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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更新于 2023 年 1 月 31 日 

 

 
 
 
 

 
 
 
 

为来港参与指定界别短期活动的访客提供入境便利先导计划 
 

便利安排涵盖范围 

 

 
指定界别 

 
（决策局／

部门） 

准许的活动及参与活动的身份 
（由相关决策局／部门准许可提供报酬） 

认可主办机构 

I  医疗卫生 

（ 医 务 卫 生
局） 

就认可主办机构(1)至(7)而言，在有关活动
不涉及填补任何所提及认可主办机构的兼
职或全职职位的前提下，准许的活动范畴如
下— 

 参加会议、研讨会、论坛、培训活动、
会面、学术工作坊、客席讲课、讲座、
课程、教育活动等； 

 为执业资格试提供专业支持，包括担
任主考人员； 

 为专科考试及／或评核提供专业支
持，包括担任专家、主考人员或评核
员； 

 进行评审和核证； 

 进行调查及研究相关的活动； 

 为提升专业发展提供培训；及 

 参与就医疗或公共卫生相关事宜进行
的专家小组、评审及／或顾问研究。 

 
就认可主办机构(8)而言，准许的活动只限于
为各相关专业提供持续专业教育及培训。 
 

(1) 医务卫生局 

(2) 医院管理局 

(3) 卫生署 

(4) 提供医护教育的高等教育院校： 
 
(i) 香港大学 
(ii) 香港中文大学 
(iii) 香港理工大学 
(iv) 香港都会大学 
(v) 东华学院 
(vi) 明爱专上学院 

 
（注：这项安排不适用于该等院校的教职员或学
生组织所举办的活动。） 

 
(5) 香港医学专科学院 

(6) 监管 13 个医疗专业的法定规管机构： 

(i) 香港医务委员会 
(ii) 香港牙医管理委员会 
(iii) 香港护士管理局 
(iv) 香港助产士管理局 
(v) 辅助医疗业管理局 
(vi) 医务化验师管理委员会 
(vii) 职业治疗师管理委员会  
(viii) 物理治疗师管理委员会  
(ix) 放射技师管理委员会  
(x) 视光师管理委员会   
(xi) 脊医管理局  
(xii) 香港药剂业及毒药管理局 
(xiii) 香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 

 

(7) 香港基因组中心 

(8) 获 13 个医疗专业的咨询及法定组织所承认或认
可的专业组织（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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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界别 

 
（决策局／

部门） 

准许的活动及参与活动的身份 
（由相关决策局／部门准许可提供报酬） 

认可主办机构 

II  高等教育  

（ 香 港 演 艺
学院  —文化
体 育 及 旅 游
局） 

 

（ 其 他 机 构
—教育局） 

在有关活动不涉及填补任何所提及认可主

办机构的兼职或全职职位的前提下，准许活

动范畴如下— 

 举行学术研讨会、会议、座谈会、论坛、

工作坊、讲座及演讲、公开／客席讲课；  

 同侪评审／认证、遴选委员会； 

 研究活动／于该等活动中发表演讲；及 

 为培训香港演艺学院在校学生而举行

的艺术表演（只适用于香港演艺学院）。  

 

(1) 教育局  

(2) 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 

(3) 教资会资助大学： 

(i) 香港城市大学 
(ii) 香港浸会大学  
(iii) 岭南大学 
(iv) 香港中文大学  
(v) 香港教育大学  
(vi) 香港理工大学  
(vii) 香港科技大学 
(viii) 香港大学 

 
(4) 香港都会大学 

(5) 香港演艺学院  

(6) 职业训练局  

(7) 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  

 
（注：这项安排不适用于该等院校的教职员或学
生组织所举办的活动。） 

 

III  文化艺术 

（ 文 化 体 育
及旅游局） 

 

 对制作或举办表演或展览不可或缺的
人士（包括但不限于艺术家、制作团队
及代理人，但不包括散工）；及 

 举办课堂、会议、公开讲座、研讨会、
分享会及工作坊／于该等活动中发表
演讲（参与的艺术家、博物馆馆长、访
问学人、学者、作家、文化评论人、表
演者及专家） 

 

(1)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 

(2)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 

(3) 香港艺术发展局（“艺发局”） 

(4)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西九管理局”） 

（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康文署、艺发局及西九管
理局没有积极筹办的活动，即上述机构的参与仅限于
出资或以非现金支持，包括租用场地、资助计划及赞
助的活动，并不属于获准许的活动。） 

获香港以外的博物馆／机构指派来港妥善
处理其于文化艺术活动或展览中借出展品
的人员及代理人。 
 

(1)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 

(2)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西九管理局”） 

 
（注：康文署及西九管理局没有积极筹办的活动，即
上述机构的参与仅限于出资或以非现金支持，包括租
用场地、资助计划及赞助的活动，并不属于获准许的
活动。） 
 

IV  体育 

（ 文 化 体 育
及旅游局） 

 

来港参加以下活动的运动员、教练、访港体
育专业人士（见注 1）、讲者、主礼嘉宾，以
及他们的随行支持人员 （见注 2）— 

 

 体育会议、典礼、研讨会、工作坊、培
训、交流活动、比赛及所有其他活动； 

 “M”品牌活动； 

(1)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 

(2)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 

(3) 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港协暨奥
委会”） 

(4) 香港残疾人奥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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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界别 

 
（决策局／

部门） 

准许的活动及参与活动的身份 
（由相关决策局／部门准许可提供报酬） 

认可主办机构 

 
 本地举行的大型国际活动； 

 大型全国锦标赛；及 

 本地举行的国际活动。 

 

 

注 1：包括运动科学专家、运动医学专家、
运动医学人员、物理治疗师、运动项目的技
术人员、球证、裁判、监督人员及监场人员。 

 

注 2：包括运动经理和管理人员、私人助理
及体育专业人员。 

 
(5) 香港体育学院  

(6) 体育总会（只限于获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或康文署
支持的活动），合资格的体育总会名单载于： 

https://www.lcsd.gov.hk/tc/programmes/programme
slist/sss/nsa.html 

(7) 获教育局认可的可颁授学位的专上院校（只限于
获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或康文署支持的活动）: 

(i) 明爱专上学院 

(ii) 明德学院 

(iii) 珠海学院 

(iv) 香港城市大学 

(v) 宏恩基督教学院 

(vi) 港专学院 

(vii) 香港演艺学院 

(viii) 香港浸会大学 

(ix) 香港都会大学 

(x) 香港能仁专上学院  

(xi) 香港树仁大学 

(xii) 岭南大学 

(xiii) 职业训练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 

(xiv) 香港中文大学 

(xv) 香港教育大学 

(xvi) 香港恒生大学 

(xvii) 香港理工大学 

(xviii) 香港科技大学 

(xix) 香港大学 

(xx) 东华学院 

(xxi) 香港伍伦贡学院 

(xxii) 耀中幼教学院 

(8) 指定体育机构（只限于获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或康
文署支持的活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会在有需要
时更新先导计划下的指定体育机构名单。）: 
 

(i) 香港运动禁药委员会 

(ii) 香港教练培训委员会 

(iii) 香港运动医学及科学学会 

(iv) 亚洲精英体育学院联会 

(v) 香港运动心理学会 

(vi) 香港聋人体育总会 

 

 

 

 

 

 

https://www.lcsd.gov.hk/tc/programmes/programmeslist/sss/nsa.html
https://www.lcsd.gov.hk/tc/programmes/programmeslist/sss/ns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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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更新于 2023 年 1 月 31 日 

 

 
指定界别 

 
（决策局／

部门） 

准许的活动及参与活动的身份 
（由相关决策局／部门准许可提供报酬） 

认可主办机构 

V  文物 

（发展局） 

 获邀参与文物及文化活动及／或与古
物古迹办事处进行学术交流的讲者、学
者及专家；及 

 与古物古迹办事处合办活动的香港以
外博物馆／机构指派来港妥善处理其
借出展品，以及／或获邀参与这些活动
的开幕典礼及／或参与教育项目的人
员及代理人。 

 

古物古迹办事处  

 
 

VI  创意产业 

（ 文 化 体 育
及旅游局）  

所有创意香港及电影发展局所举办活动，职
位包括讲者、到访的业界人士或学者、颁奖
嘉宾及评审员。 

 

(1) 创意香港  

(2) 电影发展局 
 

VII  创新及科技 

（ 创 新 科 技
及工业局） 

获香港认可处及创新科技署邀请来港进行
认可评审、同行评审或小组评审的评审员及
评估员。  

(1) 香港认可处  

(2) 创新科技署 
 

受委聘在由认可主办机构举办的研讨会、工
作坊、会议及比赛／或于该等活动中发表演
讲的讲者或担任评判。 

 

(1)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 

(2) 创新科技署（包括香港认可处及标准及校正实验
所） 

(3)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 

(4) 效率促进办公室 

(5) 香港科技园 

(6) 港深创新及科技园 

(7) 数码港 

(8)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9) 五所认可研发中心： 

(i) 汽车科技研发中心 
(ii)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 
(iii) 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 
(iv) 物流及供应链多元技术研发中心 
(v) 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 

 

(10) 粤港澳大湾区院士联盟 

(11)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下的研发中心╱实验
室 ， 详 细 名 单 载 于 以 下 连 结 ： 
https://www.itc.gov.hk/ch/doc/Research_Laborator
ies_Admitted_to_InnoHK_Research_Clusters(TCh
in).pdf 

 
 
 

https://www.itc.gov.hk/ch/doc/Research_Laboratories_Admitted_to_InnoHK_Research_Clusters(TChin).pdf
https://www.itc.gov.hk/ch/doc/Research_Laboratories_Admitted_to_InnoHK_Research_Clusters(TChin).pdf
https://www.itc.gov.hk/ch/doc/Research_Laboratories_Admitted_to_InnoHK_Research_Clusters(TChi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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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界别 

 
（决策局／

部门） 

准许的活动及参与活动的身份 
（由相关决策局／部门准许可提供报酬） 

认可主办机构 

研究 (1)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下的研发中心╱实验
室（见上(11)） 

(2)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3) 五所认可研发中心（见上(9)） 

 

 

VIII  香 港 桂 冠 论
坛 

 

参加一年一度的香港桂冠论坛及与论坛有
关的活动及宣传项目。 

 

香港桂冠论坛委员会 

 

 

 

IX  航空 

（ 运 输 及 物
流局）  

参与以下活动的讲者、讲师、导师及航空专
家： 

 研讨会 
 会议 
 培训 
 工作坊 
 讲座 
 演讲会 
 审定 
 认可工作 

香港国际航空学院 

 
 

X  国 际 ╱ 大 型
活动 

（ 文 化 体 育
及旅游局） 

  

参与香港旅游发展局所举办不同的国际／

大型活动的表演者、讲者及主礼嘉宾，以及

其随行支持人员，但不包括美酒佳肴巡礼。 

 

香港旅游发展局 

 
 

（ 商 务 及 经
济发展局） 

获香港贸发局邀请，参加该局举办的国际／

大型活动的表演者、讲者及主礼嘉宾，以及

其随行支持人员（包括主礼嘉宾的随行人

员、著名讲者的助理，以及表演者支持团队

的经理人）。 

 

（注：这项安排不适用于参展商等其他单位

所邀请的人士。） 

 

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贸发局”） 

参与投资推广署所举办的活动的讲者、主礼
嘉宾及评审员。 

 

投资推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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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界别 

 
（决策局／

部门） 

准许的活动及参与活动的身份 
（由相关决策局／部门准许可提供报酬） 

认可主办机构 

（ 民 政 及 青
年事务局） 

 

以骑师、练马师、马匹训练专业人员（例如：
助理练马师、策骑员和马匹料理员）、香港赛
马会聘请的赛马传媒，以及其他支持人员
（例如：兽医、钉甲匠、脊医和营养师）身
份，参加香港赛马会举办的以下三项国际赛
马活动 — 

 香港国际赛事 
 国际骑师锦标赛  
 冠军赛马日 

 

香港赛马会 

XI  金融 

（ 财 经 事 务
及库务局） 

 由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港交

所”）聘用的咨询公司／服务承办商为其

提供的有关业务发展；及 

 在认可主办机构举办的活动中发表演

讲。 

香港交易所集团及其设于香港的子公司，包括： 
 

(i) 港交所 
(ii)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iii) 香港期货交易所有限公司  
(iv)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v) 香港期货结算有限公司 
(vi) 香港联合交易所期权结算所有限公司 
(vii) 香港场外结算有限公司 
 
 

在认可主办机构主办的研讨会、会议、论坛

及峯会中演讲，并且参与该等活动。 

(1)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 
 

(2) FamilyOfficeHK（投资推广署专责团队） 
 

(3) 香港金融管理局及其附属实体／机构： 
 
(i) 金融科技促进办公室 
(ii) 金融学院 
(iii) 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 
(iv) 香港货币及金融研究中心 
(v)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 
(vi) 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 
(vii) 基建融资促进办公室 
(viii) 财资市场公会 

 
(4) 保险业监管局 

 
(5)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6) 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 

 
(7) 业界协会 

 
(i) 香港银行公会 
(ii) 香港银行学会 
(iii) 私人财富管理公会 
(iv) 亚洲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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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界别 

 
（决策局／

部门） 

准许的活动及参与活动的身份 
（由相关决策局／部门准许可提供报酬） 

认可主办机构 

XII  发展与建筑 

（发展局） 

(a) 就特定项目而与发展有关的专业和咨
询服务：土地使用规划；设施的设计、
建造和营运；以及保养工程； 

(b) 就特定工作而与发展有关的专家咨询
服务和就专门范畴的技术建议； 

(c) 就特定活动为界别提供培训及知识交
流；及 

(d) 就认证／仲裁工作提供专业支持。 

(1) 决策局及部门（以委托人身分参与有关发展研究
或工程／保养项目）: 
 

(i) 发展局 

发展局辖下的相关部门，包括： 

(ii) 建筑署 

(iii) 屋宇署 

(iv) 土木工程拓展署 

(v) 渠务署 

(vi) 机电工程署 

(vii) 路政署 

(viii) 地政总署 

(ix) 规划署 

(x) 水务署 

 

(2) 为行业提供支持和服务或作为相关研究／项目

的委托人的法定机构： 

 

(i) 市区重建局 

(ii) 建造业议会 

 

(3) 专业机构（为其专业举办活动，为行业整体带来

禆益）:  

 

(i) 香港工程师学会 

(ii) 香港建筑师学会 

(iii) 香港测量师学会 

(iv) 香港园境师学会 

(v) 香港规划师学会 

 

（注：专业机构获允许就左列(a)至(d)项的活动，在计

划下聘请非本地专业人员来港参与，但就(a)及(b)项的

活动，专业机构须咨询建造业议会和发展局以确认其

申请的活动能令行业受惠。在咨询建造业议会和发展

局时，专业机构须评估所申请的专业意见／服务的需

求和为行业带来的禆益，以确认申请有合理依据。） 
 

  



- 8 - 

 

 

 最后更新于 2023 年 1 月 31 日 

 

附件 
 

 

举办持续专业发展／持续专业教育活动的培训机构及评审机构名单 
 

1. 卫生署 

2. 医院管理局 

3. 香港中文大学 

4. 香港大学 

5. 香港理工大学 

6.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 
 

 

 

I. 医生 

 

开办延续医学教育课程的机构1 （由香港医务委员会认可） 

 

1. 香港医务委员会执照医生协会 

2. 香港医学专科学院 

3. 香港西医工会 

4. 香港医学会 
 

 

 

  

                                                      
1  这些机构获相关法定组织认可，可开办持续专业发展／持续专业教育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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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牙医 

 

开办持续专业发展课程的机构2 （由香港牙医管理委员会认可） 

 

1. 香港牙科医学院 

2. 香港牙医学会  

3. 香港口腔颌面外科学会  

4. 香港矫齿学会  

5. 香港牙髓病学会  

6. 香港儿童齿科学会  

7. 香港矫形牙科学会  

8. 香港家庭牙医学会 
 

 

 

 

 

 

 

 

  

                                                      
2
  参与这些机构所举办获持续专业发展课程评审机构认可的持续专业发展活动，可获取香港牙医管理委员会给予的

持续专业进修学分。参与由其他本地牙科组织举办的持续专业发展／延续医学教育活动，则不会获得持续专业进

修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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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护士 

 

开办持续护理教育课程的机构（由香港护士管理局认可） 
 

1. 香港护理学院 

2. 香港精神健康护理学院有限公司 

3. 香港护理教育学会 

4. 香港护士协会 

5. 香港港安医院－司徒拔道 （前称「香港港安医院」） 

6. 宝血医院（明爱） 

7. 明德国际医院 

8. 仁安医院 （前称「沙田国际医务中心仁安医院」） 

9. 香港危重病学护士协会有限公司 

10. 嘉诺撒医院 

11. 香港老年学会 

12. 香港中医护理学院 

13. 香港骨科护士协会有限公司 

14. 播道医院 

15. 香港纾缓护理学会 （前称「香港善终服务护士会」） 

16. 香港助产士会 

17. 香港法护顾问学会 

18. 香港手外科医学会 

19. 联合国际教育机构（香港）及牛津布斯大学 

20. 香港急症科医学院 

21. 基督教灵实协会 

22. 香港社会医学学会 

23. 香港圣约翰救护机构 

24. 香港老年学护理专科学院（前称「香港老年学护士协会有限公司」） 

25. 香港防癌会 

26. 香港消毒服务管理协会有限公司 

27. 香港手术室护士协会 

28. 香港浸信会医院 

29. 香港移植学会 

30. 香港妇产科学会 

31. 香港泌尿护理学会 

32. 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 

33. 医疗辅助队 

34. 那打素全人健康持续进修学院（前称「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那打素全人健康持续

进修学院」） 

35. 香港泌尿外科学会泌尿外科护士分会 

36. 香港肾科学会 

37. 圣德肋撒医院 

38. 香港防痨心脏及胸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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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香港耀能协会（前称「香港痉挛协会」） 

40. 香港心脏专科学院 

41. 香港胸肺学会 

42. 香港公共医疗护士协会 

43. 香港肾科护士学会有限公司 

44. 香港护理管理学院 

45. 圣保禄医院 

46. 香港阴道镜及子宫颈病理学会 

47.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 

48. 香港糖尿科护士协会有限公司 

49. 香港都会大学科技学院护理及健康学部 （前称「香港公开大学护理及健康学院」） 

50. 香港红十字会  

51. 香港肠外及肠内营养学会  

52. 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  

53. 香港港安医院─荃湾（前称「荃湾港安医院」） 

54. 香港心脏护理学会有限公司 （前称「香港心脏护理学会」）  

55. 养和医院  

56. 医院诊所护士协会  

57. 名卓护综合专科护理及顾问中心  

58. 香港中风学会  

59. 香港家庭医学学院  

60. 香港中文大学专业进修学院  

61. 东华三院护理人员会  

62. 东华学院护理学院  

63. 香港专业护理学会  

64. AO Operating Theatre Personnel, Hong Kong （前称 “Association of Internal Fixation – 

Operating Room Personnel Hong Kong Subcommittee”） 

65. 香港危重病护理学院  

66. 香港学校护士学会有限公司  

67. 香港内科护理学院  

68. 香港公共健康护理学会  

69. 香港急症科护理学院  

70. 香港造瘘治疗师学会有限公司（前称「香港造瘘治疗师学会」） 

71. 香港儿科护理学院（前称「香港儿科护理学院有限公司」）  

72. 香港护理教育及科研学院有限公司  

73. 香港护理专科学院有限公司（前称「临时香港护理专科学院有限公司」）  

74. 香港呼吸科护理学院 

75. 香港过敏科医学会  

76. 香港专业培训学会  

77. 香港外科护理学院  

78. 香港家庭医学及基层健康护士协会有限公司  

79. 惩教署健康护理组  

80. 医务卫生局（研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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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香港认知障碍症协会  

82. 东华三院越峰成长中心  

83. 香港社康护士协会  

84. 明爱专上学院  

85. 亚太综合内镜外科学会  

86.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学系 

87. 香港小区及公共健康护理学院 

88. 香港中文大学微生物学系  

89. 香港医学会  

90. 香港医学专科学院  

91. 香港康复护理会  

92. 港怡医院 

93. 香港中文大学赛马会老年学研究所 

94. 心理健康有限公司 

95. 圣德肋撒医院护士学校 

96. 香港控制感染护士会 

97. 香港婴幼儿心理健康协会有限公司 

98. 香港乳癌基金会 

99. 香港理工大学（大学医疗保健处） 

100. 香港职业健康护士会 

101. 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有限公司 

102. 新生精神康复会 

103.  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 

104. 香港生殖医学会 

105. 香港内镜超声学会有限公司 

106. 香港艾滋病医学会 

107. 医务卫生局（基层医疗健康办事处） 

108. 职业训练局香港专业教育学院（葵涌）应用科学学科（前称「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沙

田）」） 

109. 香港能仁专上学院 

110. 香港复苏学会 

111. Life Line Medical Training Centre 

112. 香港肛肠科学会 

113. 仁爱堂赛马会培训中心 

114. 香港护理及卫生管理学院 

115. 香港神经外科学会 

116. 香港骨质疏松学会 

117. 香港理工大学专业进修学院 

118. 亚太妇科内视镜培训学组 

119. 香港浸会大学持续教育学院护理教育部 

120. 消化疾病研究所 

121. 香港围手术护理学院有限公司 

122. 香港儿科护士学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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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助产士 

 

开办课程的机构（由香港助产士管理局认可） 
 

1. 香港助产士会  

2. 香港护士协会  

3. 明德国际医院  

4. 香港妇产科学会  

5. 医院管理局（屯门医院） 

6. 香港浸信会医院  

7. 养和医院 

8. 香港助产士学院 

9. 香港妇产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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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中医 

 

开办课程的机构（由香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认可） 
 

1. 新华中医中药促进会有限公司 

2. 香港中医师公会有限公司香港中医药研究院 

3. 现代中医进修学院 

4. 香港中医学会教育研究基金会有限公司 

5. 中国医药学会有限公司 

6. 香港注册中医学会有限公司 

7. 中国中医推拿针灸院 

8. 佛教华夏中医学院有限公司 

9. 香港华夏医药学会 

10. 九龙中医师公会有限公司 

11. 国际中医中药总会有限公司 

12. 香港中医骨伤学会有限公司 

13. 香港针灸学会 

14. 港九中医师公会有限公司 

15. 侨港中医师公会有限公司 

16. 华夏书院 

17. 香港中文大学专业进修学院 

18.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 

19. 港九中华药业商会有限公司 

20. 香港中医药科技学院 

21. 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 

22. 东华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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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医务化验师 

 

开办课程的机构（由辅助医疗业管理局辖下的医务化验师管理委员会认可） 
 

1. 香港病理学专科学院 

2. 香港医务化验学会 

3. 养和医院 

4. 香港分子生物诊断学会 

5. 香港细胞学会 

6. 医院管理局  

7. 医事生化科学学会香港分会 

8. 香港医务化验所总会 

9. 香港临床生化学会 

10. 香港血液科学会 

11. 香港微生物及传染病学会 

12. 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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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职业治疗师 

 

开办课程的机构（由辅助医疗业管理局辖下的职业治疗师管理委员会认可） 
 

1. 香港职业治疗学会 

2. 香港耀能协会（前称「香港痉挛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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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视光师 

 

开办课程的机构（由辅助医疗业管理局辖下的视光师管理委员会认可） 
 

1. 香港执业眼科视光师协会 

2. 香港光学会 

3. 香港眼科视光师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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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物理治疗师 

 

开办课程的机构（由辅助医疗业管理局辖下的物理治疗师管理委员会认可） 
 

1. 香港物理治疗学会 

2. 香港物理治疗师协会 

3. 香港耀能协会（前称「香港痉挛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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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放射技师 

 

开办课程的机构（由辅助医疗业管理局辖下的放射技师管理委员会认可） 
 

1. 香港放射治疗师协会（前称「放射治疗技师协会」） 

2. 香港放射师学院 

3. 香港放射技师协会  

4. 香港放射学技师会  

5. 香港介入放射科医学会  

6. 香港核医学及分子影像学会  

7. 香港医疗超声波学会 

8. 香港临床肿瘤科学会  

9. 透视微创治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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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脊医 

 

开办课程的机构（由脊医管理局认可） 
 

1. 香港脊医学会 

2. 香港执业脊医协会 

3. 中港澳脊医学会 

4. 香港脊骨神经科医学院基金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