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医执业资格试
认可课程名单  

 

 

根据《中医药条例》第  61 条的规定，符合以下资格的人
士可参加中医执业资格试：  

 

1. 已圆满地完成香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管委会）辖下中
医组认可的中医执业训练本科学位课程或中医组认可
与该课程相当的课程；或  

 

2. 已循中医注册的过渡性安排成为表列中医，并已获中
医组通知须透过参加及通过中医执业资格试而获取注
册资格的表列中医。  

 

为向外界传达更清楚的讯息，令申请人清楚得知其所修读
的课程是否符合参加中医执业资格试的资格，中医组已制定一份
香港中医执业资格试认可课程名单（详见附件），其生效日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 
 

申请人如于  2023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入读认可课程，于完
成课程及获颁学士学位后，并符合中医组的基本要求，将符合中
医执业资格试的申请资格。而于  2023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入读非
认可课程的申请人将不符合中医执业资格试的申请资格。  

 

另外，在  2023 年  1 月  1 日前已开始修读中医组认可内地
院校举办的不少于五年全时间制及符合认可课程基本要求的中医
执业训练本科学位课程（详细院校名单请参阅  2022 《中医执业
资格试考生手册》）的申请人仍可报名参加考试，中医组将按现
有机制，审视个别申请人是否符合中医执业资格试的申请资格。  

 

中医执业资格试认可课程名单已上载至管委会网页  

（www.cmchk.org.hk）。如有查询，请联络管委会秘书处职员  

（ 电话：2121 1888）。 

 
 

香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
中医组主席  

 

2022 年  8 月  1 日 
 

 
  



附件

序号 院校名称 课程名称

1 香港大学 中医全科学士（全日制）学位课程

2 香港中文大学 中医学学士学位课程

3 香港中文大学 中医学硕士学位课程（全日制）

4 香港浸会大学 中医学学士及生物医学

理学士（荣誉）双学位课程

5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6 上海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7 山东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8 山东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9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10 北京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11 成都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12 成都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学（五年制本科）

13 成都中医药大学 中医骨伤科学（五年制本科）

14 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15 南京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16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17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18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中医骨伤科学方向）专业五年制本科

19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20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辅修: 针灸推拿学

21 广州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22 广州中医药大学 医疗系中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23 山西中医药大学 针灸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24 山西中医药大学 中医专业五年制本科

25 天津中医药大学 中医系五年制本科

26 天津中医药大学 中医系中医学专业本科五年制

27 天津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28 天津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骨伤方向）专业五年制本科

29 天津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30 天津中医药大学 针灸系针灸专业五年制本科

31 甘肃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32 甘肃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33 江西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34 江西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35 安徽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36 河北中医学院 中医系本科学习五年

37 河北中医学院 针灸推拿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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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名称 课程名称

香港中医执业资格试
认可课程名单

38 河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39 河南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40 长春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41 陕西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42 陕西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43 浙江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44 浙江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45 浙江中医药大学 中医系中医专业五年制

46 湖北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47 湖北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48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49 湖南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50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系中医专业五年制

51 云南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学五年制

52 云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专业本科五年制

53 贵州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54 贵州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55 福建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56 福建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57 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 中医专业五年制本科

58 广西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骨伤）专业五年制本科

59 广西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传统中医方向）专业五年制本科

60 广西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61 广西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62 辽宁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63 暨南大学 中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课程

64 暨南大学 针灸推拿学专业五年制本科课程

65 南方医科大学 中医专业（五年制本科）学位课程

66 厦门大学 五年全日制中医学专业本科学位课

67 西南医科大学 中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1. 2023年1月1日或以后入读认可课程的申请人，于完成课程及获颁学士学位后，并符合中医组
的基本要求（见附录），将符合中医执业资格试的申请资格。

2. 于2023年1月1日或以后入读非认可课程的申请人将不符合中医执业资格试的申请资格。

3. 于2023年1月1日前已开始修读内地认可院校所举办的中医本科学位课程（包括非认可课程）
的申请人仍可报名参加考试，中医组将按现有机制，审视个别申请人是否符合中医执业资格试
的申请资格。

注：



 

 

 

 

香港中医执业资格试课程要求  

 

 

香港中医执业资格试课程的基本要求包括以下各项：  

 

(a) 不少于5年的全时间制中医本科学位课程，其中包括不少

于30周的中医毕业实习。除毕业实习及临床见习，有关课

程必须全期于颁发中医本科学位的院校当地修读；及 

 

(b) 必须包括以下10项科目： 

 (i)  中医基础理论； 

 (ii)  中医诊断学； 

 (iii)  中药学； 

 (iv) 方剂学； 

 (v) 中医内科学； 

 (vi) 中医外科学； 

 (vii)  中医妇科学； 

 (viii)  中医儿科学； 

 (ix) 中医骨伤科学；   

 (x) 中医针灸学；及 

 

(c) 如该课程符合 (a)项的规定，但并未全部包括 (b)项指定的

科目，若有关申请人在认可院校补修所欠缺的科目，则有

关课程可被接纳为等同课程，但有关补修科目须符合《中

医执业资格试考生手册》附录一的要求；及 

 

(d) 举办有关课程的院校须符合大学及临床教学的基本条件，

如教学情况、教学／实践设备、教学管理、图书数据、师

资水平、收生水平和临床实习等。 

 

 

                         
 
 

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