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表四	 中醫師的紀律個案 

圖表四(1) 	 2002年至 2013年接獲的紀律個案 

個案類別 年份
總計 

(見註釋)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i) 紀律操守 5 13 7 9 15 5 9 10 4 9 12 6 104 

(ii) 專業責任 0 3 14 24 15 12 10 34 26 27 50 28 243 

(iii) 專業道德 5 12 10 13 12 8 4 3 2 2 3 4 78 

(iv)
業務規範 21 36 33 41 17 24 27 20 32 27 31 43 352 

(v) 醫療行為 36 27 43 50 51 68 49 32 20 27 28 24 455 

(vi) 業務宣傳 186 181 219 72 55 26 22 10 56 193 101 64 1,185 

(vii) 其他 0 0 0 0 2 2 0 0 2 0 0 0 6
總計 253 272 326 209 167 145 121 109 142 285 225 169 2,423

圖表四(2) 	 2002年至 2013年審理的紀律個案

個案類別 

(見註釋)

接獲

個案

已審結個案
需於 2014年
跟進處理

不予進一步

處理
發出勸誡信 中醫組研訊 合計 

(i) 紀律操守 104 13 3 79 95 9 
(ii) 專業責任 243 135 81 9 225 18 
(iii) 專業道德 78 61 17 0 78 0 
(iv) 業務規範 352 125 186 19 330 22 
(v) 醫療行為 455 276 125 32 433 22 
(vi) 業務宣傳 1,185 359 790 21 1,170 15 
(vii) 其他 6 3 1 2 6 0
總計 2,423 972 1,203 162 2,337 86

註釋 

(i)	 紀律操守： 指中醫師必須遵守法律，如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犯有可判入獄的違法行為 (無論是否被判入獄)，或曾被裁定有專業上

失當行為，均須立即向中醫組報告。 

(ii)	 專業責任： 指中醫師必須承擔專業責任、耐心解釋病情、努力提高專業水平、確保執行職務時專業工作能力不受影響，以及

在有需要情況下適當地轉介病人等。



     

 

     

 

     

 

      

         

 
  

(iii)	 專業道德： 指中醫師不濫用專業身分、不洩露病人資料、不收取轉介病人的費用、符合病人醫療利益、不詆譭同業、不自我

標榜等。 

(iv)	 業務規範： 指中醫師應於顯眼地方張貼表列中醫通知書 /執業證明書、建立及保存病歷資料、不濫用藥物、須發出字體清晰及

符合守則規定的處方、不得發出虛假專業證明，以及表列中醫不可處方《中醫藥條例》附表 1列明的中藥材。 

(v)	 醫療行為： 指中醫師應以病人的最佳利益為前提、須掌握有關的知識和技能及適當地轉介病人、須通過專業訓練及在符合有

關醫療法例的規定下才可使用有關的檢查技術、應按傳統中醫藥學原則診治病人，以及不可使用其他專業治療方

法等。 

(vi) 業務宣傳： 指中醫師應向公眾提供符合守則規定的資料，包括標誌、招牌、文具、報章啟事、電話簿、互聯網網頁等。 

(vii) 其他 ： 指中醫師以欺詐手段或失實陳述取得註冊、在其註冊時並無資格註冊，以及曾報稱破產等。



  
  
  

 
  

  

 

 

  

 
   

 
   

 
  

  

 

 
   

 
    
    

 
  

  
 

 

 
  

   
   
 

 

 

 

 

 

圖表四(3) 中醫組於 2013年進行的紀律研訊個案 

(I) 註冊中醫個案 

(i)	 違規行為：

甲、未能選擇最能符合病人醫療利益的藥物，沒有對病人負起專業上的責任 ,紀律研訊個

案有 1宗, 中醫組的決定為把該名中醫師除名 1個月，但暫緩執行 3個月。

乙、配發的兩款中藥藥丸均被驗出含微量馬錢類生物鹼，沒有對病人負起專業上的責任 ,

紀律研訊個案有 1 宗, 中醫組的決定為把該名中醫師除名 6 個月，但暫緩執行 24 個
註月。

丙、處方未能符合專業標準，濫用藥物 ,紀律研訊個案有 1 宗, 中醫組的決定為把該名中

醫師除名 1個月，但暫緩執行 12個月。

丁、在沒有持有有效執業證明書的情況下作中醫執業 , 紀律研訊個案有 1宗, 中醫組的決

定為譴責該名中醫師。

戊、為病人治療期間，替其作針筒注射 , 紀律研訊個案有 1宗, 中醫組的決定為不成立個

案。 

(ii) 曾犯可處監禁罪行：

甲、出售未經註冊的中成藥及出售的藥物的性質、物質或品質與購買人所要求者不符 , 紀
律研訊個案有 1宗, 中醫組的決定為把該名中醫師除名 6個月，但暫緩執行 24個月。
註

乙、沒有按照處方銷售附表 I的中藥材, 紀律研訊個案有 1宗, 中醫組的決定為譴責該名

中醫師。

丙、銷售沒有加上標籤的藥物 , 紀律研訊個案有 1宗, 中醫組的決定為譴責該名中醫師。

丁、不小心駕駛 , 紀律研訊個案有 1宗, 中醫組的決定為警告該名中醫師。 

(II) 表列中醫個案 

(i) 違規行為：

甲、處方的外用藥膏中含《中醫藥條例》附表	 1 中藥材雄黃及處方的藥丸被驗出水銀含
量超出註冊中成藥的標準, 紀律研訊個案有 1 宗, 中醫組的決定為把該名中醫師除

名。 

(ii)	 曾犯可處監禁罪行：

甲、猥褻侵犯 ,紀律研訊個案有 2宗, 中醫組的決定為把該兩名中醫師除名。

乙、普通襲擊 ,紀律研訊個案有 1宗, 中醫組的決定為把是次研訊個案記錄在案。

丙、沒有按照處方銷售附表 1 中藥材及沒有確保在貯存中藥材的容器的顯眼位置印刷或
附貼上貯存其內的藥材的名稱 ,紀律研訊個案有 1 宗, 中醫組的決定為把是次研訊個

案記錄在案。 

2013年中醫組進行共 14宗紀律研訊個案，共涉 13名中醫師 ,。其中裁決為除名或設有期限
的除名有 4名中醫師 (31%), 設有除名期限及緩刑期限的除名有 2名中醫師 (15%),3名中醫師 

(23%)為譴責 , 1名中醫師 (8%)為警告， 2名中醫師 (15%)為記錄在案，而個案不成立的則有 1 



 
 

  
  

 

 
 

 
  

 

名中醫師(8%)。

註 : 1名註冊中醫涉及 2宗紀律個案，經中醫組研訊後，決定把該名中醫師除名 6個月，但暫緩執行 24個月。
圖表四(4) 中醫組於 2002年至 2013年接獲需考慮是否研訊的註冊申請個案

中醫組的決定： 

個案類別 接獲個案 無須研訊而 接納申請人 研訊後獲 研訊後遭 需於 2014 年
獲批准註冊 撤回註冊申請 批准註冊 拒絕註冊 跟進處理  

(i) 曾犯可處監禁罪行  154  92  7  40  15*  0  

(ii) 曾被裁定專業失當行
2  1  1  0  0  0  

為  

(iii) 以欺詐手段或失實陳
4  0  2  0  2  0 

述尋求取得註冊  

總計  160  93(58.1%)  10(6.3%)  40(25.0%)  17*(10.6%)  0  

*其中 4人經向管委會上訴後，其註冊申請獲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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