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期《中醫組通訊》主要報導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管委會）轄下中醫組過去四個月的

工作進展，包括 202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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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醫組提醒中醫師需注意中醫守則 1 的規定等。

中醫組希望藉著《中醫組通訊》這個平台，增加中醫師進修渠道，故於每年 12月出版的《中

醫組通訊》刊載與中醫執業相關的問答題目。透過閱讀《中醫組通訊》，中醫師除可掌握中醫

業界最新資訊外，亦可取得進修分數。有關安排於 2011 年年底開始，自此一直得到註冊中醫師

的積極支持和熱烈反應，效果令人欣喜。今期的通訊刊載了 2021 年度的問答題目，期望各位繼

續踴躍參與。

按照《中醫藥條例》（《條例》）（香港法例第 549 章）的規定，註冊中醫必須持有有效

的執業證明書，才可在香港作中醫執業。執業證明書的有效期為三年。註冊中醫在續領執業證

明書時，須符合中醫組訂定的進修中醫藥學要求。請各註冊中醫留意執業證明書的有效期，並

依期向中醫組遞交續領執業證明書申請。

就紀律研訊個案方面，中醫組特別提醒中醫師在執業時須留意遵守《條例》及中醫守則訂

明有關中醫師用藥規範、專業責任、適當地轉介病人、處方上的資料及妥善保存病人的病歷紀

錄、向中醫組申報曾犯違法行為，以及使用醫療券的注意事項。中醫組亦提醒各位中醫師應以

傳統中醫藥學為基礎的原則，配發中藥材或處方中成藥予其病人，不可配發西藥。

本期《中醫組通訊》亦載有關於中醫組發出《遙距醫療服務專業道德指引》的報導、預防

季節性流感的資訊和政府中藥檢測中心（檢測中心）所進行的「香港容易混淆中藥的性狀及顯

微鑒別研究」成果，請各位中醫師留意。

最後，我謹代表中醫組祝願各中醫師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中醫組主席

王如躍中醫師

中醫組序言  

1 中醫守則指《香港註冊中醫專業守則》及《表列中醫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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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執業資格試

2021 年中醫執業資格試臨床考試已於本年 8 月舉行，共有 669

名考生出席臨床考試，合格人數為 275 人，合格率為 41.1%。

2022 年中醫執業資格試筆試及臨床考試將分別於 2022 年 6 月

及 8 月舉行。首次參加中醫執業資格試的非表列中醫人士的報名日

期為  2021 年 9 月 23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9 日，而表列中醫及重考人士則須於 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月 31 日期間報名。中醫組已發信通知所有表列中醫有關報名日期。 

中醫師人數

註冊中醫續領執業證明書及進修事宜

截至 2021 年 11 月 15 日，本港共有 8,079 名註冊中醫，26 名有

限制註冊中醫及 2,456 名表列中醫。

根據《條例》第 76 條的規定，註冊中醫必須持有有效的執業證明書，才可在香港作中醫執業。

執業證明書的有效期為三年。註冊中醫在續領執業證明書時，須符合中醫組訂定的進修中醫藥學

要求。

於 2021 年 7 月 16 日至 11 月 15 日期間，共有  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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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組謹此提醒：

(1) 如註冊中醫決定不續領執業證明書，他必須於目前持有的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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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證明書超過六個月，但期間仍有作中醫執業，中醫組可命令

從註冊名冊內刪除有關註冊中醫的姓名。



第 59 期︱  2021 年 12 月 2

透過閱讀《中醫組通訊》以取得進修分數 

中醫組為鼓勵中醫師閱讀《中醫組通訊》並增加中醫師的進修渠道，於每年 12 月出版的《中醫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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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出版的第 57、58 及今期的通訊內容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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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組通訊》的題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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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的問答題目表格（表格）已夾附於今期《中醫組通訊》

的附件一。註冊中醫可填妥表格，並於 2022 年 2月 15 日或之前，

以傳真或郵寄方式送交所屬的「行政機構」，以評定及記錄其可取得的進修分數。如註冊中醫未能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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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請各註冊中醫留意，管委會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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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組以往出版的《中醫組通訊》均已上載至管委會網頁（ https://www.cmchk.org.hk），歡迎各

中醫師查閱。 

檢討註冊中醫進修中醫藥學機制 

註冊中醫進修中醫藥學機制於 2005 年 2 月 28 日開始實

施，中醫組已分別於 2005 年、2006 年、2009 年、2012 年、

2015 年、2018 年及 2021 年進行了七次檢討。第七次檢討的

報告期為 2018年1月1日至  2020年12月31日（共36個月），

檢討結果載於今期《中醫組通訊》的附件二。

https://www.cmchk.org.hk），歡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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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註冊地址／執業地址

管委會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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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於一處執業地點，他應以其主要的「執業地址」作為其

「註冊地址」。

根據《條例》第 52 條及 53 條，「註冊地址」會記錄在

中醫註冊名冊內，而中醫註冊主任會定期於憲報公布列於註

冊名冊內註冊中醫的姓名、「註冊地址」及註冊資格。同時，

有關資料亦會於管委會網頁上列出。

按《條例》第 56(2) 條的規定，如某註冊中醫於四個月內仍未認收中醫組按其註冊名冊內的地址向

其發送的掛號信件，則中醫組可命令從註冊名冊內刪除其姓名。

至於表列中醫，按《條例》第 90(6) 條的規定，中醫組須不時安排將表列中醫名單刊登在憲報上，

而有關資料亦會同時於管委會網頁上列出。

為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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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地址」。中醫師如需更改個人資料，請填妥載於附件三的「中醫師更改個人資料

表格」，交回管委會秘書處（地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22 樓 2201 室／傳真號碼：

2121 1898 ／電郵： info@cmchk.org.hk）。

中醫組紀律研訊個案 

於 2021 年 7 月 16 日至 11 月 15 日期間，中醫組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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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研訊後，中醫組裁定

其中 1 名表列中醫的指控成立，並命令把該名表列中醫的

研訊裁決記錄在案。

綜合以上紀律研訊個案及經紀律小組處理的紀律個

案，中醫組提醒各中醫師在執業時留意下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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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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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醫師用藥不合理地劑量過大；用藥過於龐雜、沒有任何治則、治法及先後緩急的基礎；或違背方

劑組成原則，並對病人的治療產生不良後果，而中醫組認為該中醫師可能沒有向病人提供切合病

情的治療或所發出的處方水平遠低於一般專業中醫師的水準，則會根據有關守則採取紀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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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藥典》）的建議用量，並要密切監察病人服藥後的反應。中醫師亦應以書面形式

確保病人能清楚了解其醫囑，使病人能在預備及服用中藥時遵從其指示。對於一些中藥服用後可

能出現的已知副作用，中醫師亦應提醒病人留意，如在服用中藥後感到不適，應盡快求醫。

專業責任

根據中醫守則第三部分第 2 條的規定，中醫師必須對病人負起專業上的責任，

並努力提高專業知識和技能以保持高度的專業水準，服務病人。中醫組如認為有中

醫師沒有向病人提供切合病情的治療或所發出的處方水平遠低於一般專業中醫師的

水準，則該中醫師可能已違反了上述守則的規定。

處方上的資料及妥善保存病人的病歷紀錄

中醫組亦關注到有中醫師沒有發出處方予病人，或沒有在處方上列明所有資料，包括所有

中藥的名稱、份量、煎煮及服用方法、重配次數等醫囑、中醫師的姓名、地址、聯絡電話及簽

名，以及處方的簽發日期等。此外，中醫守則訂明，中醫師須建立並保存病人的個人病歷紀錄。

病歷必須記錄病人的姓名、性別、診證日期、聯絡方法、證候、診斷及處理方法等。

中醫組提醒各中醫師，除了病人有權清楚知道中醫師處方給其服用的所有中藥外，一旦遇

有醫療事故，醫療人員亦可憑病人所持有的處方或中醫師為病人保存的病歷紀錄，即時展開調

查及跟進所需的診治，以確保病人最佳的醫療利益。故此，中醫師簽發的處方的字體必須清晰，

容易辨認。中醫守則亦因此訂明中醫師須保存及提供有關其病人的診斷、曾配發的藥物及診治

方法等資料。中醫師必須遵守上述有關妥善保存病人病歷及簽發處方的規定，如有違反，中醫

組將會按紀律程序嚴肅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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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醫組申報曾犯違法行為

如中醫師在香港或其他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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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被定罪後的 28 天內向中醫組報

告，並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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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報告，一經揭發，中醫組會根據中醫守則

採取紀律行動。

2020 年的紀律個案數字 

中醫組於 2020 年共接獲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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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ii) 專業責任 48 

(iii) 專業道德 2 

(iv) 業務規範 22 

(v) 醫療行為 4 

(vi) 業務宣傳 65

總計 150

中醫組根據《條例》第 98及 91條於 2020年共就 10宗紀律個案舉行研訊，當中涉及 10名中醫師。

中醫組經紀律研訊後的決定如下：

中醫組的決定 涉案中醫人數 ( 個案宗數 )

指控成立

(i) 註冊中醫 

除名一段時間 2(2)

除名，但獲判緩刑 4(4)

譴責 3(3)

警告 0(0)

(ii) 表列中醫 

永久除名 0(0)

裁決被記錄在案 1(1)

總計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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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師不可配發西藥

衞生署近日正調查兩宗涉及註冊中醫涉嫌處方含有未標示西藥成分的藥膏，引致病人出現不良

反應的個案。有關藥膏樣本，經政府化驗所確定含有類固醇及抗真菌類的西藥。衞生署十分關注事

件，正積極跟進及已將個案轉介中醫組考慮作紀律處分。

就上述事件，中醫組提醒各中醫師在配發中藥材或中成藥予病人時不能含有西藥。根據《藥劑

業及毒藥條例》（香港法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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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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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師應以傳統中醫藥學為基礎的原則，配發中藥材或處方中成藥予其

病人。中醫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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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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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購買成分不明、來歷不清的藥材或中成藥產品。中

醫組亦特別提醒各中醫師有關《條例》第 158(6)(a) 條的規定，中醫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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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而正在使用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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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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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組重申，在本港作中醫執業時必須按照中醫守則的規定，即以傳統中醫藥學為基礎

的原則，配發中藥材或中成藥，切不可使用西藥。如中醫師配發含西藥成分的藥物，一經法庭定罪，

中醫組會按照《條例》訂明的紀律程序嚴肅處理。

《遙距醫療服務專業道德指引》

為配合遙距醫療的發展，中醫組於 2021年初曾發信邀請中醫師及相關機構就《遙

距醫療服務專業道德指引》（《指引》）草擬本提出意見。經詳細審視收集所得的意

見及作出相應的修訂後，中醫組已將《指引》派發予所有中醫師及相關機構。有關信件以及中文和英文

版本的《指引》亦已上載至管委會網頁（ https://www.cmchk.org.hk/cmp/chi/#main_public09.htm）供

業界及公眾人士參考。

因應《指引》的生效，中醫組亦對《註冊中醫簽發病假證明書及到診證明書參考指引》（《病假指

引》）中的「(二 ) 與簽發病假證明書及到診證明書有關的一般事項」作出修訂，經修訂的《病假指引》

已上載於管委會的網頁（ https://www.cmchk.org.hk/cmp/chi/#main_public05.htm）。 

https://www.cmchk.org.hk/cmp/chi/#main_public05.htm）。
https://www.cmchk.org.hk/cmp/chi/#main_public09.htm）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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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醫療券計劃」 — 給註冊中醫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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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中醫服務。

截至  2021 年 9 月底，超過  3,790 名註冊中醫已登記參與

計劃，曾經使用醫療券的長者亦已超過 141 萬人（約佔合

資格長者人口的 97%）。

雖然為長者申報使用醫療券的程序簡易，但參與計

劃的中醫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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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服務費用，以及在任何情況

下，醫療券都不可以兌換現金、轉贈別人或與別人共享，亦不可讓長者將醫療券用於預先繳費的

醫療服務，或純粹用於購買物品，如藥物、海味、個人護理用品、食品或醫療用品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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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計劃的中醫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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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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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中醫師仍須就透過其「服務提供者戶口」所作的一切申報承擔責任。因此，為保障自身利益，

參與計劃的中醫師不應容許他人使用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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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計劃的進一步資料，以及一些個案分享和注意事項，請參閱隨本期《中醫組通訊》夾附

的資料單張（附件四）。如就計劃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582 4102 與衞生署醫療券事務科職員

聯絡。

預防季節性流感

預防季節性流感不僅保護個人健康，還可以減輕醫療系統的負擔。

我們鼓勵各位中醫師向病人推廣預防流感的健康資訊，以防止流感在社

區傳播。

在香港，流行性感冒（流感）一般在 1 月至 3 或 4 月及 7至 8 月

較為常見。流感症狀包括發燒、喉嚨痛、咳嗽、流鼻水、頭痛、肌肉疼

痛、疲倦等。患者一般會在 2至 7天內自行痊癒。然而，嚴重感染或

流感併發症亦有可能發生。請留意及實行以下預防流感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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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

根據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的建議，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是安全而有效的預防

流感和其併發症的方法之一。由於健康人士亦有機會患上流感，因此，除個別有

已知禁忌症的人士外，所有年滿 6 個月或以上人士都應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

以保障個人健康。2021-22 季度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已於 2021 年 10 月 6 日展

開，有關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的詳細資料，請瀏覽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疫苗接種

計劃網頁（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7980.html）。同時患上流感與

2019 冠狀病毒病，病情可能會更嚴重，故儘早接種流感疫苗至為重要。

2. 保持良好的個人衞生

經常保持雙手清潔。洗手時應以梘液和清水清潔雙手，搓手最少 20 秒。

如沒有洗手設施，使用含 70至 80% 的酒精搓手液清潔雙手也是有效的方法。

打噴嚏或咳嗽時應用紙巾掩蓋口鼻，把用過的紙巾棄置於有蓋垃圾箱內，

然後徹底清潔雙手。當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避免前往人

多擠逼的地方，及儘早向醫生求診。與此同時，應保持均衡飲食、恆常運動、

充足休息、避免過度緊張、不要吸煙和避免飲酒，以建立良好身體抵抗力。

3. 保持良好的環境衞生

經常使用 1比 9  9 稀釋家用漂白水（即把 1 份 5.25% 漂白水

與 99 份清水混和）清潔和消毒常接觸的表面。如有可見的污物，

如呼吸道分泌物，請用吸水力強的即棄抹巾清理。然後用 1比 4  9

稀釋家用漂白水消毒被污染的地方及鄰近各處，待 15 至 30 分鐘

後，用水清洗並抹乾。金屬表面則可用 70%火酒清潔消毒。最後，

請時常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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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容易混淆中藥的性狀及顯微鑒別研究」成果

檢測中心已公布了全部 100 個「香港容易混淆中藥的性狀及顯微鑒別研究」（研究）專論。是項

研究主要利用性狀及顯微鑒別手段，去鑒別香港市面上容易混淆的中藥。這一期，我們將為大家介紹一

種名貴的藥材—冬蟲夏草及其混淆品亞香棒蟲草。兩者皆由蟲體與其頭部長出的真菌子座相連而成，但

來源、性狀和功效不同且價格相距甚遠，應區別使用。

來源

亞香棒蟲草

麥角菌科真菌亞香棒蟲草菌 Cordyceps 

hawkesii Gray寄生在蝙蝠蛾科昆蟲幼蟲

上的子座及幼蟲屍體的複合體

冬蟲夏草藥材名稱

概述

冬蟲夏草為《條例》附表 2 及《中國藥典》（2020 年版）收載的藥材，亞香棒蟲草則沒有收載於

上述兩者中。冬蟲夏草始載於清代文獻，而亞香棒蟲草的藥用價值則始載於 1982 年出版的《中國藥用

孢子植物》。據《中國藥典》及《中華本草》記載，兩者皆由蟲體與其頭部長出的

真菌子座相連而成；均能補腎益肺，而冬蟲夏草更能用於化痰，久咳虛喘。兩者形

態雖相近，但功效不同且價格相距甚遠，應區別使用。

麥角菌科真菌冬蟲夏草 Cordyceps 

sinensis (Berk.) Sacc.寄生在蝙蝠蛾科昆

蟲幼蟲上的子座及幼蟲屍體的複合體

來源

性狀鑒別

冬蟲夏草之性狀特徵 

◆ 由蟲體與從其頭部長出的真菌子

座相連而成 

◆ 蟲體形體似蠶，深黃色或黃棕色 

◆ 子座單生 

1 cm 5 mm 

A 

B

有的子座上部稍膨大，
圓柱形，較長

子座頂端具不孕端

頭部紅棕色

有環紋 20-30 個，環紋明
顯，近頭部的環紋較幼

足 8 對，中間 4 對明顯 



 

 

 

 

 

 

 

A

足 (腹足 ))

足 ( 腹足 ))

)

)

500 μm

500 μm

200 μm

200 μm

第 59 期︱  2021 年 12 月 10

冬蟲夏草之微性狀特徵

亞香棒蟲草之微性狀特徵

A： 腹足 ( → ) 明顯凸
起，黃白色，頂端

黃棕色。

 趾鈎 ( → )明顯

：腹足  (  → ) 凸起不
明顯，黃棕色。

 趾鈎 ( → )不明顯

B： 位於蟲體體側。

黑色，橢圓形

B：位於蟲體體側。

棕色，線形

亞香棒蟲草之性狀特徵 

◆ 由蟲體與從其頭部長出的

真菌子座相連而成 

◆ 蟲體形體似蠶，深黃色或

黃棕色 

◆ 子座多單生，偶見 2-4 個 

1 cm 2 mm 

A 

B

有的子座上部膨大，圓柱
形

子座頂端鈍，無不孕端

頭部紅黃色或紫黑色

有環紋 20-30 個

足 8 對，中間 4 對稍凸出

(蟲體中間 4對

(蟲體中間 4對

(蟲體氣門

(蟲體氣門 

A

4對足  ( 腹足 )腹足 )足 )足 )  ))) 5050500 μm

A： A 

4 對足 ( 腹足 )腹足 )足 )腹足 ) )))) 5500500500 μm

狀特徵徵 

B 

) 2020200 μm

狀特徵 

B 

) 220200200 μm 

另外，檢測中心於 2021 年舉辦了多項獲認可的註冊中醫進修項目及活動，對象包括中醫師、中藥

業界、科研和檢測機構，以及醫院管理局三方協作中醫教研中心之職員。同時，檢測中心正製作宣傳教

育短片，以生動易明的方式講解區別中藥正品與混淆品的要點。如想了解更多研究計劃的資料，歡迎掃

描以下二維碼或參閱以下網址：

研究介紹 

https://www.cmro.gov.hk/html/b5/useful_information/gcmti/research/mmi/results.html

專論目錄 

https://www.cmro.gov.hk/html/b5/utils/gcmti/research/mmi/search_ech/monograph_toc.php

https://www.cmro.gov.hk/html/b5/utils/gcmti/research/mmi/search_ech/monograph_toc.php
https://www.cmro.gov.hk/html/b5/useful_information/gcmti/research/mmi/results.html


 

  

 

 

 

 

 

  

以電郵形式收取中醫藥的相關資訊

管委會與衞生署一直透過不同渠道與業界保持密切溝通，並不時向各中

醫師及中醫業界團體／機構寄發信函及刊物，包括《中醫組通訊》，發放

與執業相關的資訊、有關公共衞生事宜的通知及中醫藥的最新消息。

為支持環保及建立更方便快捷的溝通渠道，各中醫師及中醫業界團體／

機構可選擇除郵遞方式外，以電郵形式收取有關中醫藥的資訊及刊物。

有意日後以電郵形式收取有關資訊及刊物的中醫師及中醫業界團體／機構，請填妥載於附件五的

回條，交回管委會秘書處（地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22 樓 2201 室／傳真號碼：

2121 1898 ／電郵：info@cmchk.org.hk)。

歡迎提供意見

各中醫師如對《中醫組通訊》的內容有任何意見或建議，可以郵遞、

傳真或電郵方式，送交管委會秘書處，並註明《中醫組通訊》。每期

《中醫組通訊》均會上載至管委會網頁（https://www.cmchk.org.hk），

歡迎各位到上述網址瀏覽。

聯絡我們

地 址 :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22 樓 2201 室

電 話： (852) 2121 1888

圖文傳真： (852) 2121 1898

電郵地址： info@cmchk.org.hk

網 址： 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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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https://www.cmchk.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