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醫執業資格試
認可課程名單  

 

 

根據《中醫藥條例》第  61 條的規定，符合以下資格的人
士可參加中醫執業資格試：  

 

1. 已圓滿地完成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管委會） 轄下中
醫組認可的中醫執業訓練本科學位課程或中醫組認可
與該課程相當的課程；或  

 

2. 已循中醫註冊的過渡性安排成為表列中醫，並已獲中
醫組通知須透過參加及通過中醫執業資格試而獲取註
冊資格的表列中醫。  

 

為向外界傳達更清楚的訊息，令申請人清楚得知其所修讀
的課程是否符合參加中醫執業資格試的資格，中醫組已制定一份
香港中醫執業資格試認可課程名單（詳見附件），其生效日期為  

2023 年  1 月  1 日。 
 

申請人如於  2023 年  1 月  1 日或以後入讀認可課程，於完
成課程及獲頒學士學位後，並符合中醫組的基本要求，將符合中
醫執業資格試的申請資格。而於  2023 年 1 月 1 日或以後入讀非
認可課程的申請人將不符合中醫執業資格試的申請資格。  

 

另外，在  2023 年  1 月  1 日前已開始修讀中醫組認可內地
院校舉辦的不少於五年全時間制及符合認可課程基本要求的中醫
執業訓練本科學位課程（詳細院校名單請參閱  2022 《中醫執業
資格試考生手冊》）的申請人仍可報名參加考試，中醫組將按現
有機制，審視個別申請人是否符合中醫執業資格試的申請資格。  

 

中醫執業資格試認可課程名單已上載至管委會網頁  

（www.cmchk.org.hk）。如有查詢，請聯絡管委會秘書處職員
（電話：2121 1888）。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中醫組主席  

 

2022 年  8 月  1 日 
 

 
  



附件

序號 院校名稱 課程名稱

1 香港大學 中醫全科學士（全日制）學位課程

2 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學學士學位課程

3 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學碩士學位課程（全日制）

4 香港浸會大學 中醫學學士及生物醫學

理學士（榮譽）雙學位課程

5 上海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6 上海中醫藥大學 針灸推拿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7 山東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8 山東中醫藥大學 針灸推拿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9 北京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10 北京中醫藥大學 針灸推拿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11 成都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12 成都中醫藥大學 針灸推拿學（五年制本科）

13 成都中醫藥大學 中醫骨傷科學（五年制本科）

14 南京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15 南京中醫藥大學 針灸推拿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16 黑龍江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17 黑龍江中醫藥大學 針灸推拿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18 廣州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中醫骨傷科學方向）專業五年制本科

19 廣州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20 廣州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專業五年制本科輔修: 針灸推拿學

21 廣州中醫藥大學 針灸推拿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22 廣州中醫藥大學 醫療系中醫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23 山西中醫藥大學 針灸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24 山西中醫藥大學 中醫專業五年制本科

25 天津中醫藥大學 中醫系五年制本科

26 天津中醫藥大學 中醫系中醫學專業本科五年制

27 天津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28 天津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骨傷方向）專業五年制本科

29 天津中醫藥大學 針灸推拿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30 天津中醫藥大學 針灸系針灸專業五年制本科

31 甘肅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32 甘肅中醫藥大學 針灸推拿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33 江西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34 江西中醫藥大學 針灸推拿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35 安徽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36 河北中醫學院 中醫系本科學習五年

37 河北中醫學院 針灸推拿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香港中醫執業資格試

認可課程名單



序號 院校名稱 課程名稱

香港中醫執業資格試

認可課程名單

38 河南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39 河南中醫藥大學 針灸推拿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40 長春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41 陝西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42 陝西中醫藥大學 針灸推拿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43 浙江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44 浙江中醫藥大學 針灸推拿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45 浙江中醫藥大學 中醫系中醫專業五年制

46 湖北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47 湖北中醫藥大學 針灸推拿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48 湖南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49 湖南中醫藥大學 針灸推拿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50 湖南中醫藥大學 中醫系中醫專業五年制

51 雲南中醫藥大學 針灸推拿學五年制

52 雲南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專業本科五年制

53 貴州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54 貴州中醫藥大學 針灸推拿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55 福建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56 福建中醫藥大學 針灸推拿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57 新疆醫科大學中醫學院 中醫專業五年制本科

58 廣西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骨傷）專業五年制本科

59 廣西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傳統中醫方向）專業五年制本科

60 廣西中醫藥大學 針灸推拿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61 廣西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62 遼寧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63 暨南大學 中醫學專業五年制本科課程
64 暨南大學 針灸推拿學專業五年制本科課程
65 南方醫科大學 中醫專業（五年制本科）學位課程
66 廈門大學 五年全日制中醫學專業本科學位課
67 西南醫科大學 中醫學專業五年制本科

1. 2023年1月1日或以後入讀認可課程的申請人，於完成課程及獲頒學士學位後，並符合中醫組

的基本要求（見附錄），將符合中醫執業資格試的申請資格。

2. 於2023年1月1日或以後入讀非認可課程的申請人將不符合中醫執業資格試的申請資格。

3. 於2023年1月1日前已開始修讀內地認可院校所舉辦的中醫本科學位課程（包括非認可課程）

的申請人仍可報名參加考試，中醫組將按現有機制，審視個別申請人是否符合中醫執業資格試

的申請資格。

註：



 

 

 

 

香港中醫執業資格試課程要求  

 

 

香港中醫執業資格試課程的基本要求包括以下各項：  

 

(a) 不少於5年的全時間制中醫本科學位課程，其中包括不少

於30週的中醫畢業實習。除畢業實習及臨床見習，有關課

程必須全期於頒發中醫本科學位的院校當地修讀；及  

 

(b) 必須包括以下10項科目：  

 (i) 中醫基礎理論；  

 (ii) 中醫診斷學；  

 (iii) 中藥學；  

 (iv) 方劑學；  

 (v) 中醫內科學；  

 (vi) 中醫外科學；  

 (vii) 中醫婦科學；  

 (viii) 中醫兒科學；  

 (ix) 中醫骨傷科學；   

 (x) 中醫針灸學；及  

 

(c) 如該課程符合 (a)項的規定，但並未全部包括 (b)項指定的

科目，若有關申請人在認可院校補修所欠缺的科目，則有

關課程可被接納為等同課程，但有關補修科目須符合《中

醫執業資格試考生手冊》附錄一的要求；及  

 

(d) 舉辦有關課程的院校須符合大學及臨床教學的基本條件，

如教學情況、教學／實踐設備、教學管理、圖書資料、師

資水平、收生水平和臨床實習等。  

 

 

                         
 
 

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