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中醫藥條例》（《條例》）(第549章) 於1999年7月14日通過，主要規

管中醫的執業及中藥的使用、售賣和製造。同年9月，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管委會）成立，負責實施各項中醫中藥的規管事宜。其後立法會在2002年12

月通過了有關中藥規例的附屬法例後，管委會分別於2003年4月及12月開始實

施了中藥商領牌及中成藥註冊兩項中藥規管措施。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條例》規定了管委會的架構和職能。管委會的主要職責，是確保中醫專

業和中藥業者的執業水平和操守，並確保業者適當地使用中藥材；同時，亦就

中成藥的安全、品質及成效等方面進行規管。為了有效地實施規管制度，管委

會轄下設有中醫組和中藥組，兩組之下又共成立八個小組，分掌各項事務。就

中藥的規管方面，由中藥組負責，包括中藥商發牌及中成藥註冊，其下常設的

三個小組，分別為中藥管理小組、中藥業管理小組及中藥業監管小組。中藥管

理小組負責處理中成藥的註冊事宜；中藥業管理小組實施中藥業領取牌照的工

作；至於中藥業監管小組則就個別中藥業者的操守情況進行調查，並向中藥組

作出建議。

中藥商領牌制度

《條例》中有關中藥商領牌制度及中藥進出口管制的條文，已於2008年1月

起全面實施。在領牌制度下，經營中藥材零售或批發、以及中成藥製造或批發

業務的中藥商均必須領有管委員會轄下中藥組發出的牌照，否則即屬違法。而

在中藥進出口管制下，36種烈性及毒性中藥材的出入口均需要事先申請進出口

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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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中藥商須依照《中藥規例》及由中藥組制訂的執業指引經營其業務，

違規的中藥商可能會被紀律處分。若持牌中藥商因違反《條例》及《中藥規

例》中訂明的罪行而遭受檢控，最高可被判處監禁兩年及罰款10萬元。

中成藥註冊制度

中成藥註冊制度於2003年12月開始實施，在香港銷售、進口或管有的中成

藥，必須向中藥組註冊。中成藥若要獲得註冊，必須在藥物的安全、品質及成

效三方面都達到中藥組的要求。中成藥註冊制度是把中成藥的製造及銷售納入

規範的重要規管措施，註冊制度可以保障中成藥的品質及療效，並確保市民安

全地服用中成藥，從而保障巿民的健康。

出版中藥商通訊

中藥組過去會因應需要而不時發信通知中藥商與實施《條例》有關的事

項。鑑於中醫藥的發展日新月異，而香港的中醫藥在許多方面，包括中藥的規

範使用、品質控制、物種檢定、質量標準等仍不斷更新及發展，中藥組希望透

過定期出版《中藥商通訊》，加強與業界的溝通，讓中藥商能更準確掌握在執

業行為方面的情況及對中藥制度的認知，以提升整體的執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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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事法例
(1)中藥商的責任

根據《條例》，凡經營中藥材零售、中藥材批發、中成藥批發或中成藥製

造業務的中藥商，都必須向中藥組申領牌照。

《條例》亦訂明牌照持有人須注意牌照訂明的有效日期，並依時向中藥組

申請續期；遵從牌照上的發牌條件或限制（發牌條件一般會印在牌照的下方或

背頁，中藥組會因應各中藥商的性質施加不同條件）；將牌照或過渡證明書展

示於處所內的當眼位置；以及牌照內指明的處所的地址有所更改時，應於兩星

期內通知中藥組，否則由該更改出現日期起計一個月屆滿時，該牌照即告無

效。

中藥商須嚴格遵守《條例》及其附屬法例、在牌照上列明的發牌條件，以

及中藥組制定的有關執業指引內的規定，否則中藥組可能向其採取紀律行動。

(2)中藥材批發商及零售商

截至本年3月底，中藥業監管小組共收到46宗針對持牌中藥商的申訴個案。

其中42宗涉及中藥材零售商（40宗）及中藥材批發商（2宗）。就接獲的申訴

個案性質而言，其中包括違反有關執業指引內就中藥材標籤的規定，以及《條

例》第109條有關限制附表1中藥材銷售的條文。業界應就這兩方面特別留意下

述各點。

(a)中藥材的標籤

中藥材批發商﹕

1. 應與供應商協議採用並貫徹執行適當和固定的標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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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確保貯存附表1藥材的容器或包裝上的標籤，包括下列詳情，有關詳情

應清楚列明，並且沒有在任何方面模糊或經塗改﹕

 (i) 該藥材的名稱﹔ 

(ii) 在有關批發商牌照中指明的該批發商的姓名或名稱﹔ 

(iii) 該藥材的批次編號﹔ 

(iv) 載有“毒性中藥”或“毒性中葯”的中文字句的警告﹔或英文警告 

 字句“Toxic Chinese Medicine”。

 同時，應盡量列明附表1藥材的產地來源﹔

3. 應確保貯存其他藥材/飲片的容器或包裝上的標籤，包括該藥材/飲片的名

稱(至少包括中文名稱)及批次編號，並應盡量列明其產地來源。有關詳

情應清楚列明，並且沒有在任何方面模糊或經塗改﹔

4. 藥名應以《條例》附表1及附表2內的名稱為準﹔附表1及附表2以外的藥

材/飲片，則應按序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中華本草》、《中

藥大辭典》或《中國藥材學》﹔及

5. 標籤上除了附有藥材/飲片的正確名稱，亦可根據實際情況，附加地方習

慣使用的名稱。為確保用藥恰當，有需要時應在藥名加上有關藥材/飲片

的規格的適當字眼，以免混淆。

中藥材零售商﹕

1. 應確保藥材飲片的容器或包裝上的顯眼位置，均清楚及明確地列明該藥

材飲片的名稱，而該名稱並沒有在任何地方模糊或經塗改﹔

2. 藥名應以《條例》附表1及附表2內的名稱為準﹔附表1及附表2以外的藥

材飲片，則應按序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中華本草》、《中

藥大辭典》或《中國藥材學》﹔及

3. 標籤上除了附有藥材/飲片的正確名稱，亦可根據實際情況，附加地方習

慣使用的名稱。為確保用藥恰當，有需要時應在藥名加上有關藥材/飲片

的規格的適當字眼，以免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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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限制附表1中藥材的銷售

中藥材零售商：

為保障公眾使用中藥的安全，中藥材零售商、其負責人；以及涉及售賣中

藥材的員工，須遵守《條例》第109條有關限制附表1中藥材銷售的條文：

就附表1內指明的任何中藥材而言，除根據和按照本條例外，任何人－

 (a) 除非按照由註冊中醫開出的處方；或 

(b) 如並無就該中藥材領有零售商牌照；或 

(c) 在任何並非上述牌照指明的處所的地方，

 

不得－

 (i) 以零售方式銷售該中藥材；或

 (ii) 向另一人配發該中藥材。

任何人如違反以上條文，即屬違法，最高可處第6級罰款$100,000及監禁2年。

(3)中成藥製造商及批發商

有鑒於近日有個別藥物產品製造商及批發商所生產的藥物及標籤出現問

題，中藥組提醒各中成藥製造商及批發商，必須嚴格遵守《條例》及有關法例

規定、牌照條件及執業指引的要求。為保障公眾的健康，有關藥商應特別留意

下述幾方面。

(a)獲過渡性註冊的中成藥須於2009年6月30日或之前提交資料

根據中藥組的規定，所有獲發「確認中成藥過渡性註冊通知書」的持有人

（持有人），必須按照「中成藥註冊申請手冊」（2003年12月版）的要求，於

過渡性註冊申請截止日後五年內（即2009年6月30日或以前），提交「過渡性

註冊文件核對表(C)（修訂版）」及核對表上詳細列明的資料。核對表可於管委

會的網頁下載﹕http://www.cmchk.org.hk/pcm/pdf/checklist_regdocC_c.pdf。

http://www.cmchk.org.hk/pcm/pdf/checklist_regdocC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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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品質性測試報告需時完成，因此，持有人若仍未為其產品開展品質性

測試，請盡快與符合中藥組要求的化驗場所安排進行有關測試。內地國家食品

藥品監督管理局及中藥組認同的內地藥檢所已增加到17間，有關進行中成藥

測試的場所要求及聯絡資料，可瀏覽管委會的網頁﹕http://www.cmchk.org.hk/

pcm/chi/idx_reg11.htm。

另提醒各持有人，根據《條例》第153條，中藥組可規定申請人在指明的期

限內提供與申請有關的資料，如申請人沒有提供該等資料，中藥組可拒絕進一

步處理該申請或拒絕該申請。

(b) 中成藥須加上標籤和附有說明書

根據《條例》第143條及144條，中成藥須加上符合訂明要求的標籤和附有

訂明要求的說明書。為讓業界了解有關要求，中藥組已把《中成藥標籤指引(供

業界參考)》及《中成藥說明書指引(供業界參考)》上載管委會網頁http://www.

cmchk.org.hk/pcm/chi/idx_reg04.htm，供業界參考。

(c)中成藥製造的流程及分發

為保障公眾健康，各中成藥製造及批發商，在中成藥製造的流程及分發方

面，須遵守執業指引，以確保中成藥的安全及品質，並應就其業務的要求留意

下列各點：

˙中成藥製造商須：

 - 檢驗每批用於製造程序的成分和所生產的中成藥或中間產品，以確 

 保其品 質符合要求；及

 - 對成分的採購、製造程序，以及中成藥或中間產品的銷售或分銷， 

 作出適當的記錄及保存有關文件，以方便查核。

http://www.cmchk.org.hk/pcm/chi/idx_reg11.htm
http://www.cmchk.org.hk/pcm/chi/idx_reg11.htm
http://www.cmchk.org.hk/pcm/chi/idx_reg04.htm
http://www.cmchk.org.hk/pcm/chi/idx_reg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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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藥製造商及批發商須：

 - 確保沒有銷售或分銷過了失效日期的中成藥，並依照每種中成藥失 

 效日期的先後次序銷售或分銷，即「近屆期先出」；及

 - 設立有效的投訴及回收系統。在有需要回收前，應先行通知中藥  

 組，並應遵循管委會制定的「中藥產品回收指引」進行回收。

(4)中藥商的監管

持牌中藥商在經營其業務時，須遵守《條例》及其附屬法例、中藥商執業

指引及其他法例的規限，否則中藥組可考慮向其採取紀律行動。如中藥組認為

為公眾利益有需要或信納某持牌中藥商違反以下規定：(i)沒有遵從發牌條件或

限制；(ii)沒有遵從或執行就其行業的實務所訂明的條件或職責；或(iii)曾被裁

定觸犯條例所訂明的任何罪行，中藥組可暫時吊銷或撤銷有關中藥商的牌照、

更改其發牌條件或限制，或向其發出警告。

根據《中藥業（監管）規例》訂明的程序，中藥組在接獲任何針對持牌中

藥商的申訴或告發，須轉交中藥業監管小組（小組）進行調查或考慮，然後向

中藥組作出建議。中藥商如對中藥組的決定感到受屈，可在有關通知的送達日

期起計一個月內，向原訟法庭提出上訴。

截至2009年3月底，小組共收到46宗針對持牌中藥商的申訴個案：40宗中

藥材零售商、2宗中藥材批發商、3宗中成藥批發商及1宗中成藥製造商。個案

性質主要涉及中藥材配發程序、中藥材品質、經營手法、及煎藥服務等。

中藥組經考慮小組的建議，已審理其中21宗個案，並裁定15宗申訴成立及6

宗不成立。中藥組裁定成立的個案及採取的紀律處分有：2宗撤銷牌照、1宗暫

時吊銷牌照(緩刑)、2宗暫時吊銷牌照及更改發牌條件(其中1宗緩刑)、1宗發出

警告及更改發牌條件、4宗發出警告，以及5宗由中藥業監管小組發出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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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資訊

本欄的目的是在中藥監管方面就一些特定的範疇向業界提供最新資訊及知

識，使業界能更充分掌握執業行為方面的最新情況及知識，與時並進，提升整

體的執業水平，從而加強公眾使用中藥的信心。

(1)中藥材的鑒別方法

中藥材是指經過簡單加工而未精製的天然藥物，是中醫治病和防病的武

器。中藥材來源於植物、動物、礦物及加工類，基原複雜，品種繁多。根據

1983年全國中草藥藥用資源普查結果統計，總數達1萬2千餘種。由於某些中藥

材基原相近，外形相似，容易出現混淆的現象。

為保證中醫臨床用藥的安全與有效，中藥材的檢驗與鑒別是一項長期的重

要任務。

中藥材常用的鑒別方法有基原鑒定、性狀鑒定、顯微鑒定、理化鑒定和生

物鑒定五大方法學體系。

其中的性狀鑒別方法是一門專業技術，也是中藥材檢驗的經典方法之一。

中藥材性狀系指藥材的形態、大小、色澤、表面、質地、斷面（包括折斷面

或切斷面）及氣味等特徵，主要利用人體感觀(看、摸、聞、嘗)觀察藥材的特

徵，以辨別其品種，它有著快速、簡便、準確的特點。所以，在科技快速發展

的今天，性狀鑒別仍然被廣泛使用。在《中國藥典》及《香港中藥材標準》規

定中，性狀鑒別項是中藥材宏觀，品質評價標準的一個重要指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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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性狀鑒別包括的內容

內容 觀察重點

形狀 圓柱形、圓形、方形、三角形、蚯蚓頭（防風）等。

大小 長度、寬度等。

色澤 黃連（黃色）、丹參（紅色）、玄參（黑色）等。

表面 光滑、粗糙、皮孔、皺紋等。

質地 粉性、纖維性、角質性等。

斷面 平坦、顆粒性、油性、菊花紋、異型結構等。

氣味 膻氣、香氣、臭氣、敗油氣等。

2.舉例

2.1雞血藤與大血藤的鑒別(參考中國藥典)

內容 鑒別特徵

雞血藤 大血藤

形狀 橢圓形或長矩圓形的斜切片 圓形的切片

大小 厚0.3~1cm 直徑1-3cm

色澤
栓皮棕色，有的可見灰白色

斑，脫落處顯紅棕色。

灰棕色，外皮剝落處顯暗紅棕

色。

表面 粗糙 粗糙，外皮常呈鱗片狀。

質地 質堅硬 質硬，呈顆粒性。

斷面
紅棕色與黑棕色相間呈3~8個偏

心性半圓形環，中心偏斜。

皮部紅棕色，中心黃白色，呈

放射狀。

氣味 氣微，味澀。 氣微，味微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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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雞血藤與大血藤的來源比較

雞血藤 大血藤

科 豆科植物 木通科植物

學名
密花豆 
Spatholobus suberectus Dunn

大血藤
Sargentodoxa cuneata  
(Oliv.)Rehd. et Wils.

藥用部位 乾燥藤莖 乾燥藤莖

2.3.雞血藤與大血藤的功效比較

雞血藤 大血藤

功能 補血，活血，通絡。 清熱解毒，活血，祛風。

主治
月經不調，血虛萎黃，麻木癱
瘓，風濕痹痛。

腸癰腹痛，經閉痛經，風濕痹
痛，跌撲腫痛。

 

3. 雞血藤與大血藤均為常用的中藥材，商品名稱共有“血藤”二字，但兩者

為不同科（豆科及木通科）的植物，其植物來源、性狀特徵、化學成分、臨

床療效均有較大差異，建議批發及零售商應在容器上正確標示“雞血藤”與 

“大血藤”。

雞血藤鑒別要點：具有偏心性半圓形環 大血藤鑒別要點：中心呈放射狀

雞血藤飲片 大血藤飲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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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藥材市場監察

為確保中藥材的品質，更有效地監察本港中藥材市場，保障市民的用藥安

全和權利，衞生署會定期從中藥零售商及批發商抽樣採購中藥材，並對所購得

的中藥材進行鑑別及分析。

衞生署會紀錄及定期分析所搜集回來的資料，對個別中藥材經常在市場上

出現混淆品或偽品的銷售情況，會採取跟進行動；及會考慮對出現重複失誤的

品種、零售商或批發商，進行重複取樣、覆核、鑑別和來源追蹤，希望在監察

過程中，糾正混淆情況，並為中藥材零售商和批發商提供正確訊息。

根據《條例》第146(3)條，任何人如故意阻延或妨礙視察員行使在本條下

的任何權力，或無合理辯解而拒絕容許視察員按照本條提取樣品，或無合理辯

解而沒有提供根據本條而要求他提供的資料，即屬違法。

(3)中藥材的展銷

香港近年經常舉辦中藥展銷會，中藥組認為流動的中藥材銷售安排一般並

不利於有效監管，不符合公眾利益，所以並不鼓勵中藥商在流動處所零售中藥

材。為符合《條例》的精神，並有效管理中藥材在香港的銷售和製造，從而保

障市民健康；同時便利業界參加中藥展銷會，中藥組決定持牌中藥商可申請 

「中藥材零售商（展銷）牌照」，在展銷會銷售中藥材。已持有「中藥材零售

商（展銷）牌照」的中藥商，若日後參與展期不多於連續14天的展銷會，可於

展銷期間開始前至少一個工作天，以書面通知中藥組。當中藥商需要在同一個

展銷處所零售中藥材多於14天，便須事先向中藥組申請批准。有關「中藥材

零售商（展銷）牌照的發牌條件」及「中藥材展銷牌照的發牌安排（供業界參

考）」，請瀏覽管委會的網頁﹕http://www.cmchk.org.hk。

http://www.cmc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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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本通訊出版的目的是使中藥商能更準確掌握在執業行為方面的情況及中醫

藥的最新資訊；並加強與業界在執業行為方面的溝通及對中藥制度的認知。

各中藥商如對《中藥商通訊》的內容有任何意見，可以郵遞、傳真或電郵

方式，送交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秘書處，並註明《中藥商通訊》。每期《

中藥商通訊》均會上載至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網頁：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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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 (852)2121 1888

24小時電話 
： (852)2574 9999

 

     查詢系統 

圖文傳真 ： (852)2121 1898

電郵地址 ： info@cmchk.org.hk

網址 ：   www.cmchk.org.hk

辦公時間 ：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半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http://www.cmchk.org.hk/
http://www.cmchk.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