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領中成藥製造商牌照(外包裝)
與

中成藥註冊的相關處理辦法

中成藥註冊講座



背景

 《中醫藥條例》（《條例》）第131條，任何人
如無任何製造商牌照，則不得製造任何中成藥。

 中藥組早前通過有關從事中成藥外包裝業務須
申領中成藥製造商牌照(只限外包裝)的執行方案。

 「外包裝」是一項製造工序，意思是為已密封在
容器內將予銷售或供應的中成藥加上標籤、重新
加上標籤、裝盒、重新裝盒或加上補充資料（包
括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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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被視為涉及製造中成藥的情況

 為中成藥加上標籤時，如僅屬以下情況，則不被視
為涉及製造該中成藥的工序：

(i) 該標籤沒有述明下列任何一項中
成藥的詳情：
(1) 名稱；
(2) 有效成分的名稱；
(3) 用量及使用方法；
(4) 包裝規格說明；
(5) 失效日期；
(6) 批次編號；
(7) 產地；或
(8) 證明書的持有人／生產商的名稱，
以及

(ii) 該標籤沒有掩蔽、更改
或塗掉標明在該容器上的
任何上文 (i) 段所述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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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案

 實施日期：在2 0 1 7 年3 月1 日起，任何人從事
中成藥外包裝業務須申領中成藥製造商牌照（只限
外包裝）。

 寛限期：中藥組已訂定一個為期兩年半的寬限期
（即2 0 1 7 年3 月1 日至2 0 1 9 年8 月3 1 日為
止）。

 寬限期屆滿後，除非持有相關牌照，任何人（包
括持牌中成藥批發商）不得進行外包裝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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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條例》
就中成藥而言，「製造」是指「調配」、「生
產」、「包裝」或「再包裝」中成藥以供銷售或
分銷，而「製造商」亦須據此解釋。

於中成藥的標籤及說明書上標示
中成藥製造商牌照(只限外包裝)資料的要求

「中成藥製造商（只限外包裝）」名稱或地區並非法例要求須於標籤或說明
書顯示的項目

背
景

《中藥規例》第26 條
不論是否屬銷售或分銷予該中成藥的最終用家的
最外層包裝，中成藥的標籤須清楚及明確地至少
以中文列明9項詳情，包括以下：
(c)      該成藥的生產地所在的國家或地區名稱；
(e)(ii) (如該包裝不屬最外層包裝)(e)(i)段列明的詳
情或生產該成藥的製造商的姓名或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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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針對中成藥的標籤及說明書標示「XX及香港製造」等字眼，
中藥組作出以下規限：
• 若中成藥在香港以外國家/地區進行
調配、生產、包裝（內包裝），而香
港只負責外包裝的情況下，

• 如產品的標籤或說明書顯示包括「香
港製造」、香港製造商的名稱、中成
藥製造商牌照編號：PM-XXXX-XXXXX
的非法例要求項目，則

 須於「香港製造」、香港製造商的名
稱及中成藥製造商牌照編號後連貫顯
示（只在香港進行外包裝）(only 
external packing conducted in Hong 
Kong)的字眼。

若中成藥在香港進行生產或內及外包裝，則容許產品的標籤或說明書顯示
「中國及香港製造」等字眼，而不須附加描述。

中成藥製造商牌照編號：PM-XXXX-XXXXX（只在香
港進行外包裝）
Licence number of manufacturer of proprietary 
Chinese medicines: PM-XXXX-XXXXX (only 
external packing conducted in Hong Kong) 

中國及香港製造（只在香港進行外包裝）
Manufactured in China and Hong Kong (only external 
packing conducted in Hong Kong)

製造商：中國XXX製藥廠及香港XXX製藥廠（只在香
港進行外包裝）
Manufacturer：XXX Pharmaceutical Company, China 
and XXX Pharmaceutical Company, Hong Kong (only 
external packing conducted in Hong Kong)

於中成藥的標籤及說明書上標示
中成藥製造商牌照(只限外包裝)資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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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所有中成藥因應外包裝商須申領「中成藥製造商牌照（只限外包裝）」

而選擇於標籤及說明書增加標示製造商（只限外包裝）名稱或地區相
關的資料時，必須符合上述要求。

已經實施
須於「香港製造」、香港製造商的名稱及中成
藥製造商牌照編號後連貫顯示（只在香港進行外
包裝）(only external packing conducted in Hong 
Kong)的字眼。

標籤及說明書已獲審批可應用於銷售產品

中成藥註冊續期時修正

已獲發「中成藥過渡
性註冊申請通知書」
（HKP）產品

「中成藥註冊證明書」
（HKC）產品

於處理中成藥過渡轉正式
註冊時修正

於中成藥的標籤及說明書上標示
中成藥製造商牌照(只限外包裝)資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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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跟
進
措
施

管委會網頁「常見問題」，「關於中成藥註冊」的部份已上載問答題

L12. 於中成藥標籤及說明書須標示外包裝商的資料

L. 中成藥標籤及說明書要求

問：
若中成藥為中國或其他國家／地區負責調配、生產、包裝（內包裝），香港只負責外包裝的情況下，
可否於產品的標籤或說明書標示「香港製造」、香港製造商的名稱及／或中成藥製造商牌照編號？

答：
為免中成藥標籤及說明書顯示有可能誤導消費者的資料，若中成藥為中國或其他國家／地區負責調
配、生產、包裝（內包裝），香港只負責外包裝的情況下，如產品的標籤或說明書顯示包括「香港
製造」、香港製造商的名稱、中成藥製造商牌照編號：PM-XXXX-XXXXX的非法例要求項目，則須於
「香港製造」、香港製造商的名稱及中成藥製造商牌照編號後連貫顯示（只在香港進行外包裝）
(only external packing conducted in Hong Kong)的字眼。

所有中成藥因應外包裝商須申領中成藥製造商牌照（只限外包裝）而自行選擇於標籤及說明書增加
標示製造商（只限外包裝）名稱或地區相關的資料時，必須符合上述要求。

另外，鑒於部份已獲發「中成藥過渡性註冊申請通知書」（HKP）及「中成藥註冊證明書」（HKC）
產品的標籤及說明書已獲審批可應用於銷售產品，有關產品的標籤或說明書須分別於處理中成藥過
渡轉正式註冊及中成藥註冊續期時作出修正。

於中成藥的標籤及說明書上標示
中成藥製造商牌照(只限外包裝)資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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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規例》
第15條

因應外包裝商須申領中成藥製造商牌照
(外包裝)而引致的中成藥註冊詳情變更

背
景

《中醫藥條例》
第124(1)及(2)條

中成藥的註冊詳情包括該成藥的標籤、說明書及
「每一位製造商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註冊證明書（包括「中成藥註冊證明書」）持有
人在繳付訂明費用後，可以書面向中藥組申請批
准更改該證明書所關乎的中成藥註冊詳情。中藥
組如信納建議的更改對有關的中成藥的安全、品
質及成效不會有不利影響，則可批准該申請內所
建議的更改。

因應外包裝商須申領中成藥製造商牌照（只限外包裝）而
會引致以上產品的中成藥註冊詳情作出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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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獲發《中成藥註冊證明書》
（HKC）

申請更改註冊詳情

（填寫申請書)

己獲發《「確認中成藥過渡性註
冊通知書」》（HKP）

申請更改註冊資料

（書面提出申請）

隨著中成藥外包裝工序將由持牌中成藥批發商改為由持牌中成藥製造商負
責中成藥註冊持有人／申請人須向中藥組提出更改相關的註冊詳情／資料

新註冊申請*

申請更改註冊資料

（書面提出申請）

*即2010年4月1日後遞交的中成藥註冊申請

因應外包裝商須申領中成藥製造商牌照
(外包裝)而引致的中成藥註冊詳情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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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中成藥註冊詳情／資料的例子
－例子1

原有持有人／申請人牌照、
名稱及地址

• A公司（PW持牌中成藥批發
商－同時負責外包裝）

•九龍長沙灣ＸＸ道800號Ｘ
ＸＸＸ工業大廈3樓Ａ及B室

新持有人／申請人牌照、名
稱及地址

• A公司（PM持牌中成藥製造商）

•九龍長沙灣ＸＸ道800號Ｘ
ＸＸＸ工業大廈3樓Ａ及B室

原有中成藥的製造商名
稱及地址

• B公司（內地藥品生產企業
－負責調配、生產及內包裝）

• 北京市XX經濟技術開發區
XXX街3號

新中成藥的製造商名稱及地址

• A公司（PM持牌中成藥製造商－負
責外包裝）

•九龍長沙灣ＸＸ道800號ＸＸＸ
Ｘ工業大廈3樓Ａ及B室

• B公司（內地藥品生產企業－負責
調配、生產及內包裝）

• 北京市XX經濟技術開發區XXX街
3號

原有註冊詳情／資料 新註冊詳情／資料

只更改
牌照資料

增加
製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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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中成藥註冊詳情／資料的例子
－例子2
原有註冊詳情／資料 新註冊詳情／資料

原有中成藥的製造商名稱及地
址

• B公司（內地藥品生產企業－
負責調配、生產及內包裝）

• 北京市XX經濟技術開發區
XXX街3號

新中成藥的製造商名稱及地址

• A公司（PM持牌中成藥製造商
－負責外包裝）

•九龍長沙灣ＸＸ道800號ＸＸ
ＸＸ工業大廈3樓Ａ室

• B公司（內地藥品生產企業－負
責調配、生產及內包裝）

• 北京市XX經濟技術開發區
XXX街3號

原有持有人／申請人牌照、
名稱及地址

• A公司（PW持牌中成藥批發
商－同時負責外包裝）

•九龍長沙灣ＸＸ道800號Ｘ
ＸＸＸ工業大廈3樓Ａ及B室

新持有人／申請人牌照、名
稱及地址

• A公司（PM持牌中成藥製造商）

•九龍長沙灣ＸＸ道800號Ｘ
ＸＸＸ工業大廈3樓Ａ室

更改
牌照資料
及地址

增加
製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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