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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解答特別大會召開要求提出的問題 
 
 

2017 年 8 月 4 日 

 

近日某些註冊成員要求召開特別大會，其中提出與管理局財務報告和運作相關的問題。由於這次特別大會的議程僅

限於適用於醫療專業法和卑詩省中醫針灸管理局細則範疇內的決議，因此管理局在此針對特別大會召開要求提出的

問題一併回答。 

 

管理局知道許多註冊成員不希望收到如此詳盡的信息，但也有許多成員要求澄清說明。管理局向來重視公開透明，

因此本文提供以下訊息。 

 

該文提供的信息主要是補充管理局官網及年度已審財務報告上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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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的職責 
 

卑詩省中醫針灸管理局是監管本省中醫藥與針灸的官方專業機構，並負責授予中醫師與針灸師的執業註冊資格。管

理局制定嚴格的執業標準，確保合格的中醫師和針灸師辦妥註冊手續，通過以下工作保護大眾利益與安全: 

 

1. 確立入行執業的基本要求； 

2. 註冊合格的傳統中醫執業人員； 

3. 制定執業標準與執業操守準則； 

4. 保障高質量的傳統中醫服務並提升註冊成員維繫執業能力； 

5. 評估卑詩省傳統中醫教育培訓課程； 

6. 處理投訴與註冊成員和非註冊成員的專業失當行為； 

7. 告知公眾的權益，推動專業人員間的合作，加強註冊成員適應行業變化的能力。 

 

管理局與行業協會的區別 
 

 
 

管理局在醫療專業法的授權範圍內負責監管傳統中醫執

業人員 

 

管理局致力於保護公眾利益： 

 

• 建立、監督並執行執業標準 

• 提高執業質量，減少不稱職、有害的或不道德

的執業行為 

• 建立並保持一個可持續發展的質量保證計劃，

以提升執業標準 

 

行業協會負責鼓勵和保護其會員的專業與個人利益 

 

為了滿足會員的需求，行業協會：  

 

• 代表中醫界應對政府、雇主和其他組織 

• 與其他組織合作以推廣中醫行業 

• 支持發展會員的社交計劃 

• 鼓勵研究和發展以提升中醫專業 

管理局 行業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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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的職責 
 

管理局理事會的組織、使命與權力都是根據醫療專業法、中醫師及針灸師規

定和中醫針灸管理局細則而確定，理事會的主要職責包括:制定並指導管理局

的方向、保障管理局所需的資源，以及監督管理局是否達成保護公眾的使命。 

 

理事會包括代表兩個選區的六名註冊成員，以及六名由卑詩省政府衛生廳委

任的成員。 

 

理事會致力提供管理局與註冊成員所需的支援，以確保患者獲得高質量的中

醫服務。絕大多數中醫執業人員都是獻身投入的醫療專業人員，並且認同管

理局對患者安全與照護的承諾與努力。理事會與管理局的職員一直盡忠職守

建立大眾對傳統中醫和執業人員的信任、信心與尊重，這也是理事會與管理

局一貫的使命。 

 

理事會的開支 
 

理事會通過財務行政委員會負責確保管理局有效進行財務管理，管理局根據加拿大非營利組織會計準則來落實並維

繫自身的會計體系。 

 

管理局的財務報告每年經過專業審計，以確定財務報告中肯正確地表達管理局的財務狀況。每次審計之後，經審計

的財務報告都在年度大會發布，並向省衛生廳提交及發布於管理局官網。到目前為止，每一次審計結果都確認財務

報告在所有重要方面都如實反映管理局的財務狀況。 

 

  

2015 2016 2017

法務 $- $- $13,735

會議/出差/教育 $15,466 $12,604 $12,742

酬金 $13,838 $11,150 $10,675

選舉 $- $7,465 $3,729

 $-

 $5,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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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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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委員會 
 

基於保護公衆利益的宗旨，管理局利用必要的資源來推進其監管的項目以規範中醫執業人員。管理局旗下的各委員

會監督管理層與一般職員的日常工作，進一步確保管理局盡到保護公眾利益的使命。 

 

管理局細則設立了以下各委員會：  

 

• 紀律委員會 

• 教育與考試委員會 

• 財務與行政委員會 

• 調查委員會 

• 患者關係委員會 

• 品質保障委員會 

• 註冊委員會 

 

委員會的開支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會議與出差 $1,338 $1,240 $2,133 $7,776 $2,462

酬金 $14,575 $11,000 $12,650 $14,175 $12,7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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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

委員會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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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修正專案項目 是為了響應省衛生廳的執業範疇改革而展開，欲知詳情請點擊此處，法規修正提案全文此處鏈

接。 

 

公關宣傳與信息出版 相關工作包括: 郵寄安全課程手冊印刷本與法理學課程手冊給所有註冊成員，以及加強溝通參

與，這是理事會 2015-2019 策略計劃中明訂的目標之一，詳情請點擊此處。 

 

專業能力標準與考試 的相關工作目的在於落實全加拿大一致、以註冊資格為基礎的專業能力標準，詳情請點擊此

處。 

 

品質保障舉措 是為了響應省衛生廳修訂醫療專業法 26.1 條，詳情請點擊此處。 

特別專案與招標程序 
 

理事會聘用顧問與註冊成員參與特別工作小組時遵循一定的政策程序，首先確認特定需求，其次發出邀請，審核申

請人，最後雙方協商條款再正式聘用。管理局遵循聯邦政府採用的採購程序，對外採購的物品與服務都符合醫療專

業法與管理局細則的運作要求。管理局細則以公平的方式對待供應商，並替管理局帶來最好的價值。 

 

申請加入管理局特別工作小組的公開邀請都張貼在管理局官網或以郵件方式寄給所有註冊成員，公開信息包括申請

條件、特別專案目的、工作小組提供管理局諮詢和協助的職責等。 

例如: 執業範疇標準；高級中醫師專業能力與執業能力指標；傳統中醫穴位注射治療工作小組。 

 

招標決定不能只以價格為基礎時，徵求提案是最常使用的方式。招標文件中註明選擇標準，徵求符合要求的提案，

招標具體細節以供應商的績效表現為基準，側重最後的理想結果。 

例如: 溝通與公共策略、註冊成員數據庫、高級主管徵才、全國資格考試提供者、全國資格考試項目經理。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其他 $2,613 $5,222 $786 $1,478 $2,079

品質保障 $- $- $- $45,752 $93,765

專業能力標準與考試 $525 $88,402 $53,133 $72,753 $136,020

公關宣傳與信息出版 $2,228 $1,267 $2,427 $5,553 $60,919

法規修正 $15,595 $39,677 $31,255 $61,367 $89,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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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專案項目

http://www2.gov.bc.ca/gov/content/health/practitioner-professional-resources/professional-regulation/scope-of-practice-reform
http://www.ctcma.bc.ca/關於管理局/最新消息/2017年8月3日-中醫針灸師法規修訂提案更新/
http://www.ctcma.bc.ca/關於管理局/策略計劃/
http://www.ctcma.bc.ca/執業品質/中醫師執業基礎專業能力標準/
http://www.ctcma.bc.ca/執業品質/中醫師執業基礎專業能力標準/
http://www.bclaws.ca/Recon/document/ID/freeside/00_96183_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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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表達”是一種與潛在商品與服務供應商溝通的方式，以鼓勵有興趣的供應商向管理局登記意向。意向表達文

件中明確描述管理局對商品或服務的要求，並向潛在供應商徵求信息，以顯示他們有能力滿足管理局的要求。 

例如: 在線選舉、隱私衝擊評估、管理局過失與疏忽保險。 

 

以上這些招標方式都會在下列平台公布: 

 

• 卑詩省政府經營的商品與服務公開招標網站:  BC Bids 

• 電子招標服務網站: Merx 

• 卑詩省中醫針灸管理局官網與通訊刊物 Balance 

監察、調查與紀律 
 

管理局的監察、調查及紀律工作是根據醫療專業法的第三部分及管理局細則的第五部分進行。 

 

調查委員會有義務本著對申訴人和遭投訴的註冊成員公平、透明和客觀的方式調查處理投訴，一旦調查委員會將投

訴案交付紀律委員會進行聆訊，紀律委員會也有義務以同樣的方式處理投訴。在這兩個階段，管理局都會在必要時

尋求律師和/或專家意見，確保任何決定都建立於法律健全、公平和客觀的基礎上。 

 

醫療專業法第 28(1)條明文授權給監察員進行以下工作: 

 

在正常上班時間內，監察員在調查委員會許可的範圍內，不需法庭庭喻便可針對以下任一項或多項進行調

查、詢問、檢查、觀察或檢視: 

(a) 註冊成員執業的場所、使用的設備與現場的材料; 

(b) 與註冊成員執業有關的文件紀錄，監察員也可以複印這些文件; 

(c) 由註冊成員親自主持或監督的看診治療。 

 

調查委員會是一個根據醫療專業法成立的法定獨立決策組織。 

 

• 監察員只有在取得法院搜索扣押令後才有權力”扣押”註冊成員執業場所的材料(醫療專業法第 29 條) 

• 管理局沒有任何權力主導監察員的篩選、培訓與任命，也沒有權力主導調查的程序與步驟，這些完全是調

查委員會的管轄範圍。 

• 如果管理局試圖給予調查委員會任何指示，都屬於不合法的干涉自由裁量權或不當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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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程序 
 

 
 

管理局有義務告知大眾申遞投訴的方法，管理局是卑詩省醫療監管單位聯盟的會員，該聯盟製作了錄像幫助大眾瞭

解醫療投訴的程序。 

 

調查、紀律與禁令工作的非法律開支 
 

 
 

調查 開支的金額視管理局接獲的投訴數量與投訴案的複雜程度而定。 

 

禁令 開支的金額取決於管理局針對無照執業者採取行動的次數，調查無照執業者可能需要大量調查與監視費用，

其中包括申請法庭諭令進行搜索扣押。 

 

紀律 開支視調查委員會轉介的紀律聆聽次數而定。 

 
  

投訴

• 管理局收到書面投訴

1
調查

• 如有需要會審閱患者病歷、

書面聲明，並進行面談。

• 管理局職員在以下知識領域

受過培訓: 專業標準、法律、

調查程序，以及監管合規。

2
決定

•額外培訓、改變執業、

一般執業評估、申誡、懲

戒行動

•調查委員會成員包括醫

療專業人員與民間代表

3
聆訊

• 極少數的投訴案會演變成

公聽聆訊，到了聆訊地步

有可能導致註冊成員的執

照限期吊銷或完全吊銷。

4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紀律聆訊 $9,179 $41,593 $33,921 $943 $- $315

工作人員 $48,372 $58,751 $60,946 $66,056 $55,259 $63,183

禁令 $- $- $- $- $24,611 $50,880

調查 $15,957 $18,321 $15,115 $25,773 $32,806 $44,688

一般 $6,224 $1,491 $1,494 $330 $260 $-

 $-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140,000

 $160,000

 $180,000

https://vimeo.com/217535367
https://vimeo.com/217535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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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紀律與禁令工作的法律開支 
 

 
 

行政 開支涉及需要法律顧問與法律協助的日常運作、管理局細則修訂，以及其他監管專案項目。 

 

紀律 開支的金額視調查委員會決定的公聽聆訊次數而定。 

 

醫療專業審理庭 開支的金額視管理局在註冊與調查兩方面受到合法性挑戰的次數而定。 

 

禁令 開支的金額取決於管理局針對無照執業者採取行動的次數，禁令需要律師代表管理局採取法律行動。 

 

調查 開支的金額視管理局接獲的投訴量與投訴複雜程度而定。 

 

專業頭銜 開支的金額取決於管理局動用多少資源確保註冊成員的專業頭銜(註冊針灸師、註冊中草藥師、註冊中醫

師、高級中醫師) 不遭濫用。 

卑詩省中醫針灸管理局註冊資格考試報考條件 

兩年大學學歷要求的演變歷史 
 

在 2009 年之前，管理局細則附錄 E 要求在卑詩省就讀中醫學校的學生必須完成至少兩年大學課程或同等學歷，這

是自從管理局成立以來對於申請中醫課程學生設定的入學要求。 

 

從 2009 年開始，兩年大學學歷變成管理局註冊資格的要求，不再是在卑詩省就讀中醫課程的入學要求。 

 

管理局細則第 48(1)(a.1)條明文規定: 

 

在註冊委員會認可、有權授予學位的大專或大學通過至少兩年文科或理科課程(至少修滿 60 個學分) 

 

欲知有關考試與註冊資格學歷要求的細節，請點擊此處。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專業頭銜 $96,961 $66,708 $23,709 $- $- $-

調查 $32,427 $39,240 $34,397 $46,445 $20,323 $43,219

禁令 $17,734 $2,945 $10,729 $5,384 $2,087 $22,478

醫療專業審理庭 $19,224 $17,832 $24,337 $24,750 $10,512 $2,364

紀律 $47,326 $103,393 $115,522 $29,236 $4,035 $6,098

行政 $5,155 $7,844 $24,366 $24,836 $51,377 $58,526

 $-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http://www.ctcma.bc.ca/media/1406/2017-08-03-board-memo-examination-and-education-req.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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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申請 
 

考試申請人必須符合學歷要求，完成三到五年的傳統中醫藥教育以及兩年文科/理科大專課程。 

 

下列圖表顯示，絕大多數申請人都十分清楚管理局的註冊要求。 

 

 

保護公眾的職責 
 

有關兩年大專學歷的要求，卑詩省醫療專業審理庭已通過細則 48(1)(a.1)認可管理局的立場。 

中醫針灸管理局的職責是無時無刻保護公眾利益，因此管理局的目的是通過醫療專業

法、中醫師與針灸師法規和管理局細則來規範註冊成員… 

管理局必須堅持自身的職責與目的，儘管有時做出的決定會替申請人帶來極大的失望

與不便，畢竟管理局的終極目標是保護大眾利益。 

[PARA 29. AND PARA. 32 HEALTH PROFESSIONS REVIEW BOARD DECISION NO. 2016-HPA-122(A); 2016-HPA-
123(A); 2016-HPA-124(A)] 
 

詳情請點擊此處。 

總結 
 

我們希望所有註冊成員繼續與管理局和理事會合作，共同努力提供一流的中醫服務，管理局也向註冊成員保證，管

理局以大眾權益為優先考量，致力做好中醫業自我監管的工作。 

通過 拒絕 撤回

2016-2017 380 7 5

2015-2016 459 1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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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prb.gov.bc.ca/decisions/2016-HPA-122(a);123(a);124(a).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