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2018年的«財政預算案»中，預留了5億元成
立中醫藥發展基金（基金），以促進香港中醫藥界的發展，並提
高業界整體水平。

‒基金由食物及衞生局轄下的中醫藥處負責統籌及監管，香港生產
力局為基金的執行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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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框架

*  會按需要更新及加入其他項目

中醫藥

從業員培訓

及

改善中醫診所

設施

資助計劃

中成藥

生產質量

管理系統

優化資助

計劃

中成藥註冊

支援計劃

改善倉庫管

理、

物流和服務

資助計劃

中醫藥

行業培訓

資助計劃

及

中醫藥推廣

資助計劃

中醫藥應用

調研及研究

資助計劃

中醫藥

資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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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推出



企業支援計劃



企業支援計劃—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資助計劃

(A1-1, A1-2, A1-3)



目的
•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資助計劃主要資助中醫師及中藥從業員等參加合資格課程，包
括已獲資歷架構認可的培訓課程、包含評估的培訓課程或可獲發培訓證書的進修
課程及進修有關中醫藥學的持續進修課程等。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合資格申請人
• 香港居民

• 中醫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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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藥從業員—具備相關背景/經驗的中藥材零售商、中藥材批發商、中成藥批發商
或中成藥製造商的僱員或於中醫診所、中藥相關團體/機構 (如中醫藥教育、科研/
檢測機構等)從事中藥相關工作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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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從業員培訓資助計劃 (A1-1, A1-2, A1-3)



項目範疇

• 涵蓋資助項目

‒ 資歷架構認可培訓課程 (A1-1)；

‒ 包含評估的培訓課程 (A1-2)；及

‒ 一般進修課程 (A1-3)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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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從業員培訓資助計劃 (A1-1, A1-2, A1-3)



• 中醫師

資歷架構認可培訓課程 (A1-1) 包含評估的培訓課程 (A1-2) 一般進修課程 (A1-3)

課
程
要
求

― 符合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醫
組訂定的註冊中醫進修中醫藥學
(CME)要求；及

― 資歷架構級別4或以上的課程(例
如高級文憑或以上)

― 符合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醫
組訂定的註冊中醫進修中醫藥學
(CME)要求；及

― 具「合適的評估方法」

― 符合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醫
組訂定的註冊中醫進修中醫藥學
(CME)要求

資
助
比
例

― 學士或以下的課程(資歷架構級

別5或以下) :  90%
― 碩士或以上的課程(資歷架構級

別6或以上) :  60%

90% 90%

資
助
上
限

每申請人$60,000 每申請人$25,000
(每課程上限為$5,000)

每申請人兩年內總上限為

$1,000
(最多可分為兩階段；申請人須一年
內申請首階段發還至少$500)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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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從業員培訓資助計劃 (A1-1, A1-2, A1-3)



• 中藥從業員

資歷架構認可培訓課程 (A1-1) 包含評估的培訓課程 (A1-2) 一般進修課程 (A1-3)

課
程
要
求

― 由「中藥進修課程提供機構」舉
辦

― 課程主要內容符合「中藥從業員
進修範圍」；及

― 資歷架構級別2或以上的課程(例
如證書或以上)

― 由「中藥進修課程提供機構」舉
辦

― 課程主要內容符合「中藥從業員
進修範圍」；及

― 具「合適的評估方法」

― 由「中藥進修課程提供機構」舉
辦；及

― 課程主要內容符合「中藥從業員
進修範圍」

資
助
比
例

― 學士或以下的課程(資歷架構級

別5或以下) :  90%
― 碩士或以上的課程(資歷架構級

別6或以上) :  60%

90% 90%

資
助
上
限

每申請人$60,000 每申請人$25,000
(每課程上限為$5,000)

每申請人兩年內總上限為

$1,000
(最多可分為兩階段；申請人須一年
內申請首階段發還至少$500)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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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從業員培訓資助計劃 (A1-1, A1-2, A1-3)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資助計劃 (A1-3課程)

1. 開立帳戶

• 申請培訓資助者在修讀課程前須先開立資助帳戶以確
認其資格

• 可透過網上系統或紙本申請

• 基金執行機構審核後，將透過郵寄或電郵方式向申請
人發出已列明帳戶正式生效日期的通知信函

2. 修讀課程
• 申請人在成功開立資助帳戶後，可自行修讀基金認可的A1-3合資格課程
而無需作任何登記

• 原則上獲批核合共港幣1,000元的資助上限
• 修讀課程時須保留學費收據及修畢課程的證明文件(如學分證書等)

3.申請發還資助

• 申請人於首年須申請發還至少港幣500元資助，如首年申
請的資助少於港幣500元，餘額不能於第二年申請發還

• 填妥網上/紙本申請表，連同相關證明文件遞交基金執行
機構

• 資助款項會以銀行過戶方式發還有關申請方法、資助詳情
及合資格課程名單，請參
閱基金網頁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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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從業員培訓資助計劃 (A1-1, A1-2, A1-3)

立即開立資助帳戶
即可原則性獲批
A1-3課程的

$1,000資助上限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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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資格的
申請人將獲
電郵/郵件通
知已成功開
立資助帳戶

遞交申
請

申請人須於
課程開課日
前提交課程
登記申請

報讀課
程(A1-
1/A1-2)

填寫發還款
項申請表格
並提交相關

文件

申請發
還款項

• 所需文件：身分證副
本、中醫師執業證明
書／中藥從業員證明
文件。

• 文件齊備後，約需一
個月時間處理申請

• A1-3課程申請人毋須
預先登記擬修讀之課
程，待修畢課程後直
接申請發還款項

申請流程：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資助計劃 (A1-1, A1-2, A1-3)

• 相關文件包括：課程
收據、完成/部分完
成課程的證明文件、
載有申請人姓名的銀
行賬戶文件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12

網上申請系統更新功能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資助計劃 (A1-1, A1-2, A1-3)



申請注意事項：

• 遞交紙本申請時，請同時提交香港身份證副本及資格證明文件（例如：中醫師執業
證明書、中藥從業員工作證明）

• 如未能於網上系統上載證明文件，可把證明文件電郵至enquiry_esp@cmdevfund.hk

 資歷架構認可的培訓課程(A1-1課程)及包含評估的培訓課程(A1-2課程)的申請需於課
程開課前登記課程。如申請人在課程開課日後遞交申請，基金執行機構有權不受理
有關申請。

• 多數課程的資助比例為 90% （資歷架構級別6或以上的A1-1課程為60%）， 申請發
還款項時請按比例填寫，例如：已繳付課程費用$50.9 × 90% = $45.81（實際獲資
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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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資助計劃 (A1-1, A1-2, A1-3)



中醫執業資格試應屆考生及中藥相關課程應屆畢業生申請資助要求

• 接受延遲提交個人申請資格證明文件

中醫執業資格試應屆考生

 申請人須於應考中醫執業資格試該年的12月31日或之前，或秘書處指定時
限內交回有關資格證明文件

中藥相關課程應屆畢業生

 申請人須於中藥相關課程畢業後的6個月內或秘書處指定時限內交回有關資
格證明文件（中藥從業員工作證明文件）

註：申請時須提交在學/畢業證明、報考中醫執業資格試的證明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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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從業員培訓資助計劃 (A1-1, A1-2, A1-3)

新安排



中醫執業資格試應屆考生及中藥相關課程應屆畢業生申請資助要求

• 豁免於課程開課日期前提交報讀課程申請之要求

申請在畢業日期至上述遞交資格證明文件的限期內報讀合資
格課程，可獲豁免於課程開課前提交登記課程的要求。

• 申請是否獲基金受理，及申請人最後是否能獲得資助，將視乎基
金審批結果而定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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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從業員培訓資助計劃 (A1-1, A1-2, A1-3)

新安排



常見問題
1. 如何申請中醫藥從業員培訓資助計劃？

• 於中醫藥從業員培訓資助計劃網上登記系統進行登記，現已增設文件上載功能或;

• 電郵或郵遞申請表格和相關文件至中醫藥發展基金執行機構 (地址: 香港九龍達之路78號生產
力大樓)

2. 在修讀合資格課程後，應何時向基金執行機構提交收據及相關文件?

• 資歷架構認可培訓課程(A1-1課程)/ 包含評估的培訓課程(A1-2課程)資助之申請者 : 課程開
課後14個月內提交收據及完成課程的證明文件；若課程為期1 年以上，須每年提交課程收據、
完成/ 部分完成課程的證明文件，以獲批准

• 一般進修課程(A1-3課程) 資助之申請者：在資助申請接納後的兩年內完成資助培訓課程，
最多可分兩階段申請發還資助，首階段為一年內的申請，而第二階段為第二年內的申請，須
於每階段完成課程後兩個月內提交收據及相關證明文件，以獲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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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A1)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資助計劃 (A1-1, A1-2, A1-3)



企業支援計劃—
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4)



目的

• 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為申請人提供財政支援，以優化病歷
系統，提升臨床操作的安全和衛生，加強應對傳染病的相關感染
控制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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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合資格機構
• 中醫診所
‒ 須為註冊/表列中醫師在執業過程中專用的處所；及
‒ 須有固定地址；及
‒ 須由註冊/表列中醫師以個人開設(非集團)的模式經營。

18

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A1-4)



資助比例及上限

資助比例

 一般項目: 50%

 若所購置的項目為「中藥貯存及相關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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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助上限 每間個人開設的中醫診所 $25,000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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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A1-4)

提高「中藥貯存及相關設
備」的資助比例至最高80%



資助原則
申請項目必須符合以下最少一項原則

i. 項目能優化中醫病歷系統；或

ii. 項目能提升中醫臨床操作的安全性；或

iii. 項目能提升中醫臨床操作的衛生；或

iv. 項目能提升中醫診所防控傳染病的能力；或

v. 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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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項目能提升中醫診所配發中藥材的質量

‒ 項目必須為「合資格診所設施項目名單」中所列之設施類別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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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A1-4)



資助項目範圍

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A1-4)

「合資格診所設施項目名單」
A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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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醫療
資訊系統連接部件」將獲優先考慮

A1-09 治療用具清潔及消毒設備

A1-02 煎藥設備 A1-10 診所清潔、消毒、通風或改善空氣質素相
關設備*

A1-03 製劑設備 A1-11 診所感染防控相關設備

A1-04 電針機 A1-12 艾灸相關的項目

A1-05 頻譜治療儀(神燈) A1-13 拔罐相關的項目

A1-06 中藥貯存及相關設備 A1-14 中藥配劑相關設備

A1-07 藥粉包裝機 A1-15 骨傷/跌打治療相關設備

A1-08 診療床 A1-16 臨床診斷相關設備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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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擴闊資助範圍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合資格診所設施項目名單」 參考例子

A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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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醫療資訊
系統連接部件」將獲優先考慮

• 桌上、手提或平板電腦
• 鍵盤
• 手寫板
• 滑鼠
• 顯示屏
• 打印機

• 路由器
• 外接式硬碟
• 中醫診症軟件
• 中醫診所管理病歷系統
• 辦公室軟件
• 電腦防毒軟件

A1-02 煎藥設備 • 中醫煎藥機 • 自動煎藥包裝機

A1-03 製劑設備
• 中藥粉碎機
• 中藥用壓片機

• 電子磅

A1-04 電針機 • 電針機 • 針灸儀

A1-05 頻譜治療儀(神燈) • 頻譜治療儀 • 紅外線燈

A1-06 中藥貯存及相關設備^
• 中藥貯存櫃
• 抽濕機

• 中藥貯存雪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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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A1-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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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設備名單可參閱中醫藥發展基金網站(www.CMDevFund.hk)。

http://www.cmdevfund.hk/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合資格診所設施項目名單」 參考例子

A1-07 藥粉包裝機
• 藥粉包裝機
• 藥粉混合機

• 真空封口機

A1-08 診療床
• 診療床
• 針灸治療床

• 整脊治療床

A1-09 治療用具清潔及消毒設備 • 烘乾消毒器 • 紫外線消毒機

A1-10
診所清潔、消毒、通風或改
善空氣質素相關設備*

• 消毒紫外線燈
• 空氣淨化機*

• 自動感應洗手機

A1-11 診所感染防控相關設備 • 接觸性體溫計 • 非接觸式探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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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空氣淨化設備而言，申請人可參考食物環境衞生署公布之「符合用於餐飲業務指定規格的空氣淨化
設備資料」清單(網址：https://www.fehd.gov.hk/english/licensing/guide_general_reference/list_air-
changes_purification.pdf)；申請人亦可建議在上述清單以外的其他空氣淨化設備型號，惟需在申請時提
供附加資料，以證明有關型號的空氣淨化技術規格及預期換氣效能(以《空氣淨化器》國家標準或美國
家電製造商協會所制定的潔淨空氣量 /潔淨空氣輸出比率(Clean Air Delivery Rate)測試標準作比較)與上述
清單所載的型號相若。

已擴闊資助範圍

https://ap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www.fehd.gov.hk/english/licensing/guide_general_reference/list_air-changes_purification.pdf&data=04|01|alanawan@hkpc.org|5214a96092de42656ccd08d944e545be|07373b9f47dd4621ad2ce5bbfc8863f2|0|0|637616574359369898|Unknown|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1000&sdata=I3lvOYRXwp1PREiK/IjJ4lFi1mq4EBSXm%2BivfSsvDYY%3D&reserved=0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合資格診所設施項目名單」 參考例子

A1-12 艾灸相關的項目 • 艾灸器 • 電熱艾灸儀

A1-13 拔罐相關的項目 • 拔罐器

A1-14 中藥配劑相關設備 • 電子磅 • 掃瞄器

A1-15 骨傷/跌打治療相關設備
• 移動頸椎牽引器
• 射頻熱療儀

• 超聲波/中頻電治療儀

A1-16 臨床診斷相關設備
• 血壓計
• 血氧儀

• 聽診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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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擴闊資助範圍



審批時間

•就申請所需文件齊備的申請，執行機構約需兩至三個月時
間處理申請*。

項目時間

•須於12個月內完成。

此輪申請截止日期: 2021年7月30日

下一輪申請截止日期: 2021年10月30日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 有關時間僅供參考，因應每宗申請的個別情況及項目整體收到申請數目的情況，所需時間或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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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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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獲基金
執行機構審
批後以書面

通知，申請

機構簽署資
助協議

遞交申
請

申請項目必
須於按照資
助協議的協
定期限內完

成

開始採
購程序

填寫發還款
項申請表格
並提交相關

文件

申請發
還款項

• 文件齊備後，約需三
個月時間處理申請

• 申請機構遞交申請時，
只須提交一份該設施
的參考報價

• 申請人應至少收到兩
份以上的書面報價，
並必須接納報價最低
的合資格者。如未能
在市場上找到兩個報
價，申請者必須在發
還款項申請表格提供
充份理據。

申請流程：



申請注意事項：

• 在本資助計劃下，個人開設的中醫診所定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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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中醫在其執業過程中專用的處所」。如中醫師為診所僱員而非
中醫診所負責人，或申請機構涉及其他業務，均不符合申請資格。

• 採購程序在申請項目獲基金執行機構審批後方可進行。若申請人
於遞交申請前已經購買設施，該設施將不會獲得資助。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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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注意事項：

一般而言，消耗品申請不會獲得資助。

每位申請人可為一間個人開設的中醫診所提交多於一次申請，惟
同一申請人的總資助額上限維持為$25,000港元。

如申請機構同意安裝由政府提供的「中醫醫療資訊系統連接部件」
(CMIS on-ramp) 的項目，該申請機構的申請將獲優先考慮。

執行機構根據審批準則，並參考申請機構提交之申請表及初步報
價等資料，以確定有關申請資助的項目為符合準則的申請。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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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申請次數限制



申請注意事項：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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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考慮資助項目僅限於同意安裝由政府提供的「中醫醫療
資訊系統連接部件」的電腦硬件申請。若不打算安裝此部件，

電腦硬件的申請需於表格第６頁「其他資助項目」填寫



申請注意事項：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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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根據「合資格診所設施項目
名單」填寫適當項目編號



申請注意事項：

• 遞交申請時．請確保申請表格第10頁之「申請所需文件」均已齊備。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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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緊記提供獨立經營證明



申請常見問題

• 我的診所是否於遞交申請時，需要提供兩份或以上的報價？

‒ 否。申請機構遞交申請時，只須提交一份該設施的參考報價。申請機構可提供
該照片、網上截圖或宣傳單張作為參考報價。參考報價必須清晰顯示該設備的
型號及金額。申請人自行手寫金額則不能視作參考報價。如參考報價從非本地
供應商取得，請 閣下於填寫申請表時把服務支出兌換為港元並提供匯率證明。

‒ 申請獲批後，申請人需根據「申請資助指引」內第3.5節所列明的採購程序進
行採購工作。每宗採購總值不超過 5 萬港元時，申請者應邀請至少兩個供應商
／服務提供者／ 顧問／承判商或出租商提交書面報價，並必須接納報價最低
的合資格者。當有關項目總值超過 5 萬港元但不多於 20 萬港元時，申請者應
邀請至少三個供應商／服務提供者／顧問／承判商或出租商提交書面報價，並
必須接納報價最低的合資格者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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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常見問題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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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診所可否從非本地供應商購買設施？

• 可以。申請機構須確保該非本地供應商可提供書面報價。書面報價須載有：
1) 產品名稱、2) 產品數量、3) 產品價錢、4) 供應商名稱、5) 供應商聯絡方
法(如電話或電郵)、6) 報價單發出日期。

• 如申請時的參考報價從非本地供應商取得，請 閣下於填寫申請表時把服務
支出兌換為港元並提供匯率證明。



申請款項發還注意事項:

• 完成所有改善項目後，申請機構須填寫發還款項申請表格 (包括
改善項目報價資料)，將申請表格連同以下相關文件提交至中醫藥
發展基金執行機構：
• 診所設施項目收據副本，

• 診所內軟件或硬件已完成的照片，

• 載有申請機構名稱、帳戶號碼及銀行名稱的銀行存摺首頁或月結單副本，

• 中醫醫療資訊系統連接部件特許協議[1]。

[1] 只適用於同意安裝「中醫醫療資訊系統連接部件」的機構。醫院管理局人員將主動聯
絡閣下簽署協議和跟進安裝事宜。如申請機構同意安裝由政府提供的「中醫醫療資訊系
統連接部件」，於申請發還款項時未能提交特許協議，將不獲發放資助款項。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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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owerpoint.officeapps.live.com/pods/ppt.aspx?wdPodsUrl=https://powerpoint.officeapps.live.com/pods/&wdPopsUrl=https://powerpoint.officeapps.live.com/&fastBoot=true&sw=762&sh=471&thPanel=524&ro=false&sftc=1&NoAuth=1&jsApi=1&jsapiver=v1&fileName=CMDF (22 Jul 2021).pptx&wdoverrides=devicepixelratio:1.25,RenderGifSlideShow:true&ui=en-US&rs=en-US&mscc=1&wdOrigin=DocLib&postMessageToken=39B1DA9F-90EA-0000-A0F4-EF131E8A270D&wdEnableRoaming=1&fs=1232681&hid=39B1DA9F-90EA-0000-A0F4-EF131E8A270D&usid=fcafe863-5336-4377-def3-c75a98f325b3&fileGetUrlBool=true#_ftn1
https://powerpoint.officeapps.live.com/pods/ppt.aspx?wdPodsUrl=https://powerpoint.officeapps.live.com/pods/&wdPopsUrl=https://powerpoint.officeapps.live.com/&fastBoot=true&sw=762&sh=471&thPanel=524&ro=false&sftc=1&NoAuth=1&jsApi=1&jsapiver=v1&fileName=CMDF (22 Jul 2021).pptx&wdoverrides=devicepixelratio:1.25,RenderGifSlideShow:true&ui=en-US&rs=en-US&mscc=1&wdOrigin=DocLib&postMessageToken=39B1DA9F-90EA-0000-A0F4-EF131E8A270D&wdEnableRoaming=1&fs=1232681&hid=39B1DA9F-90EA-0000-A0F4-EF131E8A270D&usid=fcafe863-5336-4377-def3-c75a98f325b3&fileGetUrlBool=true#_ftnref1


申請款項發還注意事項:

• 如從非本地供應商購買設施而供應商未有於單據標明港幣價錢，
閣下需於申請發還款項時把服務支出兌換為港元並提供交易當天
之匯率證明，或其他有效證明（例如但不限於信用卡扣款紀錄）。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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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程序及申請款項發還的常見問題
• 如我的診所無法提交兩份或以上的書面報價，應如何處理？

‒ 申請人必須遵守「申請資助指引」內第3.5節 – 採購程序進行有關工作。

‒ 如未能在市場上找到兩個報價，申請者必須在發還款項申請表格提供充份理據。

• 如我的診所於申請獲批後，未能購買當時所申請的型號。我可否更換型號？

‒ 申請人必須遵守「申請資助指引」內第3.5節 – 採購程序進行有關工作。

‒ 如在申請獲批後，未能購買資助協議內所列的申請診所設施的型號，申請機構
可以更換相似型號的設施，惟該診所設施必須符合已提交的申請表格上的申請
目的。申請者必須在發還款項申請表格填寫已符合提交申請目的的理據。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36

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A1-4)

今天只顯示部份常見問題，大家可以在中
醫藥發展基金網站找到更多「常見問題」



項目成果分享

A1-01 電腦硬件 A1-03 製劑設備

手提電腦及平板電腦 中藥打粉機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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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成果分享
A1-06 中藥貯存及相關設備 -度身訂造中藥百子櫃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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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成果分享

A1-06 中藥貯存及相關設備 -度身訂造中藥貯存用途木櫃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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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成果分享
A1-06 中藥貯存及相關設備

抽濕機 高溫平台雪櫃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40

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A1-4)



項目成果分享

A1-08 診療床 - A1-09 治療用具清潔及消毒設備 -

三節電動治療床 治療用具消毒設備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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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成果分享

A1-11 診所感染防控相關設備 -於診所登記處放置飛沫擋板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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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前 資助後



企業支援計劃—
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
系統優化資助計劃 (A2)



服務提供者須知

‒ 以顧問公司/機構身份參與本計劃

‒ 需為能就符合本港GMP認證要求提供下列相關專業意見:

‒ 須為於香港特別行政區法例下註冊的公司（即持有有效商業登記證明），或於
本港以外合法註冊的機構(包括但不限於現時中成藥GMP認證顧問服務提供者及
商會等組織)

‒ 服務對象：持有本地中成藥製造商牌照(廠牌)但並非持有《製造商證明書》(中
成藥GMP證書)的製造商

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系統優化資助計劃 (A2)

 基本評估;  差距分析;

 生產質量管理及標準操作程序(SOP)相關文件;  申請提案 等

44



服務提供者登記要求(1)

須提供本地或其他國家/地區的有效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須於過往五年(遞交申請表格起計)擁有以下經驗：
- 為中藥業界提供有關中成藥GMP的培訓課程*；

*申請機構須附上能有效證明曾舉辦之GMP 培訓課程的資料，如宣傳該課程的資訊、出席記錄、發出的收
據等，並由負責人簽署並印上公司蓋章確認。

或

- 為本地中成藥製造商提供按本港中成藥GMP要求的質量提升顧問項目**
**附上申請機構以及曾接受顧問服務之中成藥製造商由負責人簽署並印有公司蓋章的證明文件，當中包括
但不限於以下證明︰
(a)  為本地中成藥製造商提供顧問服務的項目內容及提供顧問服務的時段；
(b)  本地中成藥製造商曾接受(a)項所述顧問服務之證明；及
(c)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例如：項目成果證明 (如有)

此外，申請A2計劃資助的本地中成藥製造商，如同為本計劃的顧問服務提供者，不可聘請自己公司提供顧
問服務以申請基金的資助。

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系統優化資助計劃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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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提供者登記要求(2)

須提供參與項目顧問人員的履歷，顧問人員須擁有以下學歷或經驗:
- 中藥學士學位、藥劑學士學位、藥劑科學學士學位、分析化學學士學位或中醫學士學

位； 及
- 關於本地中成藥GMP認證申請的工作經驗

如申請者屬於本港以外合法註冊的申請機構，機構不可與多於一個香港夥伴機構
合作提出申請。而作為該機構之香港夥伴須提供下列證明文件：
- 曾參與本地中成藥製造商按本港中成藥GMP要求的質量提升項目；或
- 任何由衞生署發出的中藥相關牌照（如：中成藥批發商牌照等）；及
- 於本港以外合法註冊的申請機構參與項目顧問人員過往參與本地中成藥製造商按本港中
成藥GMP要求的質量提升項目時的工作簽證證明。(只適用於來港工作的海外工作人員)

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系統優化資助計劃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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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提供者登記要求(3)

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系統優化資助計劃 (A2)

如申請者為香港特別行政區法例下註冊的公司，必須符
合並提交上述要求 、 及 的證明文件或記錄。

如申請者為本港以外合法註冊的公司，必須符合並提交
上述要求 、 及 的證明文件或記錄。同時申請人的
香港夥伴必須符合並提交上述要求 的證明文件或記錄。

47



服務提供者登記程序

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系統優化資助計劃 (A2)

表格下載：
https://www.cmdevfund.hk/imgs
/content/62_159_tc.pdf

基金執行機構審批

資料齊全後當日起計十個工作天內處理

遞交申請表格

連同相關證明文件遞交至基金執行機構

填妥申請表格

清楚列明提供顧問服務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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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格申請人

‒ 領有根據《中醫藥條例》(第549章)所發出的中成藥製造牌照(具備三年或以上中
成藥製造業務經驗會作優先考慮)；及

‒ 並非持有《製造商證明書》(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規範(GMP)證書)的製造商

項目範疇

‒ 計劃將涵蓋以下範圍：

i. GMP 基本評估資助計劃 (A2-1)

ii. GMP 顧問服務資助計劃 (A2-2)，包括A2-2(i)、A2-2(ii) 及A2-2(iii)

iii. GMP 設備資助計劃 (A2-3)

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系統優化資助計劃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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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範疇及資助原則

• GMP 基本評估資助計劃 (A2-1)

‒ 涵蓋範圍: 為廠商進行符合GMP認證之基本評估提供顧問服務
 基本評估顧問服務需涵蓋就市場環境 (本地/海外 )、營銷狀況、場地環境、廠商意向、產

品數量、劑型分佈及其他相關資料建議廠商是否適合進行GMP認證。

‒ 計劃要求
 顧問必須為基金執行機構預先批准的合資格GMP認證顧問服務提供者；及

 申請者須承諾在項目完成後繼續進行中成藥製造業務至少2年

‒ 資助比例: 90%
‒ 資助上限: 每間製造商資助額上限為$30,000
‒ 須於2個月內完成(如有合理原因，可向基金秘書處申請延期)

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系統優化資助計劃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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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範疇及資助原則

• GMP 顧問服務資助計劃 (A2-2(i))

‒ 涵蓋範圍:
i .    廠商為廠商就符合GMP認證之差距分析提供顧問服務

• 差距分析顧問服務需就申請GMP認證，詳細分析人員、廠房、設備、文件、製造、驗
證、品質控制、合約製造/合約檢驗、投訴/產品回收、自檢/品質審查、初期投資及後
期營運成本及其他相關資料。

‒ 計劃要求
 顧問必須為基金執行機構預先批准的合資格GMP認證顧問服務提供者；及

 申請者須承諾在項目完成後繼續進行中成藥製造業務至少2年

‒ 資助比例: 50%
‒ 資助上限: 每間製造商資助額上限為$100,000
‒ 須於3個月內完成(如有合理原因，可向基金秘書處申請延期)

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系統優化資助計劃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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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範疇及資助原則

• GMP 顧問服務資助計劃 (A2-2(ii))

‒ 涵蓋範圍:
ii.    為廠商就生產質量管理、標準操作程序(SOP)提供顧問服務

• 生產質量管理、標準操作程序(SOP)顧問服務需擬備相關設備操作文件、製造程序相關
文件及質量管理相關文件。

‒ 計劃要求
 顧問必須為基金執行機構預先批准的合資格GMP認證顧問服務提供者；及

 申請者須承諾在項目完成後繼續進行中成藥製造業務至少2年

‒ 資助比例: 50%
‒ 資助上限: 每間製造商資助額上限為$150,000
‒ 須於12個月內完成(如有合理原因，可向基金秘書處申請延期)

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系統優化資助計劃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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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範疇及資助原則

• GMP 顧問服務資助計劃 (A2-2(iii))

‒ 涵蓋範圍:
iii.   為廠商符合GMP之申請提案提供顧問服務

• 申請提案顧問服務需擬備提交申請GMP認證的文件、場地調試及驗收文件、相關確認/
驗證(包括場地、設施、設備、清潔程序、工藝、分析方法 )方案及相關設備質量管理系
統文件。

‒ 計劃要求
 顧問必須為基金執行機構預先批准的GMP認證顧問服務提供者；及

 申請者須承諾在項目完成後繼續進行中成藥製造業務至少2年

‒ 資助比例: 50%
‒ 資助上限: 每間製造商資助額上限為$200,000
‒ 須於6個月內完成(如有合理原因，可向基金秘書處申請延期)

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系統優化資助計劃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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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範疇及資助原則

• GMP設備資助計劃 (A2-3)

‒ 涵蓋範圍: 資助廠商添置符合GMP認證所需之設備
‒ 計劃要求

 申請者須提交基金執行機構預先批准的GMP認證顧問服務提供者的顧問報告，以確定硬

件為中成藥質量提升所需的設備

 建議的設備必須為基金執行機構預先批准的清單中的硬件類別；及

 申請者須承諾在項目完成後繼續進行中成藥製造業務至少2年

‒ 資助比例: 50%
‒ 資助上限: 每間製造商資助額上限為$600,000
‒ 須於12個月內完成(如有合理原因，可向基金秘書處申請延期)

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系統優化資助計劃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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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範疇及資助原則

• GMP設備資助計劃 (A2-3) - 設備採購程序
‒ 每宗採購或租賃與項目有關或作項目用途的機器設備、貨物或服務時:

‒ 每宗採購或租賃與項目有關或作項目用途的機器設備、貨物或服務時，採購或租賃總價超
過 50 萬港元，當只有（i）收到單一報價、或（ii）透過公開招標收到單一投標建議書，申
請者須書面申請以取得基金執行機構的事先書面同意，連同證明文件以顯示授予購買訂單
或合同的理據

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系統優化資助計劃 (A2)

總值 邀請書面報價數量

不超過 5 萬港元 至少兩個

超過 5 萬港元但不多於 20 萬港元 至少三個

超過 20 萬港元但不多於 140 萬港元 至少五個

超過 140 萬港元 須採用公開及具競爭性的招標程序，列明甄選
準則，並須選取符合要求的最低投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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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格GMP硬件設備清單」

類別 項目

基本設施
1. 純水系統
2. 壓縮空氣系統

3. 潔淨空調系統
4. 蒸汽系統

生產設備

1. 中藥材清洗/淨化設備
2. 中藥材切藥機
3. 中藥材粉碎機
4. 中藥材過篩機
5. 中藥材提取/濃縮設備
6. 中藥材及製劑混合機
7. 中藥材或中藥製劑消毒除菌

設備
8. 中藥材或中藥製劑烘乾設備
9. 中藥製粒設備
10.膠囊劑生產設備

11. 丸劑生產設備
12. 顆粒劑生產設備
13. 片劑生產設備
14. 散劑填充設備
15. 半固體製劑真空乳化設

備
16. 液體製劑混合設備
17. 固體製劑包衣設備
18. 膏布製造設備
19. 栓劑製造設備
20. 無菌製劑生產設備

21. 內/外包裝設備
22. 潔淨級別取樣設備
23. 潔淨室監察儀器 (空氣

粒子計、風量風速計、
溫濕度計、壓差計等)

24. 金屬異物探測 / 排除設
備

25. 除塵設備
26. 生產設備清潔系統

註：「設備清單」可因應情況作出更新，並於中醫藥發展基金的網站 (http://www.CMDevFund.hk)上公佈。

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系統優化資助計劃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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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格GMP硬件設備清單」

類別 項目

品質控制

儀器

1. 各樣製劑相關檢測儀器：片劑
「硬度計」、「脆度儀」、溶
速度儀。膏布「黏力儀」等

2. 電子天平
3. 恒溫恒濕箱
4. 總有機碳測試儀
5. 電導率儀
6. 折光儀
7. 熔點儀
8. 紫外分光光度計
9. 紅外分光光度計
10.顯微鏡

11. 崩解時限測定儀
12. 電熱恒溫水浴鍋
13. 超聲波清洗儀
14. 電感耦合等離子體光譜儀
15. 高效液相色譜儀
16. 氣相色譜儀
17. 薄層點樣器、薄層加熱板、

噴霧裝置、照相裝置
18. 化學品防爆試劑櫃
19. 高壓蒸汽滅菌器
20. 振盪器

21. 菌落計數器
22. 勻漿儀
23. 集菌儀
24. 酸鹼度儀
25. 烘箱
26. 黏度計
27. 超純水機
28. 轉速計

註：「設備清單」可因應情況作出更新，並於中醫藥發展基金的網站 (http://www.CMDevFund.hk)上公佈。

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系統優化資助計劃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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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批準則

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系統優化資助計劃 (A2)

1. 領有中成藥製造商牌照(具備三年或以上中成藥製造業務經驗會作優先考慮)；
及
並非持有《製造商證明書》(中成藥GMP證書)的製造商；

2. 未獲本計劃/中醫藥發展基金其他計劃資助的申請人會作優先考慮；

3. 項目工作範疇與項目預算是否合理；

4. 項目內容是否符合本資助計劃之要求；及

5. 申請人須承諾在項目完成後繼續進行中成藥製造業務至少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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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 如已成為合資格服務提供者，可否接受屬同一集團下不同子公司
的服務提供邀請？

‒ 服務提供者不應為資助申請人的「關聯人士」，關聯人士是指資助申請人的控
股公司或附屬公司等，詳情可參閱A2計劃服務提供者及申請資助指引。

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系統優化資助計劃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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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 如因疫情問題或其他因素令香港以外服務提供者未能出入香港境
內，導致項目進度落後，項目未能在期限內完成，是否會被界定
為服務不符合標準質素？

‒ 如項目不能夠在項目要求時間內完成，資助申請機構需以書面通知並提供充分
理據，並得到基金諮詢委員會的同意。

•如顧問人員離職，顧問公司/機構是否還具備提供服務的資格?

‒ 如顧問人員離職，顧問公司/機構應在顧問人員離職後盡快通知基金執行機構，
並提交合資格的顧問人員資料以供批核。

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系統優化資助計劃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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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支援計劃—
中成藥註冊支援計劃 (A3)



合資格機構

–香港特別行政區領有根據《中醫藥條例》(第549章) 所發出的中成
藥製造商或中成藥批發商牌照的持有人。

合資格中成藥產品
–已獲過渡性註冊(HKP)

–擬作中成藥註冊新申請

–已取得收件編號(RN#####) 並接納為中成藥註冊新申請

–已獲有條件批准HKC但須於註冊續期時補交文件

中成藥註冊支援計劃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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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細節
‒ 最多可為10項由該持有人申請註冊的中成藥產品申請資助。

‒ 每個中成藥產品可獲批的最高資助額設定為$20,000港元。

‒ 每間中成藥製造商或批發商的最高資助額設定為$200,000港元。

‒ 每個項目的資助額為獲得合資格名單中顧問及化驗服務費用的50%。

‒ 須在18個月內完成

‒ 執行機構準備了「合資格中成藥註冊顧問服務提供者名單」和「合資格化
驗服務提供者名單」(有關名單可參閱基金網站)

* 執行機構將每約三個月進行一次審批

下一輪申請截止日期: 2021年8月31日

中成藥註冊支援計劃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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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項目獲基金
執行機構審
批後以書面

通知，申請

機構簽署資
助協議

遞交申
請

申請項目必
須於按照資
助協議的協
定期限內開
始及完成項

目

填寫發還款
項申請表格
並提交相關

文件

申請發
還款項

• 文件齊備後，約需兩
個半月時間處理申請

申請流程：

中成藥註冊支援計劃 (A3)



申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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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 如在化驗/顧問服務已經開展後/進行中方遞交申請，能否獲得資助？

‒ 獲資助項目須於協議生效日期後進行並於協定期限內完成方可獲得資助，
包括向基金執行機構遞交發放資助款項的申請。

• 如預計已獲批項目因疫情問題或相關因素未能在期限內完成，可就此申請延期？

‒ 如項目不能夠在項目要求的18個月內完成，資助申請機構需以書面通知並提供
充分理據，並得到基金的同意。

• 如獲批申請已完成部分項目，可先申請該部分的款項發還?

‒ 每項中成藥只可遞交一次性的資助款項發還，建議完成所有獲批項目後一併提
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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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支援計劃—
改善倉庫管理、物流和

服務資助計劃 (A4)



目的

• 改善倉庫管理、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主要為合資格的中藥材批發
商和零售商提供財政支援添置相關設備，以提升業界在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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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倉庫管理、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A4) 

合資格機構
• 持牌中藥材零售商或中藥材批發商

• 優先資助個人開設的中藥材零售商或中藥材批發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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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比例及上限

資助比例

 一般項目: 50%

 若所購置的項目屬「中藥材貯存相關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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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項目最高可獲實際費用的80%資助。

資助上限
每間個人開設的中藥材零售商或中藥材批發商

$100,000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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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原則
申請項目必須符合以下最少一項原則

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時的安全性/品質；或

i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時的效率；或

iii. 項目能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中醫藥服務

‒ 項目必須為「合資格設施項目名單」中所列之設施類別

‒ 受基金資助的設備或改善項目，須安裝/設置/存放於申請資助的
機構地址之內，並用於資助原則列明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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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項目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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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A「中藥材貯存相關設備」

A4-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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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A-02 倉庫通風和避免陽光直射的設施

A4-A-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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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A-04 冷藏設施及設備

A4-A-05 防止混亂和交叉污染的設施及設備

A4-A-06 藥斗或其他藥材貯存設備

A4-A-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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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B其他設備

A4-B-01 倉庫照明設施

A4-B-02 保持處所衞生的工具及設備

A4-B-03 運貨工具及設備：如手推車、唧車等

A4-B-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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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B-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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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B-06
物流管理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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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B-07 藥材的交易紀錄系統*(包括購買及銷售)

A4-B-08
配發藥材的紀錄系統*(只限可進行配發業務的
中藥材零售商)

A4-B-09 炮製藥材的設施及設備

A4-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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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B-11
煎藥的設施及設備(只限可進行配發業務的中
藥材零售商)

優先
處理

50%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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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批時間

•就申請所需文件齊備的申請，執行機構約需三至四個月時
間處理申請*。

執行時間

•須於12個月內完成。

下一輪申請截止日期: 2021年9月30日

* 有關時間僅供參考，因應每宗申請的個別情況及項目整體收到申請數目的情況，所需時間或有所不同。

* 基金採取與政府其他基金大致相同的採購程序，以確保基金運用的公平和公正性。由於A4計劃為基金最新
推出的資助計劃，根據過往經驗，處理新資助計劃申請的初期或會遇到未能預期的情況及需要理順之審批安
排，而影響審批時間。因此，在A4計劃審批的首階段，我們預計需要約四個月時間處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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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獲基金
執行機構審
批後以書面

通知，申請

機構簽署資
助協議

遞交申
請

申請項目必
須於按照資
助協議的協
定期限內完

成

開始採
購程序

填寫發還款
項申請表格
並提交相關

文件

申請發
還款項

• 文件齊備後，約需三
至四個月時間處理申
請

• 申請機構遞交申請時，
只須提交一份該設施
的參考報價

• 申請人應至少收到兩
份以上的書面報價，
並必須接納報價最低
的合資格者。如未能
在市場上找到兩個報
價，申請者必須在發
還款項申請表格提供
充份理據。

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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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注意事項：

採購程序在申請項目獲基金執行機構審批後方可進行。若申請人
於遞交申請前已經購買設施，該設施將不會獲得資助。

一般而言，消耗品申請不會獲得資助。

如所購置的項目屬「中藥材貯存相關設備」並符合「項目能提升
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時的安全性/品質」之資助原則將獲優先處
理。

申請機構可以提交多於一次申請，惟執行機構會優先考慮首次提
交的申請，而同一申請機構的總資助額上限維持不變。

執行機構根據審批準則，並參考申請機構提交之申請表及初步報
價等資料，以確定有關申請資助的項目為符合準則的申請。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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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注意事項：

75

請根據「合資格改善倉庫管理、物流
和服務名單」填寫適當項目編號

改善倉庫管理、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A4) 

請清晰填寫申請設施項目的名稱
及提供相關項目規格



申請注意事項：

• 遞交申請時．請確保申請表格第7頁之「申請所需文件」均已齊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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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 甚麼項目可獲最高80%的配對資助？

‒ 合資格申請機構申請購置列於「合資格改善倉庫管理、物流和服務項目名單」
中，A4-A類「中藥材貯存相關設備」的項目，且有關申請項目同時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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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設施原則上
最高可獲實際費用的80%資助，其他項目的資助額則為實際費用的50%。

• 假如我的中醫診所領有中藥材零售商牌照，是否可以申請A4？

‒ 可以。只要申請機構是個人開設，並領有根據《中醫藥條例》(第 549 章) 所發
出的中藥材零售商牌照，就原則上符合A4的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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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 假如我的公司同時持有中藥材批發/中藥材零售牌照，可否分別遞
交兩個申請？

‒ 假設一間獨立的公司持有一個有效商業登記證，並同時持有兩個中藥材批發/
中藥材零售牌照，不論地址是否相同，根據「首次申請本計劃會作優先考慮」
的審批準則，只有其中一項申請可獲優先考慮。

• 屬分店關係的公司，能否各自申請A4計劃？

‒ 首次申請本資助計劃，且屬個人開設業務者，現階段將獲優先考慮。若數間公
司各自持有有效商業登記證及中藥材批發／中藥材零售牌照，但彼此屬分店關
係，申請人只可選擇其總店或其中一間分店在現階段獲優先考慮，至於餘下的
申請，基金將視乎本計劃整體申請及批核情況再作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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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 申請機構是否於遞交申請時，需要提供兩份或以上的報價？

‒ 否。申請機構遞交申請時，只須提交一份該設施的參考報價。申請機構可提供
該照片、網上截圖或宣傳單張作為參考報價。參考報價必須清晰顯示該設備的
型號及金額。申請人自行手寫金額則不能視作參考報價。如參考報價從非本地
供應商取得，請 閣下於填寫申請表時把服務支出兌換為港元並提供匯率證明。

‒ 申請獲批後，申請人需根據「申請資助指引」內第3.5節所列明的採購程序進
行採購工作。每宗採購總值不超過 5 萬港元時，申請者應邀請至少兩個供應商
／服務提供者／ 顧問／承判商或出租商提交書面報價，並必須接納報價最低
的合資格者。當有關項目總值超過 5 萬港元但不多於 20 萬港元時，申請者應
邀請至少三個供應商／服務提供者／顧問／承判商或出租商提交書面報價，並
必須接納報價最低的合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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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 書面報價須包括什麼內容？

‒ 書面報價須包括以下資料：1) 產品名稱、2) 產品數量、3) 產品
價錢、4) 供應商名稱、5) 供應商聯絡方法(如電話或電郵)、6) 報
價單發出日期。

• 基金會否資助報價相關的費用？

‒ 報價過程衍生及所招致的費用，須由申請機構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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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 如機構無法提交兩份或以上的書面報價，應如何處理？

‒ 申請人必須遵守「申請資助指引」內第3.5節 – 採購程序進行有
關工作。

‒ 如未能在市場上找到兩個報價，申請者必須在發還款項申請表
格提供充份理據。

• 機構按照申請指引完成採購程序後，該如何獲得資助款項？

‒ 申請機構須填寫發還款項申請表格後，將申請表格連同相關文
件提交至中醫藥發展基金執行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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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82

• 申請機構可否從非本地供應商購買設施？

- 可以。申請機構須確保該非本地供應商可提供書面報價。書面報價須載有：
1) 產品名稱、2) 產品數量、3) 產品價錢、4) 供應商名稱、5) 供應商聯絡方法
(如電話或電郵)、6) 報價單發出日期。

- 如申請時的參考報價從非本地供應商取得，請 閣下於填寫申請表時把服務
支出兌換為港元並提供匯率證明。

- 如從非本地供應商購買設施而供應商未有於單據標明港幣價錢，閣下需於申
請發還款項時把服務支出兌換為港元並提供交易當天之匯率證明，或其他有
效證明（例如但不限於信用卡扣款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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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83

• 申請設施的保養服務可獲得基金資助嗎？

- 獨立購買的保養服務並不屬於資助範圍，但如資助項目的供應商以綑綁式提供
保養服務，申請機構可於申請表格內清楚填寫保養服務的內容和涉及款項，基金
將按具體情況審批。一般而言只會提供一年的保養相關資助；如保養費用多於一
年，則會按比例計算一年的保養服務費用資助額。

•涉及工程的項目報價一般設有有限期，可否加快處理申請？
- 由於處理申請及簽署合約程序需時，建議申請機構在索取報價時預留足夠的時
間及彈性。如有個別特殊情況，執行機構會考慮先處理牽涉工程的項目申請（請
於遞交申請表格時註明情況），以期盡可能便利業界。

改善倉庫管理、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A4) 



交流及問答



行業支援計劃



合資格機構

1. 法律下註冊的非牟利組織

• 包括但不限於中醫藥相關的專業團體、商會或學會等組織

• 非牟利組織是指不派發紅利予其董事、股東、僱員或任何其
他人士的非分配利潤組織。

2. 大學及高等教育院校

行業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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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運用原則
 項目統籌人、項目小組成員及申請機構的委員會委員不能收取項目費用

- 只有在項目推行期間內與項目直接有關和在建議書中經核准的項目才可獲得資助，例如

1. 因推行項目而額外增聘人手的薪金(包括僱主支付的強制性公積金供款) ；

2. 因推行項目而購買或租賃額外設備及／或租用場地的費用；及

3. 外聘審計費用，每次審計最高可獲資助港幣 1 萬元

- 除非獲得委員會同意和食物及衞生局批准，否則資助撥款將不包括：

1. 恆常開支(如現時員工的薪金、租金、裝修開支、公共設施費用)

2. 保險費用(與項目活動直接有關的第三者保險除外)

3. 社交應酬費用

4. 膳食費用

5. 其他行政開支等

行業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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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支援計劃—
中醫藥行業培訓資助計劃(B1-1)及

中醫藥推廣資助計劃(B1-2)

行業支援計劃



目的及項目執行時間
• 填補市場上現有課程之不足
• 配合本港中醫藥發展
• 培養中醫藥業人才、提高業界的專業知識水平
• 示範行業良好操作的標準
• 提高大眾對中醫藥的認知

- 除非有充分理據及得到委員會的同意，申請項目原則上應設計為一年內
完成

- 每個獲批項目的資助一般的上限：
- 中醫藥行業培訓項目—最高資助額設定為$2,750,000港元
- 中醫藥推廣項目—最高資助額設定為$750,000港元

行業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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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考慮主題

•配合中醫藥界整體發展的人才培訓(包括中醫醫院所需
人才)

•中醫專科人才培訓／中藥專業人才培訓

•本地師帶徒培訓計劃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相關項目

行業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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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應用調研及研究資助計劃(B2)



項目執行時間

- 除非有充分理據及得到委員會的同意，申請項目原則上
應設計為兩年內完成

- 須於執行時間内舉辦最少一場發佈會並通知基金執行機
構出席，向業界及有興趣人士發佈調研結果及調研參與
者的回饋意見等，並設立問答環節

- 中醫藥應用調查及研究項目—最高資助額設定為
$2,000,000港元

行業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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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考慮主題

行業支援計劃

• 大眾對中醫藥認知與運用相關的調研
• 配合中醫醫院建設的調研工作
• 傳統中醫藥理論研究
• 應用中醫藥理論的臨床及方法學研究
• 中醫藥專業發展調研(如中醫專科發展研究及中藥師資歷架構研究等)

• 中醫藥現代科技應用相關研究
• 中醫與其他醫療專業協作模式的相關研究
• 促進本地中醫藥業發展的相關調查和研究
• 提升中醫藥從業員專業能力的相關調查和研究
• 中醫藥推動基層醫療健康
• 中醫藥疾病防治(例如癌症、流感及促進精神健康)
•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相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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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學術期刊發表研究成果的相關費用

• 僅限於由學術期刊收取的費用，如版面費等

• 研究成果發表相關費用最高可獲資助港幣 2 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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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支援計劃—
合作機構



合作機構
• 可為「商業機構」、「非牟利組織」或「本地專上學院」等

• 數目不限

• 須說明加入「合作機構」之原因，如有需要，基金會要求申請機
構提供有關「合作機構」的證明或其他資料

• 如「合作機構」在項目中將收取任何費用，申請機構須在遞交申
請前，根據申請指引第 3.7 項進行有關採購程序並將報價/標書等
一併提交，以及在申請書表明屬意的「合作機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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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機構
• 如屬意的「合作機構」並不是投標中價格最低的，申請機構要說
明原因。若申請機構在提交申請時已知採購程序與規定有差異，
必須提供充分理據及在申請階段取得秘書處的事先批准

• 若申請機構在遞交申請時並未有屬意的「合作機構」，則可先遞
交申請書，待項目成功獲批後，跟從申請指引第3.7項的採購程序
敲定最終的「合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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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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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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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支援計劃—
申請者注意事項



項目統籌人
(必須為申請機構代表或僱員) 

•項目統籌人 (必須為申請機構代表或僱員) (請參考申請資助指引第3.1及3.12段)

• 申請機構須委任 1 名項目統籌人員負責監

察推行項目，並與基金執行機構聯絡。

• 申請機構須任命一名代表負責下列職能︰

a) 監督獲資助項目的運作；

b) 作為聯絡人及回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食

物及衞生局、基金諮詢委員會及基金執行機

構的所有提問；及

c) 如有需要，出席匯報進度的會議。

行業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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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撥款不包括
(1) 恒常開支(如現時員工的薪金、租金、裝修開支、公共設施費用)

(2) 保險費用(與項目活動直接有關的第三者保險除外)

行業支援計劃

102



(3) 社交應酬費用

(4) 膳食費用

行業支援計劃

資助撥款不包括

103



(5) 其他行政開支等

行業支援計劃

資助撥款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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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支援計劃(B1/B2) - 申請者注意事項

基金諮詢委員會根據申請指引中列出的準則對B1及B2的申請項目進行審批，現總結過去
的經驗，將申請者注意事項舉例的範圍如下︰

‒ 項目設計
• 項目的主題及內容宜集中，如內容涉及多個範疇，可考慮分開為幾個較小型的項

目
• 應說明項目內容如何能有效達至預期目標
• 項目計劃宜周詳，宜提出合適的方法，以評估項目的成效及如何達至預期目標

行業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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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團隊及管理
• 項目的執行團隊宜具備執行項目的專業知識/經驗/項目管理能力
• 項目執行機構/人員如涉及政府其他資助，應證明有關人員不會涉及雙重資助

的問題
• 如申請項目大部份工作外判於其他機構進行，應充份說明其必要性，和申請

機構的角色和參與

‒ 項目財政預算
• 基金一般不會資助項目的行政費
• 財政預算須符合實際及具成本效益，每個預算項目應提供充份的理據

行業支援計劃(B1/B2) - 申請者注意事項

行業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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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B1-1(培訓)計劃的申請︰
• 申請書應詳細介紹課程內容，包括課題、授課內容、授課方法、時數、師資等
• 應詳細解釋評核方法如何有效考量學員是否已達致預期成果
• 應考慮項目的持續性，和經常性開支(如維護費等)
• 機構是否具有進行中醫專業培訓的能力

‒ 關於B1-2(推廣)計劃的申請︰
• 推廣主題宜清晰，應注意推廣內容、方法、對象等能回應推廣的主題
• 應建議推廣計劃的預期成效和合理衡量成效的方法
• 宜注意推廣內容的準確性，宜有相關專業人士的參與

行業支援計劃(B1)- 申請者注意事項

行業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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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B2計劃的申請︰
• 臨床研究應注意列明以下內容

病人的招募方法、納入標準；介入方法和指標；比較方法和結果等
臨床研究必須考慮安全和倫理相關問題，有關申請在獲得撥款前，必須通

過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的審批

行業支援計劃(B2) - 申請者注意事項

行業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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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B2計劃的申請︰
• 建議鼓勵申請類別/範疇

傳統中醫藥理論及方法學研究
中醫藥理論的應用或臨床研究 (包括定性研究)

• 建議現階段非優先考慮項目
未有運用中醫藥理論進行的中藥/臨床療效研究，如︰
運用化學/分子生物學方法對中藥材提取成份的療效進行研究
缺乏中醫理論和辨證成份的臨床研究

行業支援計劃(B2) - 申請者注意事項

行業支援計劃

109



項目成果分享(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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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支援計劃

香港中醫學會教育研究基金會有限公司

中醫從業員的感染控制培訓 (19SB1-1/002A)

受惠對象: 註冊或表列中醫師、中醫診所助理、中醫診所行政管理人員
項目內容: 與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雪肌蘭國際感染控制中心合作，透過舉辦三階段培訓計劃
（線上及線下教育、基礎課程及進階課程），從不同層面提升中醫師及中醫相關從業員對傳染病
防控制的認識，以確保病人能盡早獲得適當的隔離及治療，防止傳染病在社區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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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hinesemedicinehka.com/icc/

項目成果分享(B1-1) 行業支援計劃

https://chinesemedicinehka.com/i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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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成果分享(B1-2) 行業支援計劃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有限公司

香港中醫藥界抗疫聯盟—宣傳短片及小冊子 (19SB1-2/008A_R1 )

受惠對象: 香港巿民
項目內容: 包括製作五輯每集約 3 分鐘的短片及編撰二萬本小册子，以介紹中醫藥對防疫抗疫的相關知識和資訊。

https://www.hkcmalliance.com/

https://www.hkcmalli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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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成果分享(B1-2) 行業支援計劃

中華文化傳播基金有限公司

中醫藥文化繪本教育圖書 (19B1-2/002A _R1)

受惠對象: 幼稚園學童、小學學童、學童家長
項目內容:
• 編製一共兩冊的繪本圖書並出訪校園，透過活動、遊戲和圖畫，讓學童認識中醫藥文化與健康生活。

• 項目共派發超過1500套（一套兩冊）繪本，進行12次校訪活動，惠及13間學校，直接參與之學童接近6,000人。

繪本同時上載於中醫藥資源平台供市民免費閱讀。

繪本第一冊《天 • 地
• 人 • 醫》

繪本第二冊《我們的
藥在哪裡？》

https://www.cccfoundation.com.hk/project1

https://www.cccfoundation.com.hk/projec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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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成果分享(B1-2) 行業支援計劃

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

中醫藥在長者中預防新型冠狀病毒之推廣計劃 (19SB1-2/003A)

受惠對象: 長者、照顧者、長者服務機構員工 、市民大眾
項目內容:
• 透過向長者服務機構提供兩個階段抗疫防疫的正確中醫藥知識講

座，加強推廣中醫藥預防新冠肺炎的方法及中醫藥對預防下一波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健康訊息。

https://www.ln.edu.hk/cht/research-and-impact/highlights/chinese-medicine-promotion-programme/

https://www.ln.edu.hk/cht/research-and-impact/highlights/chinese-medicine-promotion-programme/


現正接受申請

–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及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 (A1)

– 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系統優化資助計劃 (A2)

– 中成藥註冊支援計劃 (A3)

– 改善倉庫管理、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 (A4)

– 中醫藥行業培訓資助計劃 (B1-1)

– 中醫藥推廣資助計劃 (B1-2)

– 中醫藥應用調研及研究資助計劃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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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及問答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香港九龍達之路78號生產力大樓

+852 2788 5678 www.hkpc.org

中醫藥發展基金秘書處

香港九龍達之路78號生產力大樓

電話：2788 5632
電郵：enquiry@cmdevfund.hk
網站：www.CMDevFund.hk

馬耀華博士
電話: 2788 5613
電郵: anthonym@hkpc.org

蕭慧欣小姐
電話: 2788 5456
電郵: rebeccasiu@hkpc.org

李國材博士
電話: 2788 5399
電郵: vincilee@hkpc.org

李施恆小姐
電話: 2788 5308
電郵: karenli@hkpc.org

/ 2788 5633

about:blank
about:blank
about:blank
mailto:anthonym@hkpc.org
mailto:rebeccasiu@hkpc.org
about:blank
mailto:karenli@hkp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