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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更新於 2023 年 1 月 31 日 

 

 
 
 
 

 
 
 
 

為來港參與指定界別短期活動的訪客提供入境便利先導計劃 

 

便利安排涵蓋範圍 

 

 
指定界別 

 
（決策局／

部門） 

准許的活動及參與活動的身份 
（由相關決策局／部門准許可提供報酬） 

認可主辦機構 

I  醫療衞生 

（ 醫 務 衞 生
局） 

就認可主辦機構(1)至(7)而言，在有關活動
不涉及填補任何所提及認可主辦機構的兼
職或全職職位的前提下，准許的活動範疇如
下— 

 參加會議、研討會、論壇、培訓活動、
會面、學術工作坊、客席講課、講座、
課程、教育活動等； 

 為執業資格試提供專業支援，包括擔
任主考人員； 

 為專科考試及／或評核提供專業支
援，包括擔任專家、主考人員或評核
員； 

 進行評審和核證； 

 進行調查及研究相關的活動； 

 為提升專業發展提供培訓；及 

 參與就醫療或公共衞生相關事宜進行
的專家小組、評審及／或顧問研究。 

 
就認可主辦機構(8)而言，准許的活動只限於
為各相關專業提供持續專業教育及培訓。 
 

(1) 醫務衞生局 

(2) 醫院管理局 

(3) 衞生署 

(4) 提供醫護教育的高等教育院校： 
 
(i) 香港大學 
(ii) 香港中文大學 
(iii) 香港理工大學 
(iv) 香港都會大學 
(v) 東華學院 
(vi) 明愛專上學院 

 
（註：這項安排不適用於該等院校的教職員或學
生組織所舉辦的活動。） 

 
(5)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6) 監管 13 個醫療專業的法定規管機構： 

(i) 香港醫務委員會 
(ii)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 
(iii) 香港護士管理局 
(iv) 香港助產士管理局 
(v) 輔助醫療業管理局 
(vi) 醫務化驗師管理委員會 
(vii) 職業治療師管理委員會  
(viii) 物理治療師管理委員會  
(ix) 放射技師管理委員會  
(x) 視光師管理委員會   
(xi) 脊醫管理局  
(xii) 香港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 
(xiii)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7) 香港基因組中心 

(8) 獲 13 個醫療專業的諮詢及法定組織所承認或認
可的專業組織（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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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更新於 2023 年 1 月 31 日 

 

 
指定界別 

 
（決策局／

部門） 

准許的活動及參與活動的身份 
（由相關決策局／部門准許可提供報酬） 

認可主辦機構 

II  高等教育  

（ 香 港 演 藝
學院  —文化
體 育 及 旅 遊
局） 

 

（ 其 他 機 構
—教育局） 

在有關活動不涉及填補任何所提及認可主

辦機構的兼職或全職職位的前提下，准許活

動範疇如下— 

 舉行學術研討會、會議、座談會、論壇、

工作坊、講座及演講、公開／客席講課；  

 同儕評審／認證、遴選委員會； 

 研究活動／於該等活動中發表演講；及 

 為培訓香港演藝學院在校學生而舉行

的藝術表演（只適用於香港演藝學院）。  

 

(1) 教育局  

(2)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 

(3) 教資會資助大學： 

(i) 香港城市大學 
(ii) 香港浸會大學  
(iii) 嶺南大學 
(iv) 香港中文大學  
(v) 香港教育大學  
(vi) 香港理工大學  
(vii) 香港科技大學 
(viii) 香港大學 

 
(4) 香港都會大學 

(5) 香港演藝學院  

(6) 職業訓練局  

(7)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註：這項安排不適用於該等院校的教職員或學
生組織所舉辦的活動。） 

 

III  文化藝術 

（ 文 化 體 育
及旅遊局） 

 

 對製作或舉辦表演或展覽不可或缺的
人士（包括但不限於藝術家、製作團隊
及代理人，但不包括散工）；及 

 舉辦課堂、會議、公開講座、研討會、
分享會及工作坊／於該等活動中發表
演講（參與的藝術家、博物館館長、訪
問學人、學者、作家、文化評論人、表
演者及專家） 

 

(1)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 

(3) 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 

(4)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西九管理局”） 

（註：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康文署、藝發局及西九管
理局沒有積極籌辦的活動，即上述機構的參與僅限於
出資或以非現金支援，包括租用場地、資助計劃及贊
助的活動，並不屬於獲准許的活動。） 

獲香港以外的博物館／機構指派來港妥善
處理其於文化藝術活動或展覽中借出展品
的人員及代理人。 
 

(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 

(2)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西九管理局”） 

 
（註：康文署及西九管理局沒有積極籌辦的活動，即
上述機構的參與僅限於出資或以非現金支援，包括租
用場地、資助計劃及贊助的活動，並不屬於獲准許的
活動。） 
 

IV  體育 

（ 文 化 體 育
及旅遊局） 

 

來港參加以下活動的運動員、教練、訪港體
育專業人士（見註 1）、講者、主禮嘉賓，以
及他們的隨行支援人員 （見註 2）— 

 

 體育會議、典禮、研討會、工作坊、培
訓、交流活動、比賽及所有其他活動； 

 “M”品牌活動； 

(1)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 

(3)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港協暨
奧委會”） 

(4)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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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更新於 2023 年 1 月 31 日 

 

 
指定界別 

 
（決策局／

部門） 

准許的活動及參與活動的身份 
（由相關決策局／部門准許可提供報酬） 

認可主辦機構 

 
 本地舉行的大型國際活動； 

 大型全國錦標賽；及 

 本地舉行的國際活動。 

 

 

註 1：包括運動科學專家、運動醫學專家、
運動醫學人員、物理治療師、運動項目的技
術人員、球證、裁判、監督人員及監場人員。 

 

註 2：包括運動經理和管理人員、私人助理
及體育專業人員。 

 
(5) 香港體育學院  

(6) 體育總會（只限於獲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或康文署
支持的活動），合資格的體育總會名單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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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獲教育局認可的可頒授學位的專上院校（只限於
獲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或康文署支持的活動）: 

(i) 明愛專上學院 

(ii) 明德學院 

(iii) 珠海學院 

(iv) 香港城市大學 

(v) 宏恩基督教學院 

(vi) 港專學院 

(vii) 香港演藝學院 

(viii) 香港浸會大學 

(ix) 香港都會大學 

(x)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xi) 香港樹仁大學 

(xii) 嶺南大學 

(xiii)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xiv) 香港中文大學 

(xv) 香港教育大學 

(xvi) 香港恒生大學 

(xvii) 香港理工大學 

(xviii) 香港科技大學 

(xix) 香港大學 

(xx) 東華學院 

(xxi) 香港伍倫貢學院 

(xxii) 耀中幼教學院 

(8) 指定體育機構（只限於獲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或康
文署支持的活動。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會在有需要
時更新先導計劃下的指定體育機構名單。）: 
 

(i) 香港運動禁藥委員會 

(ii) 香港教練培訓委員會 

(iii) 香港運動醫學及科學學會 

(iv) 亞洲精英體育學院聯會 

(v) 香港運動心理學會 

(vi) 香港聾人體育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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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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更新於 2023 年 1 月 31 日 

 

 
指定界別 

 
（決策局／

部門） 

准許的活動及參與活動的身份 
（由相關決策局／部門准許可提供報酬） 

認可主辦機構 

V  文物 

（發展局） 

 獲邀參與文物及文化活動及／或與古
物古蹟辦事處進行學術交流的講者、學
者及專家；及 

 與古物古蹟辦事處合辦活動的香港以
外博物館／機構指派來港妥善處理其
借出展品，以及／或獲邀參與這些活動
的開幕典禮及／或參與教育項目的人
員及代理人。 

 

古物古蹟辦事處  

 
 

VI  創意產業 

（ 文 化 體 育
及旅遊局）  

所有創意香港及電影發展局所舉辦活動，職
位包括講者、到訪的業界人士或學者、頒獎
嘉賓及評審員。 

 

(1) 創意香港  

(2) 電影發展局 
 

VII  創新及科技 

（ 創 新 科 技
及工業局） 

獲香港認可處及創新科技署邀請來港進行
認可評審、同行評審或小組評審的評審員及
評估員。  

(1) 香港認可處  

(2) 創新科技署 
 

受委聘在由認可主辦機構舉辦的研討會、工
作坊、會議及比賽／或於該等活動中發表演
講的講者或擔任評判。 

 

(1)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2) 創新科技署（包括香港認可處及標準及校正實驗
所） 

(3)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4) 效率促進辦公室 

(5) 香港科技園 

(6)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7) 數碼港 

(8)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9) 五所認可研發中心： 

(i) 汽車科技研發中心 
(ii)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iii)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iv) 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 
(v)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10) 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 

(11) InnoHK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下的研發中心╱實驗
室 ， 詳 細 名 單 載 於 以 下 連 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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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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界別 

 
（決策局／

部門） 

准許的活動及參與活動的身份 
（由相關決策局／部門准許可提供報酬） 

認可主辦機構 

研究 (1) InnoHK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下的研發中心╱實驗
室（見上(11)） 

(2)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3) 五所認可研發中心（見上(9)） 

 

 

VIII  香 港 桂 冠 論
壇 

 

參加一年一度的香港桂冠論壇及與論壇有
關的活動及宣傳項目。 

 

香港桂冠論壇委員會 

 

 

 

IX  航空 

（ 運 輸 及 物
流局）  

參與以下活動的講者、講師、導師及航空專
家： 

 研討會 
 會議 
 培訓 
 工作坊 
 講座 
 演講會 
 審定 
 認可工作 

香港國際航空學院 

 
 

X  國 際 ╱ 大 型
活動 

（ 文 化 體 育
及旅遊局） 

  

參與香港旅遊發展局所舉辦不同的國際／

大型活動的表演者、講者及主禮嘉賓，以及

其隨行支援人員，但不包括美酒佳餚巡禮。 

 

香港旅遊發展局 

 
 

（ 商 務 及 經
濟發展局） 

獲香港貿發局邀請，參加該局舉辦的國際／

大型活動的表演者、講者及主禮嘉賓，以及

其隨行支援人員（包括主禮嘉賓的隨行人

員、著名講者的助理，以及表演者支援團隊

的經理人）。 

 

（註：這項安排不適用於參展商等其他單位

所邀請的人士。） 

 

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貿發局”） 

參與投資推廣署所舉辦的活動的講者、主禮
嘉賓及評審員。 

 

投資推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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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界別 

 
（決策局／

部門） 

准許的活動及參與活動的身份 
（由相關決策局／部門准許可提供報酬） 

認可主辦機構 

（ 民 政 及 青
年事務局） 

 

以騎師、練馬師、馬匹訓練專業人員（例如：
助理練馬師、策騎員和馬匹料理員）、香港賽
馬會聘請的賽馬傳媒，以及其他支援人員
（例如：獸醫、釘甲匠、脊醫和營養師）身
份，參加香港賽馬會舉辦的以下三項國際賽
馬活動 — 

 香港國際賽事 
 國際騎師錦標賽  
 冠軍賽馬日 

 

香港賽馬會 

XI  金融 

（ 財 經 事 務
及庫務局） 

 由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

所”）聘用的諮詢公司／服務承辦商為

其提供的有關業務發展；及 

 在認可主辦機構舉辦的活動中發表演

講。 

香港交易所集團及其設於香港的子公司，包括： 
 

(i) 港交所 
(ii)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iii) 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  
(iv)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v) 香港期貨結算有限公司 
(vi) 香港聯合交易所期權結算所有限公司 
(vii) 香港場外結算有限公司 
 
 

在認可主辦機構主辦的研討會、會議、論壇

及峯會中演講，並且參與該等活動。 

(1)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2) FamilyOfficeHK（投資推廣署專責團隊） 
 

(3) 香港金融管理局及其附屬實體／機構： 
 
(i) 金融科技促進辦公室 
(ii) 金融學院 
(iii) 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 
(iv) 香港貨幣及金融研究中心 
(v) 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 
(vi)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vii) 基建融資促進辦公室 
(viii) 財資市場公會 

 
(4) 保險業監管局 

 
(5)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6) 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 

 
(7) 業界協會 

 
(i) 香港銀行公會 
(ii) 香港銀行學會 
(iii) 私人財富管理公會 
(iv) 亞洲證券業與金融市場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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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更新於 2023 年 1 月 31 日 

 

 
指定界別 

 
（決策局／

部門） 

准許的活動及參與活動的身份 
（由相關決策局／部門准許可提供報酬） 

認可主辦機構 

XII  發展與建築 

（發展局） 

(a) 就特定項目而與發展有關的專業和諮
詢服務：土地使用規劃；設施的設計、
建造和營運；以及保養工程； 

(b) 就特定工作而與發展有關的專家諮詢
服務和就專門範疇的技術建議； 

(c) 就特定活動為界別提供培訓及知識交
流；及 

(d) 就認證／仲裁工作提供專業支援。 

(1) 決策局及部門（以委託人身分參與有關發展研究
或工程／保養項目）: 
 
(i) 發展局 

發展局轄下的相關部門，包括： 

(ii) 建築署 

(iii) 屋宇署 

(iv) 土木工程拓展署 

(v) 渠務署 

(vi) 機電工程署 

(vii) 路政署 

(viii) 地政總署 

(ix) 規劃署 

(x) 水務署 

 
(2) 為行業提供支援和服務或作為相關研究／項目

的委託人的法定機構： 

 
(i) 市區重建局 

(ii) 建造業議會 

 
(3) 專業機構（為其專業舉辦活動，為行業整體帶來

禆益）:  

 
(i) 香港工程師學會 

(ii) 香港建築師學會 

(iii) 香港測量師學會 

(iv) 香港園境師學會 

(v) 香港規劃師學會 

 
（註：專業機構獲允許就左列(a)至(d)項的活動，在計

劃下聘請非本地專業人員來港參與，但就(a)及(b)項的

活動，專業機構須諮詢建造業議會和發展局以確認其

申請的活動能令行業受惠。在諮詢建造業議會和發展

局時，專業機構須評估所申請的專業意見／服務的需

求和為行業帶來的禆益，以確認申請有合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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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舉辦持續專業發展／持續專業教育活動的培訓機構及評審機構名單 

 

1. 衞生署 

2. 醫院管理局 

3. 香港中文大學 

4. 香港大學 

5. 香港理工大學 

6.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I. 醫生 

 

開辦延續醫學教育課程的機構1 （由香港醫務委員會認可） 

 

1. 香港醫務委員會執照醫生協會 

2.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3. 香港西醫工會 

4. 香港醫學會 

 

 

 

  

                                                      
1  這些機構獲相關法定組織認可，可開辦持續專業發展／持續專業教育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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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牙醫 

 

開辦持續專業發展課程的機構2 （由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認可） 

 

1. 香港牙科醫學院 

2. 香港牙醫學會  

3. 香港口腔頜面外科學會  

4. 香港矯齒學會  

5. 香港牙髓病學會  

6. 香港兒童齒科學會  

7. 香港矯形牙科學會  

8. 香港家庭牙醫學會 

 

 

 

 

 

 

 

 

  

                                                      
2
  參與這些機構所舉辦獲持續專業發展課程評審機構認可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可獲取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給予的

持續專業進修學分。參與由其他本地牙科組織舉辦的持續專業發展／延續醫學教育活動，則不會獲得持續專業進

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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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護士 

 

開辦持續護理教育課程的機構（由香港護士管理局認可） 

 

1. 香港護理學院 

2. 香港精神健康護理學院有限公司 

3. 香港護理教育學會 

4. 香港護士協會 

5. 香港港安醫院－司徒拔道 （前稱「香港港安醫院」） 

6. 寶血醫院（明愛） 

7. 明德國際醫院 

8. 仁安醫院 （前稱「沙田國際醫務中心仁安醫院」） 

9. 香港危重病學護士協會有限公司 

10. 嘉諾撒醫院 

11. 香港老年學會 

12. 香港中醫護理學院 

13. 香港骨科護士協會有限公司 

14. 播道醫院 

15. 香港紓緩護理學會 （前稱「香港善終服務護士會」） 

16. 香港助產士會 

17. 香港法護顧問學會 

18. 香港手外科醫學會 

19. 聯合國際教育機構（香港）及牛津布斯大學 

20. 香港急症科醫學院 

21. 基督教靈實協會 

22. 香港社會醫學學會 

23.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24. 香港老年學護理專科學院（前稱「香港老年學護士協會有限公司」） 

25. 香港防癌會 

26. 香港消毒服務管理協會有限公司 

27. 香港手術室護士協會 

28. 香港浸信會醫院 

29. 香港移植學會 

30. 香港婦產科學會 

31. 香港泌尿護理學會 

32. 香港都會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33. 醫療輔助隊 

34. 那打素全人健康持續進修學院（前稱「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那打素全人健康持續

進修學院」） 

35. 香港泌尿外科學會泌尿外科護士分會 

36. 香港腎科學會 

37. 聖德肋撒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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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 

39. 香港耀能協會（前稱「香港痙攣協會」） 

40. 香港心臟專科學院 

41. 香港胸肺學會 

42. 香港公共醫療護士協會 

43. 香港腎科護士學會有限公司 

44. 香港護理管理學院 

45. 聖保祿醫院 

46. 香港陰道鏡及子宮頸病理學會 

47. 香港醫學組織聯會 

48. 香港糖尿科護士協會有限公司 

49. 香港都會大學科技學院護理及健康學部 （前稱「香港公開大學護理及健康學院」） 

50. 香港紅十字會  

51. 香港腸外及腸內營養學會  

52. 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會  

53. 香港港安醫院─荃灣（前稱「荃灣港安醫院」） 

54. 香港心臟護理學會有限公司 （前稱「香港心臟護理學會」）  

55. 養和醫院  

56. 醫院診所護士協會  

57. 名卓護綜合專科護理及顧問中心  

58. 香港中風學會  

59. 香港家庭醫學學院  

60.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61. 東華三院護理人員會  

62. 東華學院護理學院  

63. 香港專業護理學會  

64. AO Operating Theatre Personnel, Hong Kong （前稱 “Association of Internal Fixation – 
Operating Room Personnel Hong Kong Subcommittee”） 

65. 香港危重病護理學院  

66. 香港學校護士學會有限公司  

67. 香港內科護理學院  

68. 香港公共健康護理學會  

69. 香港急症科護理學院  

70. 香港造瘻治療師學會有限公司（前稱「香港造瘻治療師學會」） 

71. 香港兒科護理學院（前稱「香港兒科護理學院有限公司」）  

72. 香港護理教育及科研學院有限公司  

73. 香港護理專科學院有限公司（前稱「臨時香港護理專科學院有限公司」）  

74. 香港呼吸科護理學院 

75. 香港過敏科醫學會  

76. 香港專業培訓學會  

77. 香港外科護理學院  



- 12 - 

 

 

 最後更新於 2023 年 1 月 31 日 

 

78. 香港家庭醫學及基層健康護士協會有限公司  

79. 懲教署健康護理組  

80. 醫務衞生局（研究處）  

81.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82.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83. 香港社康護士協會  

84. 明愛專上學院  

85. 亞太綜合內鏡外科學會  

86.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婦產科學系 

87. 香港社區及公共健康護理學院 

88. 香港中文大學微生物學系  

89. 香港醫學會  

90.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91. 香港康復護理會  

92. 港怡醫院 

93.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老年學研究所 

94. 心理健康有限公司 

95. 聖德肋撒醫院護士學校 

96. 香港控制感染護士會 

97. 香港嬰幼兒心理健康協會有限公司 

98. 香港乳癌基金會 

99. 香港理工大學（大學醫療保健處） 

100. 香港職業健康護士會 

101.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102. 新生精神康復會 

103.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 

104. 香港生殖醫學會 

105. 香港內鏡超聲學會有限公司 

106. 香港愛滋病醫學會 

107. 醫務衞生局（基層醫療健康辦事處） 

108. 職業訓練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葵涌）應用科學學科（前稱「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

田）」） 

109.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110. 香港復甦學會 

111. Life Line Medical Training Centre 

112. 香港肛腸科學會 

113. 仁愛堂賽馬會培訓中心 

114. 香港護理及衛生管理學院 

115. 香港神經外科學會 

116. 香港骨質疏鬆學會 

117.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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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亞太婦科內視鏡培訓學組 

119.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護理教育部 

120. 消化疾病研究所 

121. 香港圍手術護理學院有限公司 

122. 香港兒科護士學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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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助產士 

 

開辦課程的機構（由香港助產士管理局認可） 

 

1. 香港助產士會  

2. 香港護士協會  

3. 明德國際醫院  

4. 香港婦產科學會  

5. 醫院管理局（屯門醫院） 

6. 香港浸信會醫院  

7. 養和醫院 

8. 香港助產士學院 

9. 香港婦產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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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中醫 

 

開辦課程的機構（由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認可） 

 

1. 新華中醫中藥促進會有限公司 

2. 香港中醫師公會有限公司香港中醫藥研究院 

3. 現代中醫進修學院 

4. 香港中醫學會教育研究基金會有限公司 

5. 中國醫藥學會有限公司 

6.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有限公司 

7. 中國中醫推拿針灸院 

8. 佛教華夏中醫學院有限公司 

9. 香港華夏醫藥學會 

10. 九龍中醫師公會有限公司 

11. 國際中醫中藥總會有限公司 

12. 香港中醫骨傷學會有限公司 

13. 香港針灸學會 

14. 港九中醫師公會有限公司 

15. 僑港中醫師公會有限公司 

16. 華夏書院 

17.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18.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19. 港九中華藥業商會有限公司 

20. 香港中醫藥科技學院 

21. 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會 

22. 東華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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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醫務化驗師 

 

開辦課程的機構（由輔助醫療業管理局轄下的醫務化驗師管理委員會認可） 

 

1. 香港病理學專科學院 

2. 香港醫務化驗學會 

3. 養和醫院 

4. 香港分子生物診斷學會 

5. 香港細胞學會 

6. 醫院管理局  

7. 醫事生化科學學會香港分會 

8. 香港醫務化驗所總會 

9. 香港臨床生化學會 

10. 香港血液科學會 

11. 香港微生物及傳染病學會 

12. 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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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職業治療師 

 

開辦課程的機構（由輔助醫療業管理局轄下的職業治療師管理委員會認可） 

 

1. 香港職業治療學會 

2. 香港耀能協會（前稱「香港痙攣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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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視光師 

 

開辦課程的機構（由輔助醫療業管理局轄下的視光師管理委員會認可） 

 

1. 香港執業眼科視光師協會 

2. 香港光學會 

3. 香港眼科視光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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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物理治療師 

 

開辦課程的機構（由輔助醫療業管理局轄下的物理治療師管理委員會認可） 

 

1. 香港物理治療學會 

2. 香港物理治療師協會 

3. 香港耀能協會（前稱「香港痙攣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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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放射技師 

 

開辦課程的機構（由輔助醫療業管理局轄下的放射技師管理委員會認可） 

 

1. 香港放射治療師協會（前稱「放射治療技師協會」） 

2. 香港放射師學院 

3. 香港放射技師協會  

4. 香港放射學技師會  

5. 香港介入放射科醫學會  

6. 香港核醫學及分子影像學會  

7. 香港醫療超聲波學會 

8. 香港臨床腫瘤科學會  

9. 透視微創治療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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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脊醫 

 

開辦課程的機構（由脊醫管理局認可） 

 

1. 香港脊醫學會 

2. 香港執業脊醫協會 

3. 中港澳脊醫學會 

4. 香港脊骨神經科醫學院基金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