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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琿言】

《中藥商通訊》第二十四期於今年十—月出版。今期請中藥商留意中藥詞二氧
化硫殘留限度縹準及相關執行方案將於2021 年6月 1 日實施。另外，亦請中藥商

留意網上銷售中藥材事官。

在中成藥註冊方面，今期曾介紹過渡性註冊中成藥就「中成藥註冊證明書」生

效日期的特別安排。 .' 
就中藥商監管方面，中藥組提醒中藥商進出D中藥軔及中成藥須申領許可證，

以免違反相關法例或執業指引的規定。

而《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規範》 (GMP)方面，今期曾簡介品質控制實驗室化學試

劑的管理與廢棄，供業界參考。

今期亦載有「香港容易混淆中藥的性狀及顯微鑒別研究」成果、中藥市場監

測、申請中藥制／中成藥出口許可證的新安排、香港中藥訒縹準（第十期） , 
以及「長者醫療券計劃」的資訊，請業界留意。

!.) 

矗

矗

000 



00O 

••• 
nu 言

1 

蘸事法例

中成藥註冊

過渡性註冊中成藥就「中成藥註冊證明書」生效日期的特 3
別安排

中藥商責任

中藥商網上銷售中藥訒事宜

中藥商監管

個案啟示

．進出口中藥軔及中成藥須甲領許可證

中票資訊

3 

4-5 

(1) 中藥材二氧化硫殘留限度縹準及相關執行方案將於 6-7

2021 年6月 1 日實施

(2) 中藥市場監測 8 

(3) 甲請中藥詞／中成藥出口許可證的新安排 9-10 

(4) 「香港容易混淆中藥的性狀及顯微鑒別研究」成果 11-15

(5) 香港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規範(GMP) 16-21 

(6) 衞生署出版香港中藥制縹準（第十期） 22 

(7) 「長者醫療券計劃」—給中藥材零售商的訊息 23 

·
一

星

結語 24 

0OO 



00O 

1 中成藥註冊

過渡性註冊中成藥就「中成藥註冊證明書」生效日期的

特別安排

為便利業界處理過渡性註冊中成藥（即HKP) 轉正式註曲（即HKC) 新舊包裝

的更替，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曾（管委曾）轄下中藥組於2015年2目制定了相關措

施。中成藥註冊甲請人在獲通知其HKP產品成功批准HKC資輅時，可選擇HKC即時生

效，或延至12個月內的指定日期生效。如該申請人末能在已選擇的指定日期前完成 鼻

處理其新舊產品的更替，可向中藥組申請延期，延期時問最長以12個月為限，總延

期時間台共24個月。為讓中成藥註冊申睛人可以究分審視於市面更換新舊包裝的情

況，以評估申請延期的需要，申請人應於HKC生效日期前六個月內提出延期申請，

申請人亦應分階段提出延期申請，每次延期不多於12個月。

經考慮業界提出的意見，中藥組於2020年7月就HKC生效日期制定了特別安

排。在追頊特別安排下，凡於2020年7月15日至2021 年6月30日期閼生效HKC的HKP

產品，相關中成藥註冊申請人除可按上述措施延後HKC生效日期外，如有需要，亦 星

可以書面向中藥組申請額外6個目的延期。中藥組曾密切留意市面情況及業界意

畀，適時就有關安排作出相應調整。

I 中蕪商責任
中藥商網上銷售中藥軔事宜

中藥商如欲網上銷售中藥鬩，須向中藥組提出申請並指明帕關網站，而申請人

必須昰持牌中藥材零售商或批發商，相關要求巴收載於《中藥胡零售商執業指引》

及《中藥訒批發商執業指引》附錄部份。有關網上銷售中藥軔的申請須知及甲請表

可於管委會網頁下載(https://www.cmchk.org.hk/pcm/ chi/#main _ down01.htm) 。

如網上銷售中藥訒的申請獲批准，中藥材零售商／批發商牌照上會列明祖關的

網站，而有關內藥商只准遡過牌照上指明的網站進行網上銷售中藥鬩，網上銷售的

中藥軔亦必須由牌照指明的處所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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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藥商監管

中藥商在經營其業務時，須遵守《中醫藥條例》 （《條例》）及其附屬法例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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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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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中

藥商因違反《條例》或《中藥規例》中訂明的罪行而遭受檢控，最高可處以第6級

罰款（現時篇港幣十聞冗）及監禁2年。

截至2020年11 月，中藥組轄下的中藥業監管小組共收到267宗針對持牌中藥商

的甲訴個案，當中涉及106個中藥詞零售商、 25個中藥制把發商、 87個中成藥才tr發

商及49個中成藥製造商。個案性質主要涉及中藥商曾犯可處監禁罪行因而違反相關

執業指引、中成藥批發商人員、中藥胡零售商人員及業務範圍，以及中成藥製造商

人員等事官。

·
一

在267宗申訴個案中，中藥組已完成窰理208宗並裁定其中的174宗申訴成立，

34宗不成立。中藥組裁定成立的個案及捩取的紀律處分有 :7宗撤銷牌照、 44宗暫

時帛銷牌照、 2宗更改發牌條件、 83宗發出警告、 9宗由中藥業監管小組發出意貝 星

書、 6 宗發出警告及更改發牌條件、 15宗暫時吊銷牌照及發出警告、 4宗暫時吊銷牌

照及更改發牌條件、 1 宗由中藥組發出意見書、 1 宗更改發牌條件及由中藥業監管小

組發出意見書、 1 宗皙時吊銷牌照及更改發牌條件及發出警告，以及1 宗發出警告及

由中藥業監管小組發出意見書。餘下的59宗個案，除13宗個案的甲訴人未作法定聲

明、 4宗申訴人撤銷個案，以及23宗個案的牌照巴失效或涉案商號巴結業而未能進

—步處理外，中藥業監管;J\組巴完成雷理15宗個案並待中藥組雷議，另有4宗個案

有待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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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案啟示 I 

進出口中藥軔及中成藥須申領許可證

衞生署曾接獲香港海關轉介—宗個案，指—家本地中成藥批發商在沒有出口許

可證的情況下，將註冊中成藥出口至外地，違反《迤出口條例》（香港法例第60

章） ，被裁定罪名成立。

限據《進出口條例》規定，進口或出口載列於《進出口(—般）規例》 （香港

法例第60章附屬法例A) 附表1 及2內的中成藥及36種中藥材（包括《條例》訂明的

31 面重附表1 中藥軔及5而重附表2中藥軔，即凌霄花、製川烏、製草烏、威靈仙酊龍

膽） ，須受簽證管制。

·
一

請各中藥商注意，以不同遲輸方式（包括郵寄）進口或出口中成藥及上述36面重

中藥訒，必須事先向衞生署中醫藥規管辦公室申領相關的進口或出口許可證，而中

醫藥規管辦公室只接受持牌中藥商的進口或出口許可證申請。同時，中藥商亦要確

保許可證上填報的資料真實無誤，如進口許可證上的「預計抵達日期」或出口許可

證上的「離境日期／預計離境日期」。凡作虛假聲明、提供虛假資料、未獲授罐而 星

更改許可證或不當地制用許可證者，可被重罰。

另外，中藥商亦須留意進口許可證的有效期為6個月，而出口許可證則為28

日，由發出日期起計。

嘏據《進出口條例》 ，若任何人沒有限據及按照進口或出口許可證的規定而輸

入或輸出中成藥或上述36種中藥材，—經定罪，可處罰款港幣500,000売及監禁兩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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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1) 中藥材二氧化硫殘留限度縹準及組關執行方案 
將於2021 年6月 1 日實施

內地的中藥材二氧化硫殘留限度縹準巴於 2013年發布，朮0關縹準及其更新的測

定方法亦巴收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圍藥典》（《中圍藥典》） 2015年版。中藥組經

參考《中園藥典》 2015年版及「香港中藥詞縹準」後，於2018年就中藥祠二氧化硫

殘留限度縹準、瞼測方法及執行方案進行廣泛諮誨。中醫藥業界及瞼測業務普遍謁

同為中藥制建立二氧化硫殘留量縹準可提高本地中藥柯的質量，並同意相關縹準及

方案。為進—步保障市民健康，中藥組於 2019年 5月 9日通過制訂《條例》附表 1 列

載的 31 種烈性／毒性中藥軔及附表2列載的574種香港常用中藥軔（台共605腫）及

其飲片的二氧化硫殘留限度標準。有關中藥材二氧化硫殘留限度及相關執行方案的

詳細內容，請涮覽管委霫網頁 (http://www.cmchk.org.hk/pcm/pdf /CMT20190522.pd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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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 未被硫磺薰蒸的當歸飲片 圖 2: 被硫磺過度薰蒸的當歸飲片

有關縹準及耜關執行方案將於 2021 年 6月 1 日實施，屆時衞生署會將二氧化硫

殘留量納入中藥軔市場監測的臉驗項目。

如於市場監測或調查發現中藥軔不符台管委會制訂的二氧化硫殘留限度縹準，

在沒有危及公噩健龐的繭提下一 

(i) 於—年的寬限期內（即2021 年6月 1 日至2022年5月31 日） ，衞生署不會進

行檢控或轉介笆委曾作紀律聆訊，只魯以提示信形式提醒有關中藥供應商

及要求收回有關揖次的中蘸祠；以及

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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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寬限期屆滿後（即2022年6月 1 日起） ，衞生署曾將個案轉介中藥組考慮對

涉事中藥商採取紀律行動。此外，中藥商有可能觸犯《公眾衞生及市政條

例》 （香港法例第132章）第52條，即所售賣藥物的品質與購買人所要求

的不符，以致對購買人不刺，—經定罪，最高罰則為第三級罰款（港幣—

藹元）及監禁三個月，中藥商亦須收回有關批次的中藥材。

如囍現中類輯的二氧化硫預留量樟「不育，tAf更用」的水平，不論昰否在寬限

期內，衞生署會循《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香港法例第132章）第54條追行幟控

及擷取適當行軸，中藥商亦須收回有關批次的中蘸輯。

·
一

給中藥商的建議

(i) 擢膿薫輯

中藥鬩批發商應從有信譽的供應商採購藥材，而中藥材零售商亦應從持牌

中藥材把發商購買藥鬩，不要購入來歷不明、品質存疑或不當加工的藥

鬩。所有進口的中藥軔，必須符合供應商所在地的法定監管要求。故此，

中藥鬩批發商可要求供應商提供藥閱的品質證明，或自行將藥材送往化驗

所化驗，以確保其經營的中藥軔的品質符台要求。

(ii) 貯存票輯

(a) 按藥軔的品質酊藥性，作出適當貯存（如使用冷藏設施及設備）亦可

達至防止蟲蛀和霉變，以蜀免過度使用硫磺薰蒸藥鬩。

(b) 食物及衞生局的「中醫藥發展基金」下設有「改善倉庫管理、物流酊

服務資助計劃」 ，將曾向台資輅的中藥庫才才tr發商和零售商提供資助以

添置處理、貯存酊逋送中藥的粗關設備。

(C) 經過驗收的藥軔飲片，應立即存入倉庫，並應有適當的記錄安排，以

便在發放時能應用「先進先出」的原則。

(iii)提醒宮A廛注意的事項

(a) 切勿購買或進食酸0訪過於刺鼻或顏色巽常鮮艷潔白的藥訶（見圖1 及

圖2) 。如懷疑藥材有問題，應停止服用並諮詢醫護人員意見。

(b) 煎藥前應用清水沖洗藥軔以清除其表面的污垢，以確保藥材乾淨衞

生，並將藥材用清水充分浸泡後才煎煮。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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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2) 中藥市場監測 I 

為確保中藥產品符台其安全及品質縹準，衞生署不斷優化市場監測機制，並按

照風險篇本的原則，定期從進口、批發和零售層面抽取中藥產品幪本（包括《條

例》附表1 及附表2中藥屻及中成藥）進行化驗。中藥詞的檢測項目包括重金屬含

量、農藥殘留量及性狀鑒別，而中成藥則曾臉驗有否攙雜西藥成分，以及曾對重金

屬含量、農藥殘留量及微生物限度推行檢測。衞生署曾不時檢討市場監測系統，以

保障公眾健康。

衞生署在2020上半年共抽取了300個中藥材和1,141 中成藥幪本進行檢測，當中 鼻
並沒有發現不台略的幪本。

補虛藥

踏入秋冬時節，可能曾有較多人考慮迪補。在2020上半年抽驗的「補虛藥」共

涉及15款中藥軔（包括人參、巴戟天、白朮、白芍、北沙參、沙苑子、何首烏、南

沙參、益智、麥冬、淫羊蕾、鹿角霜、紫石英、補骨脂和當歸） ，其重金屬含量及 星

農藥殘留量均沒有發現不符合管委曾縹準的情況。「補虛藥」又稱補益藥或簡禍補

藥，是指以補益虛損、糾正人體的氙血陰陽不足為主要功效，常用於治療各種虛證

的中藥軔。

000 
適當使用罐虛蘸

．根據補虛藥不同的功能，補虛藥又可再細分為補氣、補陽、補血、補陰

等類別。

．針對虛證的不同性質及所出現的部位，需選用不同功效的補虛藥治療。

若誤用補虛藥，如非因虛證而用補虛藥，或不了解虛證的部位和性質而

錯用藥不對證的補虛藥，則非但無益，反而有害。

．中醫使用補虛藥時注重「辨證施補」。市民在進補前應先向中醫請教補

虛藥的功效是否適台自己的身體狀況，不應自行濫服補虛藥，以保證用

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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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3) 申請中蕪材／中成藥出口許可證的新安排

由2020年11 月2日開始，中藥商在申請中成藥／中藥材出D許可證時，除了可

使用《出口許可證表略六》 （白色） (TRA 394) [—式三份］提交申請外，衞生署中醫

藥規管辦公室亦提供—款可以PDF略式填寫的《出口許可證表略》（丁RA_CMRO_E)

［正本—份］，供中藥商從其網站 (https://www.cmro.gov.hk/htm1/b5/aboutus/service/iecan.html) 

下載使用，以便刮營商。

申請人可直接在上述出口許可證的PDF表輅內輸入申請資料，然後打印巴輸入

資料的申請表在白色A4紙，最後在該申請表上以黑色原子筆簽署及蓋上公旬印章提 鼻
交，望可在列印甲請表後，以黑色原子筆填寫甲請資料及簽署，最後蓋上公司印章

提交。

中藥商提交申請表後，其餘的處理程序會維持不變。出口許可證—般曾於收到

已填妥的甲請表及全部所需以證明符台發證要求的文件的2個工作天後發出。請參

考《出D許可證表輅》 (TRA_ CMRO _ E)幪本（見下圖） 。

請注意，衞生署中醫藥規管辦公室暫時只提供出口許可證的PDF表略供中藥商 星

使用。中藥商如申請推口許可證，仍須提交《進D許可證表略三》 （藍色） (TRA 

187)[—式四份］。

如有査詢，請致電3904 9230與衞生署中醫藥規管辦公室進出口管制組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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癰生署中竇藁規管囍公室 Orinese Medicine氐即缸01Y Office, Dcpar1ment of Health 

出口許叨嶧格研严 I Liceoce Forrn ORiyIN. 0-oflssoo 

一 (N.... ml Adlhsl) 
躉出日鸝 20 OCT'20 ~_: 3XXXXXX 

出口直（名及） 

xxxx~oo ll!BOOV鷓m硒 OFTIIB HONG mN0函3(lA[. AllMINISTlUilVJ曰宓甲乙丙遠東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道999號康康工業大廈 18摟 

區'""'and Exp;,\ Onlioanc,, C.,, r,o Ind .., 心.,-Enact.-

書溍轡綱·行ff驪清'1ft

＜輩出口鼷例） (~ 磾）及其龍成文法則, 。n:lili<國1ofia已 d.this6-ooinowdolliefollol'iua;.

n面面 Rl,J. No. TeL No. 本一Ill籤fH!I鬘以下各檟

直臺蕈· 
12345678-000 ·董礪 

2345-6789 0) 國 Olllllb<rolla吐頃 CClllblu .

：

.......... may bc«llffldm lllia 紜Ill~磁I all an, tbuiood II tbe~lime 

c,w,,;,- (Namo ood Mkffl) .. tbe...,. -1. alo:nll or 國正七蠣．電出口計用 llll'J~同鯽剜負品，蛔在同 llflll~藁由同一屆隻｀o?E0 
收（名及） 

景檐藏富幗騎■ •lilt£紅幘內博蠶矚·會品黷．這· 

(ii) Tho吡己一匕白 to tbc I茄＇，血這 or u皿四嚙工 ""-fo,國ntotbe'區lellOd國西 

~~ 心如油～而紅口百．婢和鼓鼱I■- 闞獻驊公IIJ•ltlll:公 11J駡
中國北京某某公司 汪可．量胃 ••• 主國這實曏矚·0 中國北京圓圓區滿滿新路8號 啤正一－國.._.,.._,.,.,這卹-d.缸UOD岫朊-血血 l4do,,ol繭m 在'

91 可畸酆囍翻驊員 14 天 1'1•111鳴飆鷉黷鼱l'il'/KO黷｀ 

Uv) n., 皿,e...Soddttaof.tbeHoq~m•m,「tHltttt must bo i,rovidod fer比西一一因一 
l,y1lli,liocm:o- 舅於本可－一直品·必氟氬供畫潯黷這膚的名富及正· 

(l) In Cl謚 of,__ ooadition(iv)doco"",pply. m,...,,.,, 11,o 山"" of <riJiD of tbe一一 !,om,沼n 這土
` 

逗 Jl""idod 如叮平.... , 甲icmce.l阿田麻畸廎0鰮·邳飆缸酐」畸酇遺書
內氧囑重 11J貪矗.~.ll!:方· 

(vi) 鬮區.,.1,呻廑-吡蛔蛔嶋 .S...ofisluo.科IIJII絨M1'=+成· 由ltlllB鸝
計·

．續

氐

8篔 

0... 2020年 IO月 28 日 （面 HKD m<am Ilona Kml Dolll<. "IIKD"畫瀟元· 

Veaelll'llpl/Veh!ele No. 
量磁11/... 薑 海運 LEDA MAERSKYV. 68 

MmbllldN01. Ila. llM Klno:I ol l'lckqe,, Dotirni心.,o(Good, No. of lhlils (o.r, q, ij區） P.O.B.V心 HKD

('ont,j面 No. lkud oud Model 賃品的靦；壓 ．位鸝量鴴】公斤·公ft) ．以溍元計） 

乜贏薫目及 .. ．．黷．這鱸薑 廳子丑羣舅 

ABC 100箱 ［龍牌］參芍膠囊 *1000*盒 S52, 000. 00 
Order no. 毎箱 10盒 HKP-XXXXX • 

（每盒2排，每排 12粒）

頂級 001 20箱 ［好牌］六味地黃丸 *2500*盒 S 133. 000. 00 
HKC-XXXXX 
（籙盒 l瓶，極瓿200粒）

無標記 100箱 ［屬牌］天喜丸 *5000*盒 S257. 000 00 
每箱 50盒 HKC-XXXXX 

（侮盒 12小盒 ，每小盒 1瓶，每瓶 10粒）

3All2 24箝 ［好牌」平安膏 *1200*盒 S45, 000. 00 
HKP-XXXXX • 
（每盒 111/i' 每瓶50克） 

這 •• I s 487. ooo oo 
i"'面面面 .!:Ccdo EXl'ORTER'S DF.Cl.AJI.ATION 
目蔚鏈:&ftll 中國內地 CN Ill��• 尹 

1國邲匾 !hall 血如 0殛rol lllc IJ<"b ;, 平to/ 國、如 ,doc!叩伍 

"ma.I<'""'... , 虹,parti<ulm.,面 ,nu., doc甲_ .... 記'""'血此叫"' 1 ... Plaoo "°'這 函 of Place of Otiein 1--砸…五一 ldocl示加YC~thclull vw,. 本 Alf此聲明·本人是本臺鳴書庫邸的出 
No. 烹 來瀛地方代礪 膏灃鹹逵灣名黷及正

0高．本費明書中塡輯旳頁料均．真冒黒鸕·而且上霨填蓴的價值＾這囘
項目 

項目 I: 甲乙丙藥廠
情 · 
~ito• 百e 蛔dl>alo

香港 HK 新界荃灣安安路999號全全工業大廈 18摟全層 董及日鑽 Y.L~ 記020年 IO月 15 日
香港 HK 

項目 2:TT製藥廠有隕公司
九龍覿塘大大街 12號成成工廠大廈3樓A室

這,.. 11 ... ;,, BJoct ua,n 
畫·人是名 (Ill正檀璸富）

日本 JP 陳大文

°"""'"'(],op 
新加坡 SG 公BJm• 

IMPORTANT NOTE 重雯事項 0OO 
If 吡 re is any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F.n~lish text and the Chine孓 text of tlus , the English text shall be taken as cooclusive. 
倘本表格的中英文本有任何差異，應當以英文本為準· 

TRACMRO...B(lln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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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4) 「香港容易混淆中藥的性狀及顯微鑒別研究」 
成果

截至 2020年年底，政府中藥檢測中心（檢測中心）巳就「香港容易混淆中藥的

性狀及顯微鑒別研究」 （研究）公布了 80個研究専論。當中包括—些市民常用或具

毒性的藥軔。這—期，將為大家介紹—而重常用於涼茶的藥材－崗誨眼及其混淆品崗

稔根。兩者名稱雖僅差—字，但來源、性狀和功效均大有不同，應區別使用。

來源

藥軔名稱

崗梅根 崗稔齦

·
一

星 

科分類 冬青斜 幌金娘科

評星樹 帆金娘 

原植物學名 I //ex aspre//a (Hook. et Rhodomyrtus tomentosa 
Arn.) Champ. ex Benth. (Ait.) Hassk. 

藥用部位 I 乾燥齦 乾燥齦

嘅述

崗誨根及崗稔根均為《條例》附表 2收載的藥軔。據《中華本草》記載，崗誨

根原植物的花葉與誨輥詎亻［＼，多生於山崗，故而得名；而崗稔嘏曾收載於《中園藥

典》 (1977年版）中，當時此名僅列作副名，其後《廣東省中藥軔縹準》則以此為正

名來收載。根據《中華本草》 ，崗誨限能清熱，生津，散瘀，解毒，而崗諗根則可

理氮止痛，刮濕止瀉，祛瘀止血，益腎養血。

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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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狀鑒別 

000 
崗梅根之性狀特徵

外皮棕色或灰棕色，粗

糙，具皺紋

表面常具側齦痕，殘留

側根少見

剝落處顯淺棕色或黃白

色，有時可見較密的點

狀或線狀凸起

木部切面黃白色或淺粽

黃色，有的略顯淺藍色

多具放射狀紋理或不規

則紋理，偶具隱約可見

的環紋

·
一

星 

000 
崗誨根之微性狀特徵 

A: 常具斷續排列的淺黃白色線狀紋理（一） 

. 

� ·. 

0OO 
（木部切面） 

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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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崗諗根之微性狀特徵 

A: 常具斷續排列的紅粽色（一）或淺紅粽色（一）線狀紋理

000 
（木部切面） 

1mm 

性狀鑒別 

000 

外皮深紅粽色或暗紅粽

色，粗糙，具皺紋

表面常具側齦痕，殘留

側根偶見

剝落處顯紅粽色或淺紅

粽色，有時可見較密的

點狀或線狀凸起

木部切面淺紅粽色或紅

棕色，多具環紋

·
一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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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微鑒別

崗梅根與崗諗根之粉末顯微特徵仕較

崗誨根 崗稔眼

E 

纖
維
管
胞 

·
一

星

無多見，胞腔朗顯，有時可見具緣紋孔，次生

壁有螺旋狀增厚，有的胞腔內含淺黃色物；

偏光顯微鏡下呈亮黃白色、亮白色或多彩色

無

塊
狀
分
泌
物 

草
酸
鈣
方
晶 

a 

淺黃粽色、黃棕色或紅粽色，不規則形，散

在或存在於薄壁細胞、纖維或導管中

多見，較小，單個散在或成群存在，呈類長

方形、類方形或類雙錐形，偏光顯微鏡下呈

多彩色 
ooo 

a 

。
可見，較大，多單個散在，呈類長方形、類

方形或類雙錐形，偏光顯微鏡下呈多彩色

a. 明場下特徵， b. 偏光下特徵 50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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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崗誨根與崗諗根的主要區別特徵：

崗酶齦 崗諗根

及
微
性
狀

性
狀

表面
外皮粽色或灰粽色，剝落處

顯淺粽色或黃白色

外皮深紅粽色或暗紅棕色，

剝落處顯紅粽色或淺紅粽色

木部切面
黃白色或淺粽黃色，常具斷

續排列的淺黃白色線狀紋理

淺紅粽色或紅粽色，常具斷

續排列的紅棕色或淺紅棕色

線狀紋理

顯
微

纖維管胞 有 佃 , ` ｀丶

塊狀分泌物 伷 , ` ｀、 有

草酸鈣方畠 可見，較大 多見，較小

·
一 

為鼓勵業界更深入地了解檢測中心的研究成果，本期設立有獎問笞活動。 星

參加者只須於本期通訊夾附的回條內，笞對 8條或以上的題目，並於指定限期前

交回檢測中心，即可獲得禮品 1 份。

險測中心將繼續向外發放研究成果，並舉辦宣傳及教育活動。如想了解更

多研究計劃的資料，歡迎掃描以下二維碼或參閲以下網址：

硏究介紹 

https:/ / cmro.gov.hk/html/b5/GCM丁 I/results.html

專論目錄 

https:/ / cmro.gov.hk/html/b5/GCMTI/ general.html 

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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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s) 香港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規範(GMP)

為促進中成藥製造業的規範化，確保中成藥的品質及安全性得到保證，從而保

障市民健康，增加市民對使用中成藥的信心，中藥組制定了《香港中成藥生產質量

管理規範指引》 （《指引》） 。除了引言及釋義外， 《指引》的內容分為十二章及

—個附錄，包括中藥製造業的品質管理、人員、廠房、設備、文件、製造、驗證、

品質控制、台約製造朮0台約檢驗、投訴、產品回收、自檢帕品質審疍及附錄的無菌

中成藥。有關《指引》的內容，可於管委曾網頁

(www.cmchk.org.hk/pcm/pdf /good_ manu _ c.pdf)下載。如對《指引》有任何查詢， 鼻

可致電： 2319 5119 。

品質控制實驗室化學試劑的管理與廢棄

中成藥製造商的品質控制實驗室擔負著對中成藥製造的原斜、輔料、中問產

品、製成品以及公用系統、廠房環境監測等多項品質控制的責任，是中成藥製造商

實施GMP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品質控制實驗室在進行理化試驗時會用到不同

的化學試劑，而化學試劑大多數具有—定的毒性及危險性。因此，加強對化學試劑

的管理不僅是保證分析結果的準確性，也是為了確保實驗人員的安全。以下霫根據

誤劑的毒性、易燃性、腐蝕性等不同的特點，為大家重點説明誤劑的使用管理、廢

棄要求及注意事項。

1. 化學試劑的貯存管理

(i) 貯存願剜

．誤劑應貯存於乾燥、通園良好、溫度不超過30°C 的室內或繯內。

．不同性質的試劑應分類隔離存放，固體與液體試劑分開貯存，強酸與強
鹼分開貯存。

．易燃試劑應存放於防爆試劑嶇中，並應符台防火、防爆等有關的安全規
定。

星

．所有試劑縹籤應完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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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貯存分顆

．易燃類

易燃類液體極易揮發成氣體，猖明火即燃燒。如實驗室常用到的甲醇

(Methanol) 、乙醇(Ethanol) 、石油醚(Petroleum ether) 、乙醚(Diethyl ether) 、

丙酶(Acetone) 、乙酸乙酯(Ethyl acetate)等。這類試劑須存放於陰涼通

園處，遠離火源。不要與固體試劑同置於—個幗中。有關易燃類液體的

貯存量應符台《危險品條例》 （香港法例第295章）的規定。

．劇毒類

指由消化這侵入極少量即能引起中毒致死的試劑。世界衞生組織(WHO) • 

關於化學品急性毒性分級縹準中1' 將生物試驗大昰經口服的半數致死量

LD50<25mg/kg , 定義為極高毒性，如氰化鉀及其他劇毒氰化物(Potass1-

um cyanide, Cyanide) , 三氧化二砷及其他劇毒砷化物(Arsenic trioxide, 

Arsenic compound) , 二氯化汞及其他極毒汞鹽(Mercury (II) chloride, Mer-

curic salt)等。這類試劑要置於陪涼乾燥處，鎖在專門的毒品櫃中，並必

須由専責人員管理。品質控制部要建立劇毒類試劑的使用、消耗、廢物

處理等標準操作稺序。皮膚有傷口時，禁止使用這類試劑。有關化學試 星

劑毒性可疍閲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 (MSDS)的相關資訊。

．強腐蝕類

指對人體皮膚、黏膜、眼、呼吸這和物品等有強腐蝕性的液體和固體（包

括蒸氚），如發煙硝酸(Fuming Nitric acid) 、硫酸(Sulphuric acid) 、鹽酸

(Hydrochloric acid) 、甲酸(Formic acid) 、乙酸酐(Acetic anhydride) 、五氧化二

磷(Phosphorus pentoxide) 、氫氧化鈉(Sodium hydroxide) 、氫氧化鉀(Potassium

hydroxide)等。這類試劑存放處應陰涼通囤，放置於醞固的試劑帽內，不

要放在頂層或內層等取用困難的位置，以便於安全存放和取用。

．強氧化劑類

王要是指過氧化物(Peroxide)或含氧酸(Oxacid)及其鹽，在適當條件下曾

發生爆炸，並可與有嘰物、鎂、鋁、鋅紛、硫等易燃固體形成爆炸混合

物。這類物質中有的能與水起劇烈反應，如過氧化物遇水有發生爆炸的

危險。強氧化劑例子有高氯酸及高氯酸鹽(Perchloric acid, Perchlorate) 、

重鉻酸鉀及其他鉻酸鹽(Potassium dichromate, Chromate) 、高錳酸鉀及其

他高錳酸鹽(Potassium permanganate, Permanganate)等。這類試劑存放

處要求陰涼通囿，與易燃物、可燃物或易被氧化物（即還原性物質，

reducing substances)等隔離。

1 WHO/IPCS. User's Manual for the IPCS Health and Safety Guide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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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化學試劑的使用管理

(i) 有效顛

．化學試劑的種類繁多，性質各異，有些非常穩定，有些受光、熱、空氣

的影響曾產生分解、吸潮、撣發等變質現象。由於試劑縹籤上的有效期

昰在末開封的狀態下的保質期，開瓶後是否也可以維持試劑的質量取決

於貯存條件及使用頻率，因此，軾劑有效期除了參考縹籤／説明書提供

的有效期外，更應關注試劑開瓶後的貯存期限。在使用前應注意觀察固

體試劑是否有吸濕、潮解結塊現象，液體試劑是否有沉澱物、有顏色改

變等，—旦有變化，不應再使用，以免對檢驗結果造成影饗。

．對於縹準滴定溶液，應按照縹準規定的貯存條件進行貯存，除另有規定

外，密封保存時閤—般不超過6個月，開封使用過的縹準滴定溶液保存

時間—般不超過2個月（化頁出溶液後立即薏緊） ，出現渾濁、沉澱、顏

色變化等現象時，應重新製備2 。

．其他的試劑溶液，除非有資料表明品質不曾發生變化，原則上可以參考

縹準滴定溶液的保存期限。

(ii) 試劑瓶

實驗室配製的試劑溶液應貯存於台適的誤劑瓶中，試劑瓶分為細口瓶 (;J\O

瓶） 、廣口瓶（大口瓶） 、滴瓶，應按用途恰當使用。玻璃磨口瓶要注意保

持原裝配備的瓶塞。其他供參考的注意事項如下．

．細口瓶用於存放液體試劑；

．廣口瓶用於存放固體誤劑；

．滴瓶用於盛裝需要滴加的試劑；

．存放鹼性試劑的瓶子應使用矇膠塞或塑膠瓶，以免日後玻璃瓶蓋被鹼性
誤劑腐蝕而打不開瓶子；

．粽色瓶用於存放見光易分解的試劑，如硝酸銀試液(Silver nitrate) 丶憙錳
酸鉀試液(Potassium permanganate) 、氯化汞試液(Mercury chloride)吾。
某些有機溶劑如三氯甲烷(Chloroform) 、乙醚（回ethyl Ether)等應貯存在
棕色瓶中，以免在見光的條件下接觸空氭形成毒性物質或過氧化物等危
害物；

．需要冷藏的試劑要放在冷藏繯(2-8°C)中；及

．不允許用容量瓶貯存化學試劑／試液。

2 GB/T 601-2016 化學試劑縹準滴定溶液的製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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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廢棄化學品的管理

(i) 收集願削

．實驗室廢棄化學品在進行收集、混合之前，首先應針對性地瞭解化學品

安全技術説明書(MSDS)中有關安全資料，然後才推行分類收集並標識，

不明成分的廢棄化學品嚴禁和其他廢棄化學品混台收集。

．廢棄的溶液應按縹準操作醒序的規定分類，如分為有機溶劑(Organic

solvents)廢液與無機溶劑(Inorganic solvents)廢液等。注意高濃度的酸性液

體(Acidic liquid)祀鹼性液體(Alkaline liquid)不能在末經稀釋的情況下混台， 鼻

亦不能將氧化性液體(Oxidizing liquid)祀還原性液體(Reducing liquid)進行混

台。

(ii) 貯存要求

．廢棄化學品的容吞應有明確的縹識，註明廢棄化學品的類別。

．廢液應放在指定地點安全暫存，暫存處應有明顯縹識，符台安全要求。

．盛裝廢液的容器應符台不洩漏，不與化台物發生反應，穩固不易傾倒的 星
要求，必須有清楚、明顯的標識，註明該廢液的名稱、組成、收集日期
及專責人員簽名。

．實驗室儀產如HPLC收集廢液的瓶子應有防止傾亻到的保護措施。

．過期試劑，應按原包裝暫存，由持牌的化學廢物收集者回收處理。

．酸類廢棄化學品應遠離活潑金屬（如鈉、鉀、鎂等） 、遠離接觸後即產
生有毒氭體的物質（如硫化物等） 。

．鹼類廢棄化學品應遠離酸及性質活潑的化學品。

．氧化劑類廢棄化學品應遠離過氧化物(Peroxide) 、含氧酸(Oxacid)及其鹽
類、高氧化價的金屬離子等，應放在暗冷處，並遠離還原劑如低氧化價
的金屬離了、甲酸(Formic acid) 、醛(Aldehyde) 、草酸(Oxalic acid)等。

．有機類廢棄化學品多為易揮發的液體，易燃目有毒，應放在順的最底
層，注意通圃，防傾倒摔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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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立試劑使用管理的縹準操作幄序

《指引》中3.30 、 6.26及8.33 、 8.34等多條涉及物料、試劑的貯存、使用和管

理，因此品質控制實驗室應按相關的規定建立縹準操作鞋序並做好記錄。縹準操作

程序中涉及的化學試劑、廢棄物管理等的內容應與實驗室實際情況相符，以保證實

驗結果的可追溯性。相關程序內容包括但不限於：

. 化學試劑、對照品、培養基等物淵的購置、接收、貯存、使用縹準操作幄序及記錄要求，

. 

. 
縹準操作禋序中應明確規定毒性化學品要單獨貯存（如用專門的鐵
嶇） ，由專責人員管理，記錄領用數量和結存數量，

縹準操作程序中應朗確廢棄化學品的管理要求，包括但不限於：

oo 

0 

0 

0 

0 

廢液的標籤輅式氘0內容；

貯存廢液的容霎要求，例如應完好無缺、能夠密閉、不應滲漏、不與
廢液發生反應、穩固不易傾渥、便於搬運等；

適當的暫存地點，

無機廢液不應與有機廢液涅台；

過期的試劑應按原包裝報廢；及

廢液應由持牌的化學廢物收集者接收處理。

5. 人員培訓

實驗人員的責任感、學識水平和瞼驗操作技能是實驗結果準確性的關鍵因素，

實驗結果可以快速及準確取得對提高生產效率大有幫助。因此，進行針對性的培訓

佖不可少，培訓內容包括但不限於'

．針對試劑、對照品購置、貯存、使用以及廢棄處理等方面的培訓酊考
該；

. 

. 
處理廢棄物的人員應接受培訓並熟悉廢棄物類別、處理方式（包括廢棄
物溢出的處理） 、安全防護措施等相關要求；及

所有品質控制實驗室人員均應進行實驗室安全方面的培訓，確保清楚嘹
解實驗室的安全規定、個人防護裝備的使用和維護、危險物品安全處
理、緊急情況撤離等方面的規定。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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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MP瞼查中關於試劑管理的缺失項目例子

．毒性試劑「二氯化汞」與其他固體及液體試劑存放在同—試劑幟，沒有
考慮其劇毒性而貯存在安全和分隔的地方。

• 「氫氧化鈉溶液(6mol/L)」存放在玻璃容量瓶中，沒有按組關縹準操作
規程的要求貯存於聚乙烯瓶中。

. 「甲基紅指示液」巴沉澱變質； 「硫代乙醯胺溶液」末按規定置冰箱中
保存。

．實驗室使用的純化水末有貼上適當的縹籤及末縹示有效期。

．用於純化水易氧化物檢測的「高錳酸鉀滴定液(0.02mol/L)」未有精確縹 鼻
定濃度。

．品質控制實驗室內的大蛹裝96%乙醇未有貯存在安全祀分隔的地方。

．品質控制實驗室內缺乏明確的縹識，以顯示備有適當的容器貯存不同類
別的待棄置化學廢料。

推行製造中成藥必須依循生產質量管理規範

為配台中藥組推行有關政策的建議，衞生署巴舉辦約40次關於GMP的簡介／ ~ 

分享曾，出席約20次中藥團體1機疇的曾議、曾見約30個中成藥製造商介紹中藥組

的建議及收集業界意見。此外，因應業界就推行GMP的關注，衞生署亦邀請不同機

耦、藥廠、化驗所及業界代表分享經驗，並介紹政府可提供的協助。有關簡介／分

享會的資料巳上載至管委會網頁(www.cmchk.org.hk/pcm/chi/:J:tmain _ down03.htm)及

衞生署中醫藥規管辦公室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規範網上資源平台

(www.cmro.gov.hk/html/b5/gmpweb/technical_support.html) , 供業界參考。因應

2019冠狀病毒病的最新情況，原定於2020年7月及10月舉辦的香港中成藥生產質量

管理規範分享會已予以取消。有關講題「從GMP瞼查缺失項目看廠房設計應關注問

題」及「物料及製成品的取隷」的投影片巳上載至上述網頁供下載參考。

截至2020年11 月，香港共有21 個持牌中成藥製造商獲發GMP證書，證明其在製

造中成藥及品質控制方面，依循優良的規範。詳情可瀏覽管委會網頁

(www.cmchk.org.hk/pcm/chi/:J:tmain faq06f.htm) 。在過去半年，新增的GMP證書持

有人為歐ft::葉葉（蓄溼）有阻公司（證朗書編號： GP-2020-00002) 。

如業界對推行製造中成藥必須依循GMP有任何意見，請以書面形式遞交衞生署

中醫藥規管辦公室（地址· 九龍觀塘巧明街100號Landma水 East友邦九龍大樓16縷；

傳真： 39087297; 電郵地址： cmro@dh.gov.hk) 。在遞交意見時，請註明製造商牌

照號碼，以便衞生署整理有關意見後，提交中藥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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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6) 衞生署出版香港中藥材縹準（第十期） | 

衞生署於2020年12月公布出版《香港中藥材縹準》 （《港縹》）第十期的三十

—種常用藥軔的安全和品質的參考標準。

衞生署在2002年開展了《港縹》計劃，目的為—些香港常用藥制制定安全性及

品質方面的縹準。《港縹》溷蓋範圍主要包括—些京地常用、具較高經濟效益、在

安全和品質方面備受國際關注的藥材，並以列於《條例》的藥祠為優先。遲同第十

期的三十—種藥材，《港縹》計劃已公布三百三十種藥軔的參考縹準。另外，衞生 鼻

署於本冊新增網相色譜串聯質譜法(GC-MS/MS)供選擇作有機氯農藥殘留的測試，

以推動及加強檢測技術的應用。此外，本冊亦收載了第三份動物塬性藥材專論，並

應用脱氧核糖核酸 (ONA) 指紋圖譖技術來鑑定藥軔。

負責研究工作的機耦分別為六問本地大學，包括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

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料技大學和香港大學，以及台灣的中圍醫

藥大學。

另外，由京地、內地和海外專家組成的園際專家委員會就《港縹》的原則、方

法、參數，以及分析方法等提供意見。而政府化驗所則負責訂立重金屬、農藥殘留

酊霉菌毒素的測定方法，並負責實驗室之間對比驗證工作。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龐l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亦為該項目提供寶貴意見和支援。有關《港縹》的資訊，可瀏覽

衞生署中醫藥規管辦公室網頁 (https://www.cmro.gov.hk) 。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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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長者醫療券計劃」－給中藥材零售商的訊息

政府在2009年推出長者醫療券計劃（「計劃」） ，資助台資咯長者使用私營基

層醫療服務，包括註冊中醫在其專業執業範圍內，因應畏者的健康需要而提供的醫

療服務及療程中處方的藥物，但醫療券不可用以純粹購買物品，例如藥物、眼鏡、

海味、個人護理用品、畏品或醫療用品等。

長者必須在親身接受已登記參與計劃的中醫所提供的醫療服務後，才可使用醫

療券支付相關內服務費用。醫療券不可用以支付長者家人或其委托人士代為到診的

醫療服務或配藥的費用。

雖然已登記參與計劃的中醫可以授罐其註診的中藥軔零售商的職員，透過「資

料輸入戶口」代其於醫健通（資助）系統輸入醫療券申報資料，但有關中醫仍須於

該系統確認有關資料，並就該等通過其「服務提供者戶口」作出的醫療券申報負上

責任。因此，參與計劃的中醫不應容許他人使用其「服務提供者戶口」及用以登入

醫健通（資助）系統的認證保安編碼霎，就其沒有提供或並非由其色上專業責任的

醫療服務作出醫療券申報。

如參與計劃的醫療服務提供者或其相關璣請不遵守計劃協議的條款和條件，有

關的醫療券甲報將不獲政府發還款項；如有關款項巴支付，政府亦霫向該服務提供

者或相關機購追討相關款項。

有關計劃的進—步資料，以及—些個案分享氚0注意事項，請參閱隨本期《中藥

商通訊》夾附的賚料單張。如對計劃有任何查詢，請致電3582 4102與衞生署醫療券

事務科職員聯絡。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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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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制度的翦識。

各中藥商如對《中藥商通訊》的內容有任何意見或建議，可以郵遞、傳真或電

郵方式，送交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曾祕書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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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囧tps://www.cmchk.org.hk , 歡迎

各位到上述網址涮覽。

4 . 星. 
星

地址 '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曾

香港灣仔皇后大迪東213號胡忠大廈22樓

電話

圖文傳真．

電郵地址·

網址

辦公時閻·

(852)2121 1888 

(852)2121 1898 

1nfo@cmchk.org.hk 

www.cmchk.org.hk 

星期—至星期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三十分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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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O 1 中成藥註冊過渡性註冊中成藥就「中成藥註冊證明書」生效日期的特別安排為便利業界處理過渡性註冊中成藥（即HKP)轉正式註曲（即HKC)新舊包裝的更替，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曾（管委曾）轄下中藥組於2015年2目制定了相關措施。中成藥註冊甲請人在獲通知其HKP產品成功批准HKC資輅時，可選擇HKC即時生效，或延至12個月內的指定日期生效。如該申請人末能在已選擇的指定日期前完成鼻處理其新舊產品的更替，可向中藥組申請延期，延期時問最長以12個月為限，總延期時間台共24個月。為讓中成藥註冊申睛人可以究分審視於市面更換新舊包裝的情況，以評估申請延期的需要，申請人應於HKC生效日期前六個月內提出延期申請，申請人亦應分階段提出延期申請，每次延期不多於12個月。經考慮業界提出的意見，中藥組於2020年7月就HKC生效日期制定了特別安排。在追頊特別安排下，凡於2020年7月15日至2021年6月30日期閼生效HKC的HKP產品，相關中成藥註冊申請人除可按上述措施延後HKC生效日期外，如有需要，亦星可以書面向中藥組申請額外6個目的延期。中藥組曾密切留意市面情況及業界意畀，適時就有關安排作出相應調整。I 中蕪商責任中藥商網上銷售
	00O 1 中藥商監管中藥商在經營其業務時，須遵守《中醫藥條例》（《條例》）及其附屬法例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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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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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中藥商因違反《條例》或《中藥規例》中訂明的罪行而遭受檢控，最高可處以第6級罰款（現時篇港幣十聞冗）及監禁2年。截至2020年11月，中藥組轄下的中藥業監管小組共收到267宗針對持牌中藥商的甲訴個案，當中涉及106個中藥詞零售商、25個中藥制把發商、87個中成藥才tr發商及49個中成藥製造商。個案性質主要涉及中藥商曾犯可處監禁罪行因而違反相關執業指引、中成藥批發商人員、中藥胡零售商人員及業務範圍，以及中成藥製造商人員等事官。·一在267宗申訴個案中，中藥組已完成窰理208宗並裁定其中的174宗申訴成立，34宗不成立。中藥組裁定成立的個案及捩取的紀律處分有:7宗撤銷牌照、44宗暫時帛銷牌照、2宗更改發牌條件、83宗發出警告、9宗由中藥業監管小組發出意貝星書、6宗發出警告及更改發牌條件、15宗暫時吊銷牌照及發出警告、4宗暫時吊銷牌照及更改發牌條件、1宗由中藥組發出意見書、1宗更改發牌條件及由中
	00O 1 個案啟示I 進出口中藥軔及中成藥須申領許可證衞生署曾接獲香港海關轉介—宗個案，指—家本地中成藥批發商在沒有出口許可證的情況下，將註冊中成藥出口至外地，違反《迤出口條例》（香港法例第60章），被裁定罪名成立。限據《進出口條例》規定，進口或出口載列於《進出口(—般）規例》（香港法例第60章附屬法例A)附表1及2內的中成藥及36種中藥材（包括《條例》訂明的31面重附表1中藥軔及5而重附表2中藥軔，即凌霄花、製川烏、製草烏、威靈仙酊龍膽），須受簽證管制。·一請各中藥商注意，以不同遲輸方式（包括郵寄）進口或出口中成藥及上述36面重中藥訒，必須事先向衞生署中醫藥規管辦公室申領相關的進口或出口許可證，而中醫藥規管辦公室只接受持牌中藥商的進口或出口許可證申請。同時，中藥商亦要確保許可證上填報的資料真實無誤，如進口許可證上的「預計抵達日期」或出口許可證上的「離境日期／預計離境日期」。凡作虛假聲明、提供虛假資料、未獲授罐而星更改許可證或不當地制用許可證者，可被重罰。另外，中藥商亦須留意進口許可證的有效期為6個月，而出口許可證則為28日，由發出日期起計。嘏據《進出口條例》，若任何人沒有限據及按照進口或出口許可證的規定而輸入或輸
	00O 
	Figure
	I I 
	(1) 中藥材二氧化硫殘留限度縹準及組關執行方案 
	(1) 中藥材二氧化硫殘留限度縹準及組關執行方案 
	將於2021年6月 1日實施
	內地的中藥材二氧化硫殘留限度縹準巴於 2013年發布，朮0關縹準及其更新的測定方法亦巴收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圍藥典》（《中圍藥典》） 2015年版。中藥組經參考《中園藥典》 2015年版及「香港中藥詞縹準」後，於2018年就中藥祠二氧化硫殘留限度縹準、瞼測方法及執行方案進行廣泛諮誨。中醫藥業界及瞼測業務普遍謁同為中藥制建立二氧化硫殘留量縹準可提高本地中藥柯的質量，並同意相關縹準及方案。為進—步保障市民健康，中藥組於 2019年 5月 9日通過制訂《條例》附表 1列載的 31種烈性／毒性中藥軔及附表2列載的574種香港常用中藥軔（台共605腫）及其飲片的二氧化硫殘留限度標準。有關中藥材二氧化硫殘留限度及相關執行方案的詳細內容，請涮覽管委霫網頁 (/CMT20190522.pdf)。
	http://www.cmchk.org.hk/pc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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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 未被硫磺薰蒸的當歸飲片圖 2:被硫磺過度薰蒸的當歸飲片
	有關縹準及耜關執行方案將於 2021年 6月 1日實施，屆時衞生署會將二氧化硫殘留量納入中藥軔市場監測的臉驗項目。
	如於市場監測或調查發現中藥軔不符台管委會制訂的二氧化硫殘留限度縹準，在沒有危及公噩健龐的繭提下一 
	(i)於—年的寬限期內（即2021年6月 1日至2022年5月31日），衞生署不會進行檢控或轉介笆委曾作紀律聆訊，只魯以提示信形式提醒有關中藥供應商及要求收回有關揖次的中蘸祠；以及
	Figure
	ooo 
	6 
	00O (ii)寬限期屆滿後（即2022年6月1日起），衞生署曾將個案轉介中藥組考慮對涉事中藥商採取紀律行動。此外，中藥商有可能觸犯《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香港法例第132章）第52條，即所售賣藥物的品質與購買人所要求的不符，以致對購買人不刺，—經定罪，最高罰則為第三級罰款（港幣—藹元）及監禁三個月，中藥商亦須收回有關批次的中藥材。如囍現中類輯的二氧化硫預留量樟「不育，tAf更用」的水平，不論昰否在寬限期內，衞生署會循《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香港法例第132章）第54條追行幟控及擷取適當行軸，中藥商亦須收回有關批次的中蘸輯。·一給中藥商的建議(i)擢膿薫輯中藥鬩批發商應從有信譽的供應商採購藥材，而中藥材零售商亦應從持牌中藥材把發商購買藥鬩，不要購入來歷不明、品質存疑或不當加工的藥鬩。所有進口的中藥軔，必須符合供應商所在地的法定監管要求。故此，中藥鬩批發商可要求供應商提供藥閱的品質證明，或自行將藥材送往化驗所化驗，以確保其經營的中藥軔的品質符台要求。(ii)貯存票輯(a)按藥軔的品質酊藥性，作出適當貯存（如使用冷藏設施及設備）亦可達至防止蟲蛀和霉變，以蜀免過度使用硫磺薰蒸藥鬩。(b)食物及衞生局的「中醫藥發展基金
	00O I c2) 中藥市場監測I 為確保中藥產品符台其安全及品質縹準，衞生署不斷優化市場監測機制，並按照風險篇本的原則，定期從進口、批發和零售層面抽取中藥產品幪本（包括《條例》附表1及附表2中藥屻及中成藥）進行化驗。中藥詞的檢測項目包括重金屬含量、農藥殘留量及性狀鑒別，而中成藥則曾臉驗有否攙雜西藥成分，以及曾對重金屬含量、農藥殘留量及微生物限度推行檢測。衞生署曾不時檢討市場監測系統，以保障公眾健康。衞生署在2020上半年共抽取了300個中藥材和1,141中成藥幪本進行檢測，當中鼻並沒有發現不台略的幪本。補虛藥踏入秋冬時節，可能曾有較多人考慮迪補。在2020上半年抽驗的「補虛藥」共涉及15款中藥軔（包括人參、巴戟天、白朮、白芍、北沙參、沙苑子、何首烏、南沙參、益智、麥冬、淫羊蕾、鹿角霜、紫石英、補骨脂和當歸），其重金屬含量及星農藥殘留量均沒有發現不符合管委曾縹準的情況。「補虛藥」又稱補益藥或簡禍補藥，是指以補益虛損、糾正人體的氙血陰陽不足為主要功效，常用於治療各種虛證的中藥軔。000 適當使用罐虛蘸．根據補虛藥不同的功能，補虛藥又可再細分為補氣、補陽、補血、補陰等類別。．針對虛證的不同性質及所出現的部位，需選用
	00O I (3) 申請中蕪材／中成藥出口許可證的新安排由2020年11月2日開始，中藥商在申請中成藥／中藥材出D許可證時，除了可使用《出口許可證表略六》（白色）(TRA 394) [—式三份］提交申請外，衞生署中醫藥規管辦公室亦提供—款可以PDF略式填寫的《出口許可證表略》（丁RA_CMRO_E)［正本—份］，供中藥商從其網站(https://www.cmro.gov.hk/htm1/b5/aboutus/service/iecan.html) 下載使用，以便刮營商。申請人可直接在上述出口許可證的PDF表輅內輸入申請資料，然後打印巴輸入資料的申請表在白色A4紙，最後在該申請表上以黑色原子筆簽署及蓋上公旬印章提鼻交，望可在列印甲請表後，以黑色原子筆填寫甲請資料及簽署，最後蓋上公司印章提交。中藥商提交申請表後，其餘的處理程序會維持不變。出口許可證—般曾於收到已填妥的甲請表及全部所需以證明符台發證要求的文件的2個工作天後發出。請參考《出D許可證表輅》(TRA_ CMRO _ E)幪本（見下圖）。請注意，衞生署中醫藥規管辦公室暫時只提供出口許可證的PDF表略供中藥商星使用。中藥商如申請推口許可證，仍須提交《進D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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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香港容易混淆中藥的性狀及顯微鑒別研究」 
	(4) 「香港容易混淆中藥的性狀及顯微鑒別研究」 
	成果
	截至 2020年年底，政府中藥檢測中心（檢測中心）巳就「香港容易混淆中藥的性狀及顯微鑒別研究」（研究）公布了 80個研究専論。當中包括—些市民常用或具毒性的藥軔。這—期，將為大家介紹—而重常用於涼茶的藥材－崗誨眼及其混淆品崗稔根。兩者名稱雖僅差—字，但來源、性狀和功效均大有不同，應區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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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崗誨根及崗稔根均為《條例》附表 2收載的藥軔。據《中華本草》記載，崗誨根原植物的花葉與誨輥詎亻［＼，多生於山崗，故而得名；而崗稔嘏曾收載於《中園藥典》 (1977年版）中，當時此名僅列作副名，其後《廣東省中藥軔縹準》則以此為正名來收載。根據《中華本草》，崗誨限能清熱，生津，散瘀，解毒，而崗諗根則可理氮止痛，刮濕止瀉，祛瘀止血，益腎養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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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剝落處顯淺棕色或黃白色，有時可見較密的點狀或線狀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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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崗諗根之微性狀特徵 
	A: 常具斷續排列的紅粽色（一）或淺紅粽色（一）線狀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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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剝落處顯紅粽色或淺紅粽色，有時可見較密的點狀或線狀凸起
	木部切面淺紅粽色或紅棕色，多具環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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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崗梅根與崗諗根之粉末顯微特徵仕較
	崗誨根崗稔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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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纖維管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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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見，胞腔朗顯，有時可見具緣紋孔，次生壁有螺旋狀增厚，有的胞腔內含淺黃色物；偏光顯微鏡下呈亮黃白色、亮白色或多彩色
	無
	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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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塊狀分泌物 
	草酸鈣方晶 
	Figure
	a 
	淺黃粽色、黃棕色或紅粽色，不規則形，散在或存在於薄壁細胞、纖維或導管中
	Figure
	多見，較小，單個散在或成群存在，呈類長方形、類方形或類雙錐形，偏光顯微鏡下呈多彩色 
	Figure
	ooo 
	a 
	。
	可見，較大，多單個散在，呈類長方形、類方形或類雙錐形，偏光顯微鏡下呈多彩色
	a. 明場下特徵， b.偏光下特徵 
	50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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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小結
	崗誨根與崗諗根的主要區別特徵：
	Table
	TR
	崗酶齦
	崗諗根

	及微性狀性狀
	及微性狀性狀
	表面
	外皮粽色或灰粽色，剝落處顯淺粽色或黃白色
	外皮深紅粽色或暗紅棕色，剝落處顯紅粽色或淺紅粽色

	木部切面
	木部切面
	黃白色或淺粽黃色，常具斷續排列的淺黃白色線狀紋理
	淺紅粽色或紅粽色，常具斷續排列的紅棕色或淺紅棕色線狀紋理

	顯微
	顯微
	纖維管胞
	有
	佃 , ｀｀丶

	塊狀分泌物
	塊狀分泌物
	伷 , ｀｀、
	有

	草酸鈣方畠
	草酸鈣方畠
	可見，較大
	多見，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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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鼓勵業界更深入地了解檢測中心的研究成果，本期設立有獎問笞活動。星參加者只須於本期通訊夾附的回條內，笞對 8條或以上的題目，並於指定限期前交回檢測中心，即可獲得禮品 1份。
	險測中心將繼續向外發放研究成果，並舉辦宣傳及教育活動。如想了解更多研究計劃的資料，歡迎掃描以下二維碼或參閲以下網址：
	Figure
	硏究介紹 https:/ / cmro.gov.hk/html/b5/GCM丁 I/results.html
	專論目錄 
	https:/ / cmro.gov.hk/html/b5/GCMTI/ gener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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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O I cs) 香港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規範(GMP)為促進中成藥製造業的規範化，確保中成藥的品質及安全性得到保證，從而保障市民健康，增加市民對使用中成藥的信心，中藥組制定了《香港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規範指引》（《指引》）。除了引言及釋義外，《指引》的內容分為十二章及—個附錄，包括中藥製造業的品質管理、人員、廠房、設備、文件、製造、驗證、品質控制、台約製造朮0台約檢驗、投訴、產品回收、自檢帕品質審疍及附錄的無菌中成藥。有關《指引》的內容，可於管委曾網頁(www.cmchk.org.hk/pcm/pdf /good_ manu _ c.pdf)下載。如對《指引》有任何查詢，鼻可致電：2319 5119。品質控制實驗室化學試劑的管理與廢棄中成藥製造商的品質控制實驗室擔負著對中成藥製造的原斜、輔料、中問產品、製成品以及公用系統、廠房環境監測等多項品質控制的責任，是中成藥製造商實施GMP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品質控制實驗室在進行理化試驗時會用到不同的化學試劑，而化學試劑大多數具有—定的毒性及危險性。因此，加強對化學試劑的管理不僅是保證分析結果的準確性，也是為了確保實驗人員的安全。以下霫根據誤劑的毒性、易燃性、腐蝕性等
	00O (ii)貯存分顆．易燃類易燃類液體極易揮發成氣體，猖明火即燃燒。如實驗室常用到的甲醇(Methanol)、乙醇(Ethanol)、石油醚(Petroleumether)、乙醚(Diethylether)、丙酶(Acetone)、乙酸乙酯(Ethylacetate)等。這類試劑須存放於陰涼通園處，遠離火源。不要與固體試劑同置於—個幗中。有關易燃類液體的貯存量應符台《危險品條例》（香港法例第295章）的規定。．劇毒類指由消化這侵入極少量即能引起中毒致死的試劑。世界衞生組織(WHO)• 關於化學品急性毒性分級縹準中1'將生物試驗大昰經口服的半數致死量LD50<25mg/kg , 定義為極高毒性，如氰化鉀及其他劇毒氰化物(Potass1-um cyanide, Cyanide) , 三氧化二砷及其他劇毒砷化物(Arsenictrioxide, Arsenic compound) , 二氯化汞及其他極毒汞鹽(Mercury(II) chloride, Mer-curic salt)等。這類試劑要置於陪涼乾燥處，鎖在專門的毒品櫃中，並必須由専責人員管理。品質控制部要建立劇毒類試劑的使用、消耗、廢物處理等標準操作稺序
	00O 2. 化學試劑的使用管理(i)有效顛．化學試劑的種類繁多，性質各異，有些非常穩定，有些受光、熱、空氣的影響曾產生分解、吸潮、撣發等變質現象。由於試劑縹籤上的有效期昰在末開封的狀態下的保質期，開瓶後是否也可以維持試劑的質量取決於貯存條件及使用頻率，因此，軾劑有效期除了參考縹籤／説明書提供的有效期外，更應關注試劑開瓶後的貯存期限。在使用前應注意觀察固體試劑是否有吸濕、潮解結塊現象，液體試劑是否有沉澱物、有顏色改變等，—旦有變化，不應再使用，以免對檢驗結果造成影饗。．對於縹準滴定溶液，應按照縹準規定的貯存條件進行貯存，除另有規定外，密封保存時閤—般不超過6個月，開封使用過的縹準滴定溶液保存時間—般不超過2個月（化頁出溶液後立即薏緊），出現渾濁、沉澱、顏色變化等現象時，應重新製備2。．其他的試劑溶液，除非有資料表明品質不曾發生變化，原則上可以參考縹準滴定溶液的保存期限。(ii)試劑瓶實驗室配製的試劑溶液應貯存於台適的誤劑瓶中，試劑瓶分為細口瓶(;J\O瓶）、廣口瓶（大口瓶）、滴瓶，應按用途恰當使用。玻璃磨口瓶要注意保持原裝配備的瓶塞。其他供參考的注意事項如下．．細口瓶用於存放液體試劑；．廣口瓶用於存放固體誤劑
	00O 3. 廢棄化學品的管理(i)收集願削．實驗室廢棄化學品在進行收集、混合之前，首先應針對性地瞭解化學品安全技術説明書(MSDS)中有關安全資料，然後才推行分類收集並標識，不明成分的廢棄化學品嚴禁和其他廢棄化學品混台收集。．廢棄的溶液應按縹準操作醒序的規定分類，如分為有機溶劑(Organicsolvents)廢液與無機溶劑(Inorganicsolvents)廢液等。注意高濃度的酸性液體(Acidicliquid)祀鹼性液體(Alkalineliquid)不能在末經稀釋的情況下混台，鼻亦不能將氧化性液體(Oxidizingliquid)祀還原性液體(Reducingliquid)進行混台。(ii)貯存要求．廢棄化學品的容吞應有明確的縹識，註明廢棄化學品的類別。．廢液應放在指定地點安全暫存，暫存處應有明顯縹識，符台安全要求。．盛裝廢液的容器應符台不洩漏，不與化台物發生反應，穩固不易傾倒的星要求，必須有清楚、明顯的標識，註明該廢液的名稱、組成、收集日期及專責人員簽名。．實驗室儀產如HPLC收集廢液的瓶子應有防止傾亻到的保護措施。．過期試劑，應按原包裝暫存，由持牌的化學廢物收集者回收處理。．酸類廢棄化學品應遠離活潑
	00O 4. 建立試劑使用管理的縹準操作幄序《指引》中3.30、6.26及8.33、8.34等多條涉及物料、試劑的貯存、使用和管理，因此品質控制實驗室應按相關的規定建立縹準操作鞋序並做好記錄。縹準操作程序中涉及的化學試劑、廢棄物管理等的內容應與實驗室實際情況相符，以保證實驗結果的可追溯性。相關程序內容包括但不限於：. 化學試劑、對照品、培養基等物淵的購置、接收、貯存、使用縹準操作幄序及記錄要求，. . 縹準操作禋序中應明確規定毒性化學品要單獨貯存（如用專門的鐵嶇），由專責人員管理，記錄領用數量和結存數量，縹準操作程序中應朗確廢棄化學品的管理要求，包括但不限於：oo 0 0 0 0 廢液的標籤輅式氘0內容；貯存廢液的容霎要求，例如應完好無缺、能夠密閉、不應滲漏、不與廢液發生反應、穩固不易傾渥、便於搬運等；適當的暫存地點，無機廢液不應與有機廢液涅台；過期的試劑應按原包裝報廢；及廢液應由持牌的化學廢物收集者接收處理。5. 人員培訓實驗人員的責任感、學識水平和瞼驗操作技能是實驗結果準確性的關鍵因素，實驗結果可以快速及準確取得對提高生產效率大有幫助。因此，進行針對性的培訓佖不可少，培訓內容包括但不限於'．針對試劑、對照品
	00O 6.GMP瞼查中關於試劑管理的缺失項目例子．毒性試劑「二氯化汞」與其他固體及液體試劑存放在同—試劑幟，沒有考慮其劇毒性而貯存在安全和分隔的地方。• 「氫氧化鈉溶液(6mol/L)」存放在玻璃容量瓶中，沒有按組關縹準操作規程的要求貯存於聚乙烯瓶中。. 「甲基紅指示液」巴沉澱變質；「硫代乙醯胺溶液」末按規定置冰箱中保存。．實驗室使用的純化水末有貼上適當的縹籤及末縹示有效期。．用於純化水易氧化物檢測的「高錳酸鉀滴定液(0.02mol/L)」未有精確縹鼻定濃度。．品質控制實驗室內的大蛹裝96%乙醇未有貯存在安全祀分隔的地方。．品質控制實驗室內缺乏明確的縹識，以顯示備有適當的容器貯存不同類別的待棄置化學廢料。推行製造中成藥必須依循生產質量管理規範為配台中藥組推行有關政策的建議，衞生署巴舉辦約40次關於GMP的簡介／~ 分享曾，出席約20次中藥團體1機疇的曾議、曾見約30個中成藥製造商介紹中藥組的建議及收集業界意見。此外，因應業界就推行GMP的關注，衞生署亦邀請不同機耦、藥廠、化驗所及業界代表分享經驗，並介紹政府可提供的協助。有關簡介／分享會的資料巳上載至管委會網頁(www.cmchk.org.hk/pcm/chi
	00O I (6) 衞生署出版香港中藥材縹準（第十期）| 衞生署於2020年12月公布出版《香港中藥材縹準》（《港縹》）第十期的三十—種常用藥軔的安全和品質的參考標準。衞生署在2002年開展了《港縹》計劃，目的為—些香港常用藥制制定安全性及品質方面的縹準。《港縹》溷蓋範圍主要包括—些京地常用、具較高經濟效益、在安全和品質方面備受國際關注的藥材，並以列於《條例》的藥祠為優先。遲同第十期的三十—種藥材，《港縹》計劃已公布三百三十種藥軔的參考縹準。另外，衞生鼻署於本冊新增網相色譜串聯質譜法(GC-MS/MS)供選擇作有機氯農藥殘留的測試，以推動及加強檢測技術的應用。此外，本冊亦收載了第三份動物塬性藥材專論，並應用脱氧核糖核酸(ONA)指紋圖譖技術來鑑定藥軔。負責研究工作的機耦分別為六問本地大學，包括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料技大學和香港大學，以及台灣的中圍醫藥大學。另外，由京地、內地和海外專家組成的園際專家委員會就《港縹》的原則、方法、參數，以及分析方法等提供意見。而政府化驗所則負責訂立重金屬、農藥殘留酊霉菌毒素的測定方法，並負責實驗室之間對比驗證工作。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龐l國家中
	00O (7) 「長者醫療券計劃」－給中藥材零售商的訊息政府在2009年推出長者醫療券計劃（「計劃」），資助台資咯長者使用私營基層醫療服務，包括註冊中醫在其專業執業範圍內，因應畏者的健康需要而提供的醫療服務及療程中處方的藥物，但醫療券不可用以純粹購買物品，例如藥物、眼鏡、海味、個人護理用品、畏品或醫療用品等。長者必須在親身接受已登記參與計劃的中醫所提供的醫療服務後，才可使用醫療券支付相關內服務費用。醫療券不可用以支付長者家人或其委托人士代為到診的醫療服務或配藥的費用。雖然已登記參與計劃的中醫可以授罐其註診的中藥軔零售商的職員，透過「資料輸入戶口」代其於醫健通（資助）系統輸入醫療券申報資料，但有關中醫仍須於該系統確認有關資料，並就該等通過其「服務提供者戶口」作出的醫療券申報負上責任。因此，參與計劃的中醫不應容許他人使用其「服務提供者戶口」及用以登入醫健通（資助）系統的認證保安編碼霎，就其沒有提供或並非由其色上專業責任的醫療服務作出醫療券申報。如參與計劃的醫療服務提供者或其相關璣請不遵守計劃協議的條款和條件，有關的醫療券甲報將不獲政府發還款項；如有關款項巴支付，政府亦霫向該服務提供者或相關機購追討相關款項。有關計劃的進—步資料，以及—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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