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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区药师管理情况

•  药剂师人力资源的状况 

•  香港 : 规管药剂执业的法律 

•  如何成为香港药剂师 

•  实习训练的要求 

•  注册考试的安排 

•  药剂师的出路及发展 

•  香港的药剂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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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 规管药剂执业的法律 

•  在香港，规管药剂执业的法律是香港法律第138章《药剂业及

毒药条例》 

•  为施行本条例，香政府设立一个管理局，名为药剂业及毒药

管理局, 是本港的监管药剂执业的机构 

•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卫生署执行《药剂业及毒药条例》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卫生署网页 





药剂业及毒药管理局 

•  管理局的职能 : 

•  (a) 处理药剂师注册事宜，包括订明注册所须的训练、主
办注册考试、签发注册证明书及周年执业证明书等； 

•  (b)委出纪律委员会，调查药剂师的行为操守，并惩处被
裁定行为不当的药剂师﹔ 

•  (c)规管及签发药剂制品零售商(获授权毒药销售商及列载
毒药销售商)牌照。有关工作包括进行巡查及试买行动、
提出检控及委出纪律委员会调查获授权毒药销售商的经营
手法等； 

•  (d)规管及签发药剂制品批发商、进出口商和制造商牌照； 

•  (e)规管药剂制品的销售、购买、合成和配发事宜；以及 

•  (f)处理药剂制品的注册和分类事宜。



要成为香港药剂师 

•  如欲在本港注册成为药剂师，必须向药剂
业及毒药管理局提出注册申请。 

•  在申请注册时，一定要附合申请的条件 : 

•  除了要符合管理局规定的其他条件外，还
须考取「香港药剂法例」、「药剂执业」
及「药理学」三科考试成绩合格



注册要求

申请人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之一： 

 

(a) 修毕由香港大学或香港中文大学全日制的药
剂学课程并持有该院校发出之药剂学士学位; 
或 

(b)  非本地申请人须完成不少于三个完整学年的
全日制药剂学大学教育课程或同等学历及在
接受该教育课程的国家已注册为药剂师或已
取得注册成为药剂师的专业资格 



注册考试 

•  申请人必须通过药剂业及毒药管理局的三
科笔试，包括香港药剂法例、药剂执业及
药理学，全部试题均以英文作答。 

•  持有由香港大学或香港中文大学的药剂学
位之申请人，药剂业及毒药管理局可视乎
情况考虑豁免考试要求



•  成功申请者将收到过药剂业及毒药管理局
通知有关的安排。 

•  管理局每年于六月和十二月举行两次考试。
申请截止日期为是2月28日(申请6月考试) 
及8月31日(申请12月考试)

注册考试 



•  大约100名注册药剂师參加考试,	  及格率大约50％ 
•  本地毕业生括免考试 
•  本地毕业生需要完成12个月的实习培训	  

Years	   Number	  (CUHK)	   	  Number	  (HKU) Total	  

2013 25 24 49
2014 30 	  20 50
2015 70 26 96
2016 55 25 80
2017 55 25 75



2013年6月举行的药剂师注册 
考试成绩

•  根据香港药剂业及毒药管理局 

•  本届共有86、71及126名考生分别参加「香港药剂
法例」、「药剂执业」及「药理学」三科考试，
而相对的合格率为55.8%、77.5%及54.0 %。 

•  建议参考至少过去五年的试题，以加深对考试范
围和题目类型的了解。 

•  只要考试前有所准备和研究便没问题 



实习训练 

•  持有由香港大学或香港中文大学的药剂学位之申请

人须接受由药剂业及毒药管理局认可之培训，通常

为一年，包括其中不超过四星期休假。 

•  非本地申请人须在其接受全日制药剂学大学教育课

程的国家或其他国家取得注册前实习训练及/或注

册后有关药剂业的工作经验，合计不可少于一年，

包括其中不超过四星期休假。 

•  该一年实习训练及/或工作经验必须包括合计不少

于六个月直接为病人提供护理服务(即社区药房或

医院药房)的经验。 



实习训练

•  药剂业及毒药管理局可视乎情况考虑批准拥有了不到一年的
训练和经验的申请者参加考试。通过所有考试，向管理局提
交注册申请的相关文件，并提供培训经验期间的相关记录。
如果实习培训或注册后有关药剂业的工作经验未能达到管理
局的注册要求，将被要求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的完成指定时间
的培训。 

•  如申请人的培训时间少于六个月，药剂业及毒药管理局可视
乎情况考虑批准参加考试考试。通过所有三科考试, 

•  向提交向管理局的注册申请相关文件，并提供培训经验期间
的相关记录。如果实习培训经验仍然未能达到管理局的要求，
需接受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完成由管理局认可、与直接病人护
理服务培训相关的指定时间培训



香港药剂业及毒药管理局

联络地址:	  
香港药剂业及毒药管理局秘书处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182号顺丰国际中心1楼 

电话 :	  (+852)	  2527	  8418	  
图文传真 :	  (+852)	  2527	  2277	  
网址为：www.legislaFon.gov.hk/eng/home.htm



药剂师的出路及工作发展 

• 医院药剂 

• 制药工业 

• 社区药房 

• 卫生署 

• 学术界 

• 其他 :药业推广



医院药剂 

•  药剂执业在香港和英国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在英国药剂师都比
较被认可作为一个多学科团队的主要成员之一。药剂师的功能是
明确的，亦得到政府支持等。此外，临床药学是运作良好，并有
药师在多学科团队在病房和药剂部门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  在香港，医院药剂师侧重于确保在药房的顺利运作，许多人没有
机会在病房临床工作（不像在英国）。 

•  话虽如此，药剂师作为医疗团队主要成员的认受性正在迅速增长。
香港医院管理局正发展许多新的临床服务，包括药物和解，抗生
素管理方案，临床儿科，临床肿瘤学和老年医学。 

•  另外也有一些创新的服务，如静脉药物配置服务，以提高用药的
安全性，以及电子健康记录，将公营和私人医疗机构的药物纪录
连接起来。私家医院的药剂部门也不断迅速扩展。这些都有助开
拓更多药剂师的就业机会。 



香港医院管理局

雇有最多药剂师:	  
	  
年份 	   	   	   	   	  	  2008	   	  2013	  
药剂师数目:	   	   	   	  	  	  331 	   	  	  480	  (	  	  	  	  45%)	  	  

•  69%拥有硕士/博士学位	  
•  本地:外地毕业比例 :	  48%	  vs.	  52%	  
	  
	  



香港医院管理局 
药剂服务 



香港医院管理局 
专业培训及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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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奖学金计划 培育临床药剂业领导者 

驻院药剂师培训计划 

例子 

培训未来发展所需人才 

培训对象 

专家 

建立临床药剂师团队 

毕业生  

专科药剂师培训计划 

学习者  强化核心才能 

临床药剂师 

持续专业进修课程 

策略 

见习药剂师培训计划/ 
配药员学生培训计划 

达到基本入职要求 见习生  



香港医院管理局 
专科药剂师培训计划 

•  重点培训专科	  
–  肿瘤科	  
–  儿科	  
–  老人科	  

•  每专科约有20位学员	  

30	  



香港医院管理局 
专科药剂师培训计划 

•  美国临床药剂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Clinical	  
Pharmacy)药物治疗学探讨课程	  

•  Board	  of	  Pharmacy	  SpecialFes专科证书考试

31	  



香港医院管理局 
药剂部人力资源 

	 

	 配药员	 

Ø 持有一张配药学证书或
药剂科技高级文凭 

(资料取自	 31.10.2013)	 

	 	 	 	 	 

	 药剂师 

Ø 所有皆毕业于海外 
(英国、美国、澳洲、
加拿大、台湾) + 

Ø 香港中文大学  

–自1996年起  

Ø 香港大学  

–自2012年起  

	 

药剂师职级   
480 (30%) 

配药员职级  
1107 (70%) 



药剂师职级 

总配药员 19 

高级配药员 218 

配药员 813 

配药学员 57 

总药剂师 1           

部门经理I/高级药剂师 13/22 

部门经理II/药剂师 10/322  

驻院药剂师 112 

药剂学实习生 51 
配药员职级 

(资料取自	 31.10.2013)	 



香港卫生署 

•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卫生署负责执行药剂
相关法律和规管药剂制品。 



卫生署 



社区注册药房 

• 没有医药分业 

• 大多数患者多数由医院或私人医生取

药（香港大部分全科医生都在其诊所

内提供配药。 

• 共有550所注册药房 

• 每所必须有一位药剂师



注册药房



制药工业 GMP 

•  在香港，土地是稀缺和昂贵的资源，因此大型制药公司
如果在香港设立他们的生产基地和研发实验室就不太附
合实际。因此，药剂行业在香港的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
销售和市场营销，以及医疗及监管事务。 

•  然而也有一些规模较小的本地制药企业在香港的偏远地
区设置生产和研发基地，而规模较大的公司的总部多设
在中国大陆。 

•  近期香港发生了多宗不良药品事件而引起大众聚焦于药
品质量。市长对药品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越来越关注。
这些事件引起药剂业就业机会激增，使更多药剂师参与
质量控制和保证，监督生产过程和生物检测等 



制药工业

資



学术界 

•  香港两所药剂学院均在香港提供许多学术职务。 

•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在药剂学院教学岗位的基
本要求是持有药学博士或在相关领域持有博士
资格。 

•  香港专业教育学院也有以药剂师为主导的教学
职位去提供药学技术人员的培训。



香港中文大学	  
自1992年成立	  

收生平均每年30位

香港大学	  
自2008年成立	  

收生平均每年25位



跨国制药公司

•  工作包括:	  
•  药物注册 

•  产品推广服务



香港的药剂学会 



香港执业药剂师协会 

香港药学会 

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



•  成立于2010年九月，药剂专科学院是一个独立、非牟利、专业认

可的药剂师专业组织，旨在提升香港药剂业的专业标准。 

•  药剂专业涵盖药剂师在现有及未来改善患者治疗成效的重要角色。

通过确保药剂师在各执业领域的能力，本学院期望药剂师的专业

形象和公众认受性将会得以提升。学院的最终目标是学院获确认

为香港专科药剂师注册的法定机构。




 

药剂专科学院的愿景 
成立一个独立的认证机构及拥法定权力向

香港杰出药剂师颁授专业名衔

与相关培训机构联系，以提供专业培
训

为药剂课程和专科提
供认证

提升专业标准

药剂专科学院的使命 
保障香港药剂执业的高专业水平



香港藥劑學術年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