年4月17日，及由2006年10月18日至2007年2月4日)

　趙佩燕醫生，衞生署助理署長(由2007年2月5日起)

　葉德強大律師(法律顧問)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