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業支援計劃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資助計劃」
(A1-1, A1-2, A1-3計劃)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資助計劃(A1-1, A1-2, A1-3計劃)為中醫師及中藥從業
員等申請者提供財政支援，修讀合資格培訓課程1提升專業能力。

簡介

計劃的主要資助對象的資格如下︰

有關「合資格培訓課程」之名單，請參閱上載於基金網站的已登記培訓課程。

「合資格培訓課程名單」
 請瀏覽基金網站：

a) 香港居民；及
b) (i) 中醫師—須為持有有效的執業證明書的中醫師及根據《中醫藥條例》(第

549章)下的註冊或表列的中醫；或
 (ii) 中藥從業員—須為領有根據《中醫藥條例》所發出的中藥材零售、中藥材

批發、中成藥批發、中成藥製造業務牌照的中藥商的僱員或於中醫診所從
事中藥工作之人員，並從事中藥相關工作及具備相關背景／經驗；或在中
藥相關團體／機構(如中醫藥教育、科研／檢測機構等)從事中藥相關工作及
具備相關背景／經驗的人員。

a) 填妥的申請表格(申請表格可向基金執行機構索取或從網站下載) ；
b) 申請者的香港身份證副本；
c) 申請者資格證明文件(有效的中醫師執業證明書及根據《中醫藥條例》(第549章)
下的註冊或表列的證明文件；或領有根據《中醫藥條例》所發出的中藥材零售
、中藥材批發、中成藥批發、中成藥製造業務牌照的中藥商的僱員或於中醫診
所／中藥相關團體／機構從事中藥相關工作之人員的工作證明／有關團體／機
構的會員證明或推薦信) ；

d) 課程收據及完成課程的證明文件；
e) 載有申請者姓名、帳戶號碼及銀行名稱／銀行編號的銀行存摺首頁或月結單副
本。

申請資格

申請者可透過紙本申請表格或中醫藥從業員培訓資助計劃網上登記系統
兩種途徑遞交申請。

申請者須向基金執行機構遞交以下文件︰

申請流程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資助
計劃網上登記系統





有關申請資助的手續和相關條件，詳情請參閱「中醫藥發展基金–企業支援計劃：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資助計劃』申請資助指引」。如本章程所載資料與基金網站發布
資料原文所載者有任何差異，須以基金網站發布資料原文為準。



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4計劃)

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A1-4計劃)為申請人提供財政支援，以
改善中醫診所的設施，包括優化病歷系統、提升臨床操作的安全和
衞生、加強應對傳染病的相關感染控制的設備，以保障中醫診所內
的人員及病人的健康，及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中醫服務。

申請者須填妥申請表格，連同有關證明文件，親身、郵寄或以電子方
式遞交予中醫藥發展基金秘書處。申請詳情請參閱上載於基金網站
(www.CMDevFund.hk)的申請資助指引。如本章程所載資料與基金網
站發布資料原文所載者有任何差異，須以基金網站發布資料原文為準。

計劃的資助對象為個人開設，且有固定地址，並專用於中醫診症的
中醫診所。每間合資格個人開設的中醫診所可提交多於一次申請，
惟同一申請人的總資助額上限維持為$25,000港元。

簡介

申請資格

申請流程

申請機構遞交申請

基金執行機構審批

通知申請結果

如獲批，申請機構開始按採購要求開始採購程序，
並完成資助協議上所有改善項目

申請機構按資助協議於時限內遞交發還款項申請表格，申請發還款項

在符合資助款項發放的相關條件下，款項將發還予申請機構



● 申請資助的設備必須為「合資格診所設施項目名單」內的項目類別
● 受資助設備或改善項目必須設置或使用於申請資助的中醫診所之內
● 申請機構須承諾在項目完成後繼續營運有關中醫診所並使用該獲資
助的軟件或硬件至少一年。

申請資助的設備或改善項目必須符合以下最少一項原則︰
● 能優化中醫病歷系統
● 能提升中醫臨床操作的安全性
● 能提升中醫臨床操作的衛生
● 能提升中醫診所防控傳染病的能力
● 能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中醫服務(包括系統化及現代化等提升中醫
服務質素的方法)

● 能提升中醫診所配發中藥材的質量

一般項目的資助額為實際費用的50% 
(若所購置的項目為「中藥貯存及相關設備」(A1-06)及
符合項目「能提升中醫診所配發中藥材的質量」之資助原則，
有關項目最高可獲實際費用的80%資助)

同一申請者／機構最多可獲$25,000港元資助

12個月內

項目概覽

計劃要求

資助原則

資助比例

資助上限

完成時間



申請機構必須申請添置本計劃「合資格診所設施項目名單」內的項
目類別(清單內的硬件設備可因應情況作出更新，合資格診所設施項
目以中醫藥發展基金網頁版本為準)。

項目範圍

「合資格診所設施項目名單」註1

電腦硬件(如桌上、手提或平板電腦)和相關軟件(如作業系統、防毒軟
件)，如同意安裝由政府提供的「醫承通」將獲優先考慮 註2

煎藥設備

製劑設備

電針機

頻譜治療儀(神燈)

中藥貯存及相關設備 註3

藥粉包裝機

診療床及醫用設備 註4

治療用具清潔及消毒設備

診所清潔、消毒、通風或改善空氣質素相關設備 註5

診所感染防控相關設備

艾灸相關的項目

拔罐相關的項目

中藥配劑相關設備

骨傷/跌打治療相關設備 註6

臨床診斷相關設備 註7A1-16

A1-15

A1-14

A1-13

A1-12

A1-11

A1-10

A1-09

A1-08

A1-07

A1-05

A1-04

A1-03

A1-02

A1-01

A1-06



註1 一般而言，消耗品申請不會獲得資助。

註2 由政府開發供中醫診所採用的臨床管理系統，具備接駁至電子健康
紀錄互通系統和互通資料的功能，以便中醫診所參加互通系統和上
載資料。有關安裝「醫承通」的電腦基本配備要求，請參閱基金網
站(www.CMDevFund.hk)。

註3 若相關設備符合「項目能提升中醫診所配發中藥材的質量」之資助
原則，有關項目最高可獲80%配對資助(由2021年3月22日起)。相關
設備名單如下:
- 倉庫檢測和調節溫度及濕度的設施：如環境監測控制管理系統、空調機、
溫濕度計、抽濕機、警報系統等

- 倉庫通風和避免陽光直射的設施

- 倉庫防蟲、防鼠、防潮、防霉和防火等設施：如擋鼠板、捕鼠器、滅蠅器等

- 冷藏設施及設備

- 防止混亂和交叉污染的設施及設備

- 藥斗或其他藥材貯存設備

註4 醫用設備包括電熱墊及醫用屏風(屏風須採用抗菌及不易燃物料，
並且容易清潔和能耐受常用消毒劑和清水清洗)(2021年12月優化內
容)。

註5 就空氣淨化設備而言，申請人需在申請時提供相關產品說明資料，
當中需提及有關型號的空氣淨化技術規格及/或效能。

註6 骨傷/跌打治療相關設備包括移動頸椎牽引器、超聲波/中頻電治療
儀、射頻熱療儀。

註7 臨床診斷相關設備包括血壓計、聽診器、血氧儀及「X光片觀片箱」

如本章程所載資料與基金
網站發布資料原文所載者
有任何差異，須以基金網
站發布資料原文為準:

了解獲資助項目:







20A2C002

20A2C003

20A2C006

20A2C008

22A2C001

「合資格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系統優化顧問服務提供者名單」

登記編號 機構名稱

黃氏國際藥業有限公司

領楓顧問有限公司

成樂醫藥顧問有限公司

康溢醫藥有限公司

健馥顧問有限公司







19A3C0001

19A3C0002

19A3C0003

19A3C0004

19A3C0005

19A3C0007

19A3C0009

19A3C0010

20A3C0001

20A3C0002

20A3C0003

20A3C0004

20A3C0005

21A3C0001

21A3C0002

「合資格中成藥註冊顧問服務提供者名單」

登記編號 機構名稱

博特生物藥用科技有限公司

艾爾奇有限公司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工業發展基金有限公司

康溢醫藥有限公司

景豐香港貿易有限公司

香港中成藥商會有限公司

香港中藥業協會有限公司

健絡通藥業有限公司

黃氏國際藥業有限公司

捷成有限公司

香港忠信製藥廠有限公司

漢方醫藥有限公司

譽安藥物註冊有限公司

成樂醫藥顧問有限公司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有限公司



19A3L0001

19A3L0002

19A3L0003

19A3L0004

19A3L0005

19A3L0006

19A3L0007

20A3L0001

22A3L0001

22A3L0002

「合資格中成藥註冊化驗服務提供者名單」

登記編號 機構名稱

香港標準及檢定中心有限公司

ALS Technichem (HK) Pty Limited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工業發展基金有限公司

佳力高試驗中心有限公司

香港通用檢測認證有限公司

威發藥品檢定中心有限公司

廣州國標檢驗檢測有限公司

天祥公證行有限公司

深圳順承中藥檢驗技術有限公司

歐陸分析技術服務（蘇州）有限公司



改善倉庫管理、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 (A4計劃)

改善倉庫管理、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A4計劃)主要為合資格的中藥
材批發商和中藥材零售商提供財政支援添置相關設備，以提升在處
理、貯存和運送中藥時的效率和安全性，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中醫
藥服務。

申請機構須填妥申請表格，連同相關證明文件，以親身、郵寄或電子
方式遞交予中醫藥發展基金秘書處。申請詳情請參閱基金網站
(www.CMDevFund.hk)的申請資助指引。如本章程所載資料與基金網
站發布資料原文所載者有任何差異，須以基金網站發布資料原文為準。

計劃的資助對象為根據《中醫藥條例》(第549章)所發出的中藥材批
發或中藥材零售牌照的持有人。個人開設的中藥材批發商或中藥材
零售商會優先予以資助。

簡介

申請資格

申請流程

申請機構遞交申請

基金執行機構審批

通知申請結果

如獲批，申請機構開始按採購要求開始採購程序，
並完成資助協議上所有改善項目

申請機構按資助協議於時限內遞交發還款項申請表格， 申請發還款項

在符合資助款項發放的相關條件下，款項將發還予申請機構



申請機構必須申請添置本計劃「合資格改善倉庫管理、物流和服務項目
名單」內的項目類別。

項目概覽

項目範圍

A4-A-01

A4-A-02

A4-A-03

A4-A-04

A4-A-05

A4-A-06

A4-A-07

「合資格改善倉庫管理、物流和服務項目名單」註8

A4-A「中藥材貯存相關設備」註9

倉庫檢測和調節溫度及濕度的設施：如環境監測控制管理系統、
空調機、溫濕度計、抽濕機、警報系統等

可供中醫藥條例(第549章)下附表1藥材獨立存放的設施
(此項適用於經營附表1藥材的中藥材批發商或零售商)

倉庫防蟲、防鼠、防潮、防霉和防火等設施：如擋鼠板、捕鼠器、
滅蠅器等

倉庫通風和避免陽光直射的設施

冷藏設施及設備

防止混亂和交叉污染的設施及設備

藥斗或其他藥材貯存設備

● 申請資助的設備必須為「合資格改善倉庫管理、物流和服務項目名
單」內的項目類別

● 申請機構須承諾在項目完成後繼續營運有關業務並使用該獲資助的
軟件或硬件至少一年

申請資助的項目必須符合以下最少一項原則︰
● 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時的安全性/品質
● 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時的效率
● 能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中醫藥服務

一般項目的資助額為實際費用的50% 
(若所購置的項目屬「中藥材貯存相關設備」(A4-A類)及
符合「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時的安全性/品質」之
資助原則，資助比例則為實際費用的80%，並獲優先處理)

每間合資格申請機構資助額上限為$100,000

12個月內

計劃要求

資助原則

資助比例

資助上限

完成時間



註8 一般而言，消耗品申請不會獲得資助。
註9 若相關設備符合「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時的安全性/品

質」之資助原則，有關項目最高可獲80%配對資助。
註10 就空氣淨化設備而言，申請人需在申請時提供相關產品說明資料，

當中需提及有關型號的空氣淨化技術規格及或效能。

註11 為配合相關系統的使用，申請人可在計劃下申請資助以購置電腦硬
件(如桌上、手提或平板電腦)和相關軟件(如作業系統、防毒軟件)

如本章程所載資料與基金網站
發布資料原文所載者有任何差
異，須以基金網站發布資料原
文為準:

了解獲資助項目:

A4-B-01

A4-B-02

A4-B-03

A4-B-04

A4-B-05

A4-B-06

A4-B-07

A4-B-08

A4-B-09

A4-B-10

A4-B-11

「合資格改善倉庫管理、物流和服務項目名單」註8(續)

A4-B 其他設備

為防止因藥材/飲片的交付和運輸所涉及的一般風險而引致的滲漏和
污染的設備

物流管理系統註11：如無線射頻辨識技術、條碼掃描器及條碼、標籤
管理系統及標籤打印機等相關硬件

調配藥材的工具及設備：如計量器具、搗碎藥材飲片的器具等
(只限中藥材零售商)

倉庫照明設施

保持處所衞生的工具及設備註10

運貨工具及設備：如手推車、唧車等

鑒別藥材/飲片真偽、優劣或進行日常品質檢查的工具及設備

藥材的交易紀錄系統註11 (包括購買及銷售)

煎藥的設施及設備(只限可進行配發業務的中藥材零售商)

配發藥材的紀錄系統註11 (只限可進行配發業務的中藥材零售商)

炮製藥材的設施及設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