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通訊
2021 年 10 月 21 日
為讓會員更容易取得中醫藥相關資源，本平台透過此通訊向會員發布新消息、行業活動資訊等等，現誠邀各位介
紹業內朋友登記成為本平台會員，登記網址為 http://www.cmresource.hk/register.php。

相關中醫藥活動
► 為加強與業界溝通，讓中成藥註冊持份者掌握中成藥註冊的要求及最新資訊，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藥組為
中藥業界每月舉行一次有關中成藥註冊的講座。有關中成藥註冊的定期講座已於 10 月 11 日以 ZOOM 網上講座
形式舉行，簡介中成藥定義及專題分享不良廣告（醫藥）條例。請 按此 瀏覽相關講座資料及下載講座投影片。
► 由香港中文大學的醫學院、中醫學院和藥劑學院合辦、中醫藥發展基金贊助的「兒童癌症康復者的穴位按摩與保
健」講座將於 2021 年 10 月 23 日（星期六）舉辧。如想了解更多有關養生草藥、穴位按摩及保健操等如何幫助兒
童癌症康復者的資訊，請在 10 月 21 日或之前報名，參加者可選擇到臨現場或於網上觀看直播，現場講座設有問
答環節、穴位按摩及保健操動作示範，請 按此 瀏覽中文大學刊登之相關資料及 按此 登記參與。

香港中醫藥情報
► 《行政長官 2021 年施政報告》中提及中醫藥發展，指政府已確立中醫藥在本港醫療發展的定位，興建中醫醫院
及政府中藥檢測中心、提供政府資助門診服務及中西醫協作治療住院服務，以及成立「中醫藥發展基金」等。為
促進中醫業界長遠發展，政府會探討賦權中醫師指示病人接受診斷成像檢測（例如 X 光）及化驗檢查。原文請 按
此 參閱。其他《施政報告》附篇與中醫藥相關的部分節錄如下：
第三章（同心抗疫）（詳細内容請 按此 瀏覽）
施政成果


於 2020 年 4 月推出「中醫門診特別診療服務」，為接受 2019 冠狀病毒病治療後出院的人士提供免費中
醫門診康復服務，至今有超過 1 360 名病人參與，診療次數超過 9 800 次。



於 2021 年 1 月推出「住院病人中醫特別診療服務」，為社區治療設施及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的 2019 冠狀病毒病住院病人提供中醫診療服務的選項，至今有超過 90 名病人參與。

第八章（關愛社會）（詳細内容請 按此 瀏覽。）
施政成果


確立中醫藥在本港醫療系統的定位，並資助將來中醫醫院提供的住院和門診服務、18 間中醫診所暨教研
中心（中醫診所）提供的門診服務，以及醫管局轄下特定公立醫院提供的中西醫協作住院服務。



在食物及衞生局轄下成立中醫藥處，與業界保持聯繫，統籌和推進各項促進中醫藥發展的策略和措施。



增撥資源興建中醫醫院及政府中藥檢測中心兩項旗艦設施：中醫醫院的營運服務契約及建造工程合約已於
2021 年 6 月批出，預期在 2025 年第二季起分階段投入服務；而政府中藥檢測中心的臨時中心已於 2017
年 3 月投入運作，永久檢測中心則預期在 2025 年落成。



自 2020 年 3 月起，每年於 18 間中醫診所提供約 62 萬個資助門診服務配額（每項按次收費 1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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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管局「中西醫協作先導計劃」下的參與醫院已增至八間，涵蓋醫管局全部七個醫院聯網。



在 5 億元的「中醫藥發展基金」下推出多項資助計劃，惠及中醫藥業界的不同層面，包括非牟利機構和學
術機構，至今已批出約 3 000 宗資助申請。



促進落實於 2021 年 8 月宣布的簡化審批安排程序，容許在香港已註冊的傳統外用中成藥產品在粵港澳大
灣區（大灣區）註冊及銷售，以及若干大灣區公共醫療機構聘請香港中醫師的安排。

新措施


推展中醫醫院開院前的籌備工作，包括簽訂服務契約、訂定詳細設計、採購所需家具及設備、設立資訊科
技系統，以期在 2025 年第二季開始分階段投入服務。



推展設立永久政府中藥檢測中心的籌備工作，預期在 2025 年啟用。



加強公立醫院的中西醫協作住院服務，增加參與醫院數目和病種數目，並把有關服務常規化，以配合中醫
藥長遠發展的政策方向。



就 5 億元的「中醫藥發展基金」的整體落實情況進行檢討，以期進一步優化基金項目和善用資源，務求為
中醫藥業界提供更有效和具針對性的支援。



探討賦權中醫師指示病人接受診斷成像檢測（例如Ｘ光）和化驗檢查，以推動中醫藥業的長遠發展。

► 食物及衞生局於 9 月 23 日公開招標邀請為食物及衞生局設計、供應、實施及維修服務中醫醫院核心醫院資訊科
技系統，截標日期及時間為 2021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五) 香港時間正午 12 時。更多有關招標詳情請 按此 瀏覽該
局網頁參閱公告。
► 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在 9 月 16 日舉行第十一次會議，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主持，委員就多個中醫藥
發展項目的最新進展進行深入討論及交流，包括中醫醫院開院籌備工作、政府中藥檢測中心籌建工作、政府資助
中醫服務的最新進展、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參與 2019 冠狀病毒病抗疫工作，及中醫藥發展基金的最新進展。請 按
此 參閱相關新聞公報。
► 醫院管理局於 6 月 28 日推出流動應用程式「18 區中醫診所」，提供中文及英文版本，可隨時隨地查閱 18 間中
醫診所的診症名額狀況，提供電話預約以外的另一選擇，主要為偶發性疾病（如感冒、咳嗽等）求診人預約政府
資助服務而設，方便預約即日或下一個工作天的偶發性疾病政府資助中醫診症籌額。有關此流動應用程式的更多
資訊請 按此 瀏覽中醫動網站。
► 衞生署調查涉嫌非法管有未經註冊中成藥個案。衞生署發言人說：「未經註冊中成藥的安全、品質及成效均未經
證實，可能對公眾健康構成風險。」根據《中醫藥條例》（第 549 章）第 119 條，任何人不可銷售、進口或管有
未經註冊的中成藥，違例者最高罰則為罰款 100,000 元及監禁兩年。待調查完成後，署方會就檢控事宜徵詢律政
司的意見。請 按此 參閱相關新聞公報。

國家中醫藥情報
► 廣東省中醫藥局在 2021 年 10 月 11 日發布韶關市近日的中醫院新院區建設專案主體結構封頂工作。該專案是
韶關市委、市政府貫徹落實省委、省政府關於新一輪中醫藥強省建設部署要求，打造粵北區域醫療高地的一項重
要舉措。據介紹，韶關市中醫院新院區將以中醫特色突出、臨床療效顯著和綜合救治能力提升為導向，以中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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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創新中心、中醫骨傷、中醫康復、中醫治未病、中醫急救、中醫特色護理等為載體，推動中藥製劑開發應
用，加快中醫規培基地和數位醫院的建設，打造智慧中醫院。原文請 按此 瀏覽。
► 廣東省醫療保障局 2021 年 9 月 30 日印發《廣東省醫療保障局關於開展醫保支付改革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
的指導意見》的通知，對通過進一步深化醫保支付制度改革，促進中醫藥高品質發展，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對中醫
藥服務的需求提出意見，此指導意見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執行。原文請 按此 瀏覽。

►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徐德義醫生在 2021 年 9 月 23 日出席在四川舉行的川港高層會晤暨川港合作會議第二次會
議，並與四川省中醫藥管理局簽署《中醫藥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推動兩地在中醫藥人才培養、科技創新、醫療
技術服務、產品研發等領域加強合作及交流。請 按此 參閱相關新聞公報。

香港行業活動消息
► 香港中醫骨傷學會提供由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1 月舉辦的中醫師培訓課程資料，有關課程為中醫藥發展基金
資助的「A1-3 一般進修課程」，包括《中醫常見肝病的誤診研究》、《青年醫師骨傷針灸論壇》、《黃傑教授中
醫骨內科學系列》、及《中成藥的療效認識及臨床應用系列》等，詳情可 按此 參閱附件 1。 有關課程查詢，請與
學會聯絡，電話 (852) 2576 26612661，電郵 hktcmotal@yahoo.com.hk。
► 中藥材和產品的鑒定和質控國際會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Quality Control and Authentication of
Herbal Material and Products 將於 2021 年 11 月 26-27 日以線上 Zoom Webinar 形式舉行，是次會議由香港中
文大學李達三葉耀珍中醫藥研究發展中心及中醫學院聯合主辦，邀請了十多位國內外學者、專家就 DNA 分子鑒定、
理化質控鑒別及藥材活性成分研究三大範疇作英語專題演講。香港註冊中醫師更可透過參加會議申請「註冊中醫
進修學分」。詳情請 按此 參閱附件 2，或 按此 瀏覽會議網頁及登記參會。
► 香港針灸學會（中醫組認可的「提供進修項目機構」編號 CME-PP0017）提供 2021 年 10 月至 12 月持續進修
講座課程安排及專業證書課程資料，包括《骨傷科中藥的配伍應用》、《中醫治療病毒性感染的優勢》及《針灸
專業專科證書課程》等，詳情可 按此 參閱附件 3。 有關課程查詢，請與學會聯絡，電話 (852) 2787 6348，電郵
hkama99@gmail.com。

中醫藥發展基金計劃最新消息
► 在最新優化措施下，「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A1-4 計劃）新增「X 光片觀片箱」於「合資格診所設施
項目名單」內 A1-16「臨床診斷相關設備」的資助項目。
計劃現正接受申請，此輪截止日期為 2021 年 10 月 30 日。計劃主要為申請人提供財政支援，以優化病歷系統，
提升臨床操作的安全和衛生，加強應對傳染病的相關感染控制設備。每間合資格個人開設的中醫診所最多可獲
$25,000 港元資助。有關優化措施的詳情、申請資格、 涵蓋範圍等細節，請 按此 前往網頁參閲。
►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資助計劃」（A1-1 至 A1-3 計劃）全年開放申請。計劃主要資助中醫師及中藥從業員等參
加合資格課程，包括已獲資歷架構認可的培訓課程、包含評估的培訓課程及合資格的一般中醫藥進修課程等。有
關優化措施的詳情、申請資格、 涵蓋範圍等細節，請 按此 前往網頁參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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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系統優化資助計劃」（A2 計劃）全年開放申請。計劃主要為中成藥製造商提供資助以獲
得技術及硬件設備的支援，以達到生產質量管理規範（GMP）的水平，將資助中成藥製造商聘請顧問（即顧問服
務提供者）就中成藥 GMP 認證提供相關專業意見，當中包括就符合中成藥 GMP 認證而進行的基本評估等。有關
申請資格、涵蓋範圍、資助細節等細節，請 按此 前往網頁瀏覽。
► 「中成藥註冊支援計劃」（A3）現正接受申請，此輪截止日期為 2021 年 11 月 30 日。 計劃主要為中成藥正式
註冊（HKC）申請人提供財政和技術支援，每間中成藥製造商或批發商最多可獲資助總額為$200,000 港元。有關
申請資格等細節請 按此 前往網頁參閱。
► 「改善倉庫管理、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A4）計劃現正接受申請，此輪截止日期為 2021 年 12 月 30 日。
計劃主要為合資格的中藥材批發商和零售商提供財政支援。每間合資格中藥材批發商或零售商最多可獲$100,000
港元資助。有關申請資格等細節請 按此 前往網頁參閱。
► 「行業支援計劃」（B 計劃）現正接受申請，此輪截止日期為 2021 年 12 月 15 日。 計劃分為「中醫藥行業培
訓資助計劃（B1-1 計劃）」、「中醫藥推廣資助計劃（B1-2 計劃）」及「中醫藥應用調研及研究資助計劃（B2
計劃）」。有關資助額、優化措施的詳情、申請資格、 涵蓋範圍等細節，請 按此 前往網頁。
以上内容詳情可 按此 參閲附件 4，或到中醫藥發展基金網站了解更多最新消息：https://www.cmdevfund.hk/ 。

中醫藥資源平台會員須知
► 中醫藥資源平台意見問卷
為進一步優化及豐富本平台網站資源，誠邀閣下參與問卷調查，提供寶貴意見。此問
卷以不記名方式進行，閣下所提供的資料絕對保密，並只供中醫藥發展基金及中醫藥
資源平台內部參考之用。請 按此 或掃瞄右方 QR Code 前往參與。

► 資訊廣播
此平台通訊及最新資訊會定期透過電郵 cmresource@cmresource.hk 及手機應
用程式（WhatsApp）發放。本平台使用的 手機號碼為 (852) 6731 3514，如閣
下希望接收 WhatsApp 廣播訊息，請將號碼儲存至手機通訊錄之中。（本平台
WhatsApp 連結：https://wa.me/67313514。）若需要增補/更改會員賬戶資
料，可於登入後提交資料，點擊閣下賬戶名稱後轉到下圖所示頁面更改。如有任
何疑問，歡迎 按此 來郵或致電 2788 5810 查詢。

歡迎行業機構或團體透過本通訊宣傳與中醫藥相關活動，通過電郵 cmresource@cmresource.hk
或致電 2788 5810 查詢，亦歡迎就本通訊內容提出建議，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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