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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香港中醫專科發展工作組簡介



背景介紹



香港政府對中醫藥的支持

香港食物及衛生局高永文局長：
成立中醫藥發展委員會或中醫藥督導

委員會，推動本港中醫藥發展。他又認
為將來可設立中醫復康醫院，提供住院

和療養服務，也可作研究教育用途，主
要針對癌症、中風和嚴重痛症病人”

香港食物及衛生局高永文局長：
成立中醫藥發展委員會或中醫藥督導

委員會，推動本港中醫藥發展。他又認
為將來可設立中醫復康醫院，提供住院

和療養服務，也可作研究教育用途，主
要針對癌症、中風和嚴重痛症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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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政府任命的「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籌備小
組，已為該委員會的職能及組成提出建議。我將
於本月底成立「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集中研
究政策措施，發展中醫中藥業，重點包括提升中
醫師專業水平及地位；加強促進中醫藥研發；

鼓勵中西醫結合治療；擴大中醫中藥
在公營醫療系統的角色，以及設立中
醫住院服務等。

本屆政府任命的「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籌備小
組，已為該委員會的職能及組成提出建議。我將
於本月底成立「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集中研
究政策措施，發展中醫中藥業，重點包括提升中
醫師專業水平及地位；加強促進中醫藥研發；

鼓勵中西醫結合治療；擴大中醫中藥
在公營醫療系統的角色，以及設立中
醫住院服務等。

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已于去年成立，業

界普遍認同香港有需要也有條件設立
中醫院，以提供中醫住院服務，以及

協助提升本港中醫的專業培訓和水
準。政府已決定預留一幅在將軍澳原本

作私家醫院用途的土地，作中醫院之用。

2014年施政報告2013年施政報告

引言



政府成立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

• 推動香港中醫中藥業發展的方向及
長遠策略，向政府提供建議。

• 職權範圍：
（一）審視現時本港中醫藥業於人才
培訓及專業發展、服務、科研、產業
等方面的情況及需要；
（二）探討以上各範疇今後的發展方
向及目標；
（三）就各範疇的發展目標，訂定優
次；
（四）就優先發展的項目，建議可行
的策略和措施；及
（五）監察有關措施的實行

於2013年3月4日召開第一次會
議，會議由高永文局長主持



發展與傳承

歷代中醫分科



最早的醫學分科（周代）
• 最早醫學分科和醫療考核制度，是兩千多年前的中國

周代。

• 《周禮·天官》載述，周代醫生分為四種: 食醫、疾醫、
瘍醫、獸醫專科。

• 職責分為: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 …”；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苦” ；“ 瘍醫，掌腫瘍、潰瘍、
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 ；“獸醫，掌療獸
病，療獸” 。



明確的醫學分科 （隋代）

• 隋代，太常寺屬下“太醫署有主藥、醫師、藥園師、
醫博士、助教、按摩博士、祝禁博士等員”，已有
醫、按摩、咒禁三科的設置。



明確的醫學分科（唐代）
• 唐沿隋制，加針灸成為四科。《通典》記曰：“隋太

醫署令二人。大唐因之，主醫藥，凡領醫、針灸、
按摩、咒禁，各有博士”

• 唐太醫署的分科有兩級：醫、針、按摩、咒禁四科
為一級，直接隸屬於太醫令、丞；體療、瘡腫、少
小、耳目口齒、角法五科為二級，屬醫科之下。

• 形成包含兩個層級、八個專科（體療、瘡腫、少小、
耳目口齒、角法、針、按摩、咒禁）的分科系統。



明確的醫學分科（宋代）
• 《宋會要輯稿》：“徽宗崇寧二年九月十五日，講

議司奏：‘昨奉聖旨，令議醫學⋯⋯令參酌修定，
設三科，通十三事。教諸生一十人。一方脈科，
通習大小方脈、風、產。一針科，通習針灸口齒
咽喉眼耳。一瘍科，通習瘡腫、傷折、金瘡、書
禁。其試補考察，仿太學立法”。

• 一方脈科，通習大小方脈、風、產。
• 一針科，通習針灸口齒咽喉眼耳。

• 一瘍科，通習瘡腫、傷折、金瘡、書禁。



中醫專科發展目的

• 保障市民的安全，確保市民享有高質素的中醫專科服務

• 協助僱主、醫護人員及市民辨認具有一定專科知識和技能
的中醫師

• 對中醫師的專科知識、技能和能力的認可

• 展示中醫師對其專科的承諾和終身學習

• 提升中醫在香港醫療體系的地位

• 傳承中醫專科，肯定中醫的專業成就

• 配合香港政府推動本港中醫藥發展的政策



三次專科發展論壇



背景
專科發展分享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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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學院

主辦

香港浸會大學
中醫藥學院

主辦

香港大學
中醫藥學院

主辦

• 就探討專科發展引起業界的關注
• 就專科發展向業界作出咨詢及討論

時間表 2013年
11月

2014年
3月

2014年
7月



香港針灸發展分享論壇
(30/11/2013)

課程基準

確定培訓的宗旨和
目標

規劃整體課程大綱

和制度

定下學員入學條件、
培訓年期、時數和
階梯、培訓內容和
程度

確切專科與本科課
程的區別

建議培訓內容包括: 
理論培訓和臨床實
踐培訓

評核標準

制定評核的方法及
內容 (持續評估和考
試)
制定評核老師的資格

建議考核內容包括:
理論、臨床操作、
醫德、西醫知識等

臨床培訓內容

建議培訓內容包括
(著重提升優勢病種
的訓練、施針的技
巧和危險穴位的應
用、現代研究、針
灸循證醫學

定下培訓中心和監
督導師資格認證

中醫專業發展方向

中醫需擁有專科資
格和認可制度

可參考西醫方面的
專科制度和標準

需政府及業界支持

需政府的資源和配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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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論環節

總結

由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主辦



探討香港針灸專科發展分享論壇
(16/3/2014)

針灸臨床
培訓內容

經典

臨床操作
與應用

循證醫學

由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主辦

 政府的支持及作為

主導的角色

 國內外的認受性

 參考西醫專科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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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針灸專科發展分享論壇 暨
成立香港中醫專科發展工作組

(20/7/2014)

• 講述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 學院架構、分科學院、資格認證
• 與業界達成共識，並於二○一四年七月成立香港中醫專科發展工作組
• 勞力行院長、呂愛平院長、梁榮能院長及陳永光教授簽署合作備忘錄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

由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主辦



香港中醫專科發展工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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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醫專科發展工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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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旨在團結香港中醫學界和業界，集思廣益，以推動香港中醫專科發展為目標，

建立一套本地中醫專科制度和確立中醫專科資歷認可的機制，並向政府提交建

議書

目標
積極推動香港的中醫專科發展

團結香港中醫學界和業界，達致專科發展的共識

建立本地中醫專科制度和確立中醫專科資歷認可的機制包括:

 規劃專科培訓大綱(課程)

 訂定專科評核的標準包括評核的方法及內容(考評)

 制定臨床培訓內容與標準，包括導師、受訓醫師及培訓基地等資格(臨床
教學)

 建議專科醫師的數目及其分配(人才計劃)

就中醫專科發展向政府建議可行的策略和措施



香港中醫專科發展工作組
管治架構

工作組

針灸 骨傷 內科
19

顧問小組專家小組



香港中醫專科發展工作組 - 職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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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結香港中醫學界和業界以推動香港的中醫專科發展

 建議中醫專科發展的框架

 建議中醫專科制度和中醫專科資歷認可機制

 統籌和監督各專科小組的工作進度及工作報告

 組織及制定建議書並就中醫專科發展向政府建議可行的策略和措施



針灸/骨傷/內科小組 - 職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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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中醫「骨傷 / 針灸 / 內科」的專科制度包括
• 規劃專科培訓大綱(課程) 
• 訂定專科評核的標準包括評核的方法及內容(考評)
• 制定臨床培訓內容與標準，包括導師、受訓醫師及培訓基地等資格(臨床教學)

規劃專科人才培訓的方向(人才規劃)

 定期向「香港中醫專科發展工作組」匯報工作進度和提交工作報告

 就中醫「骨傷/ 針灸 / 內科」專科發展向「香港中醫專科發展工作組」提交建議



 就中醫專科發展的框架向
「香港中醫專科發展工作
組」提供專業建議

 就中醫專科制度和中醫專
科資歷認可機制向「香港
中醫專科發展工作組」提
供專業建議

顧問及專家小組-職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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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中醫「針灸」、「骨
傷」、「內科」小組的
專科培訓內容向「香港
中醫專科發展工作組」
提供專業建議



- 確定工作組和各小組的職
權範圍和成員名單

- 發出顧問及專家小組邀請
函

- 召開召集人會議

- 籌備香港中醫專科發展研
討會

籌備工作 制定建議書内容

- 工作組及專科小
組落實建議書内容

落實建議書

第一階段
(15年1月- 6月)

第二階段
(15年7月-16年7月)

第三階段
(16年8月-17年1月)

工作組提交建議書
予「中醫中藥發展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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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間表 草案

- 舉行香港中醫專科發展研討
會 (2015年7月)
-召開專科小組會議及咨詢專
家小組

- 討論課程基準(15年
8月- 10月)

- 討論評核標準 (15年
11月-16年1月)

- 討論臨床培訓內容
(16年2月-4月)

- 討論人才規劃(16年
5月-7月)

-召開工作組會議及咨詢顧問
小組 (至少4次, 暫定15年8月,
11月, 16年2月,5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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