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成藥註冊續期申請流程及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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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第123條註冊的有效期及續期

《中醫藥條例》

1) 根據第121條作出的中成藥註冊，有效期為所訂明的期間。

2) 註冊證明書的持有人可向中藥組申請註冊續期。

3) 中藥組可因應根據本條提出的續期申請—
a) 在訂明費用繳付後，在修改或不修改以前曾施加的條件(如有的話)的情況

下，按訂明期間或其認為適當的較短期間將註冊續期和發出一份註冊證明
書；或

b) 在考慮本條例的條文後，如認為為公眾利益而有此需要，則可拒絕該申請。

4) 中藥組如根據本條拒絕任何續期申請，則須將拒絕的理由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第153條 資料的提供

1) 為根據本條例決定牌照或證明書的申請或續期申請，中藥組可向申請人送達通
知，規定他在通知所指明的期限內提供通知所指明的與申請有關的資料。

2) 如申請人沒有提供該等資料，則中藥組可拒絕進一步處理該申請或拒絕該申請。

《中藥規例》

規定證明書的
有效期5年

第30(1)條

第30(2)條

續期的證明書的有效
期為5年或中藥組認
為適當的較短期間

2



第七章

《中成藥註冊申請手冊》

• 註冊證明書的持有人會於註冊證明書到期
前收到續期通知書，並可向中藥組申請註
冊續期。中藥組在收到續期申請後，會對
該續期申請作出評審，然後批准或拒絶該
申請。

• 持有人如決定不為其中成藥申請註冊續期，
也必須儘早以書面通知中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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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絶中藥管理
小組審批

否

發出更新的「中成藥註冊證明書」

回覆

已回覆

是

否

中成藥註冊
有效期屆滿
前一年

註冊證明書持有人決定不
為其中成藥申請註冊續期，
填妥「確認不為中成藥註

冊申請續期回條」

衞生署向申請人發出補交文件通知

發出「確認中成藥不續期
通知書」確認中成藥不續
期註冊及提醒持有人處理

產品事宜

中成藥註冊
有效期屆滿
前一個月

中成藥註冊
有效期屆滿
前九個月

發出「中成藥註冊有效期屆滿通知書」通知持有
人有效期已屆滿及提醒持有人不得銷售有關產品

未有回覆

中成藥註冊
有效期屆滿前

六個月

向申請人發出「繳費通知書」

衞生署對申請人提交文件作核對及建議

批准／有條件批准

發出「拒絕中成藥註冊續期申請通知書」

申請人可根據《中醫藥條例》第140及141條提出覆核／上訴

申請方法參考「中成藥註
冊續期申請須知」

是否為中成藥申請續期

證明書持有人提出續期申請，填妥「中成藥註冊續期申請書」

已提交所需文件 未提交所需文件

衞生署向證明書持有人發出「中成藥註冊續期申請確認通知」

衞生署對申請人提交文件作核對及建議

符合要求

中藥管理小組向註冊證明書持有人發出「中成藥註冊證明書續期通知書」、 「中成藥註
冊續期申請書」、「中成藥註冊續期補文件清單」及「確認不為中成藥註冊申請續期回條」

向註冊證明書持有人發
出「中成藥註冊證明書

續期提示信」

持有人須於通知
書發出起六個月
內回覆(即中成藥
註冊有效期屆滿
前約六個月)

發出「中成藥註冊有效期即將屆滿通知
書」通知持有人未能於有效期屆滿前續
期及提醒持有人妥善處理產品事宜

向註冊證明書持有人發出
「中成藥註冊證明書續期

最後通知書」

回覆

已回覆

未有回覆

有效期屆滿

是

中成藥註冊續期處理的流程圖

未有回覆

持有人須於通知書
發出起一個月內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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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C持有人須於發出日期起計六個月內將文件遞交至衞生署

 填妥的「中成藥註冊續期申請書」

 「中成藥註冊續期補交文件清單」內列載須補交的文件

 持有人可經電子表格提交「中成藥註冊續期申請書」

 網址：https://eform.cefs.gov.hk/form/dh0076/tc/
 只適用於認可的「數碼證書（機構）」的持有人

 提醒｢中成藥註冊證明書｣(HKC)屆滿日期

 HKC持有人如決定不為中成藥申請註冊續期，須儘快通知中藥
管理小組
 填妥的「確認不為中成藥註冊申請續期回條」

 持有人可經電子表格提交「確認不為中成藥註冊申請續期回條」
網址：https://eform.cefs.gov.hk/form/dh0078/tc/
只適用於認可的「數碼證書（機構）」的持有人

https://eform.cefs.gov.hk/form/dh0076/tc/
https://eform.cefs.gov.hk/form/dh0078/tc/


提交資料可分為：

• 一般資料

• 須於註冊續期提交的資料(品質性資料)
• 品質標準、化驗方法及化驗報告 (含量測定)

• 品質標準中鑒別/含量測定項的方法學考察報告

• 穩定性試驗報告

• 因應中藥組就中成藥註冊新增或修訂的要求
須提供相關的資料

• 修改後的標籤及說明書、膠囊原料理化性質資料等

• 其他
• 修正後的完整處方、修正後的組方原則及方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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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一般資料)

• 合同上應清楚顯示與申請註冊的中成藥相符的
中成藥名稱、劑型、完整處方和規格；受託和
委託雙方的公司名稱、地址、負責人的簽署和
公司的蓋章；以及合同的生效期限。

• 申請人亦應自行確保中成藥的委託加工，已符
合國內對藥品加工出口的法規要求。

生產地發出的銷售許可證明文件

• 申請人除了可根據《中成藥註冊申
請手冊》第五章有關「各項資料的
內容要求」中，就「生產地發出的
銷售許可證明文件」提交訂明的文
件外，亦可以提交中成藥委託加工
合同的正本或核證本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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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一般資料)

實際銷售包裝

• 持有人需於通知書發出日期起計3個月內提交
已獲批中成藥註冊產品的所有包裝規格的實際
銷售包裝，以供存檔。

• 如未能按時提交，則持有人曾為其產品提交的
銷售包裝原型及擬用的標籤/說明書字句，會
被直接視作該產品的實際銷售包裝。

• 如仍未提供，須於續期時提交。
• 申請人應確保所銷售的中成藥的詳情與中成藥

的註冊詳情相同。如有更改*，須向中藥組提
出書面申請，並在獲批准後才可作出有關更改，
否則該產品會被視作未註冊的中成藥。

*中成藥名稱、劑型形式及有效成分的名稱及份量
不得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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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須於註冊續期提交的資料(品質性資料)

• 品質標準、化驗方法及化驗報告

• 鑒別／含量測定項的方法學考察報告

• 穩定性試驗報告

*無論是否已收到續期通知，如上述報告已完成，持有人應儘快提交，
以便有關報告存在問題時，仍然有足够時間補充資料。

*「同方產品」中成藥持有人於註冊續期時，須為其個別產品提供獨立
顯示個別中成藥名稱的化驗報告，即不能為其「同方產品」以附錄或
聲明形式共用同一份化驗報告及其化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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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因應中藥組就中成藥註冊新增或修訂的要求須提供相關的資料)

修改後的
標籤及說
明書

跟進中成藥名
稱

於標籤及說明
書上標示非法
例要求的項目

及內容

於中成藥說明
書補充【注意
事項】的相關

內容

於中成藥標籤
及說明書標示
外包裝商的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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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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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眼。

如中成藥的處方屬收載於《中國藥典》或
國家藥品標準的中藥製 劑，而該中藥製劑
同時收載於《中國藥典臨床用藥須知》

須提交解釋及相關的支持文件

<<中成藥命名業界指引>>
(適用於所有非過渡性註冊申請的中成藥)

 包括｢產品名稱｣及｢商標文字｣

修改後的標籤及說明書

(註：以下為須跟進內容的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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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因應中藥組就中成藥註冊新增或修訂的要求須提供相關的資料)

賦形劑資料

於續期時須提交膠囊／包衣劑／香精／色素等的處方組成及輔料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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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其他)

完整處方
有效成分名稱

組方原則
及方解

標籤及說
明書內容

製造方法

功能主治、用法
用量、注意事項

有效成分、輔料
名稱及份量

處方組成

原料理化
性質資料

有效成分及
輔料名稱

如文件間內容不一致，
則須於續期時一併跟進

修正後的完整處方、修正後的組方原則及方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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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完整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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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缺膠囊／包衣劑／香精／色素等的處方組成

• 有效成分名稱與標籤所標示的不一致
例如瓜蔞仁（瓜蔞子）、川貝（川貝母）、沙參（北沙參）等。

• 輔料名稱與提交的標準參考文件所示不一致
例如豆油（大豆油）、冰糖（多晶體冰糖）



常見問題
(方法學考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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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書錯誤（如產品名稱、單位、測試條件）

• 欠缺實驗資料／數據（如系統適用性數據）

• 部分測試項目缺失（如欠中間精密度）

• 更改檢測方法／指標成分

 重新驗證檢測方法

 按修訂方法重新進行測試的品質標準化驗報告及穩定性試驗報告



常見問題
(未能按時提交品質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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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申請人未能按時提交品質性資料，例如：
修訂的品質標準、化驗方法及化驗報告

方法學考察報告

穩定性試驗報告

• 需提供由化驗所發出的開展證明（包括預計完成日期）供小組考慮按相關
進展批准較短的註冊續期以提交相關化驗報告

[註:一般而言，如持有人未能提供所有符合要求的續期申請所需的文件(不論是品質性資料或
其他續期文件)，小組可考慮拒絕有關中成藥的註冊續期申請。]



總結

• 中藥管理小組會於HKC有效期屆滿前一年以書面方式通知持有人有關證明書續期所欠缺或未符
合要求的文件。

• 持有人應按「獲發中成藥註冊證明書注意事項通知」中所列的內容，尤其品質性的相關資料，
適時作出跟進，避免因有關文件或報告未能符合中藥組的要求而引致相關後果，例如：

獲批准的HKC有效期少於5年
續期申請被拒絶

• 持有人亦應確保市面銷售中成藥的詳情與註冊中成藥的註冊詳情相同

如須更改任何已獲中藥組批准的註冊詳情，應儘快以書面向中藥組申請更改HKC所關乎的中

成藥註冊詳情。

(註：根據《條例》第119(4)條，除非該中成藥的詳情與註冊中成藥的註冊詳情相同，否則不得被視為已根據第121條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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