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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解答特别大会召开要求提出的问题 
 
 

2017 年 8 月 4 日 

 

近日某些注册成员要求召开特别大会，其中提出与管理局财务报告和运作相关的问题。由于这次特别大会的议程仅

限于适用于医疗专业法和卑诗省中医针灸管理局细则范畴内的决议，因此管理局在此针对特别大会召开要求提出的

问题一并回答。 

 

管理局知道许多注册成员不希望收到如此详尽的信息，但也有许多成员要求澄清说明。管理局向来重视公开透明，

因此本文提供以下讯息。 

 

该文提供的信息主要是补充管理局官网及年度已审财务报告上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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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的职责 
 

卑诗省中医针灸管理局是监管本省中医药与针灸的官方专业机构，并负责授予中医师与针灸师的执业注册资格。管

理局制定严格的执业标准，确保合格的中医师和针灸师办妥注册手续，通过以下工作保护大众利益与安全: 

 

1. 确立入行执业的基本要求； 

2. 注册合格的传统中医执业人员； 

3. 制定执业标准与执业操守准则； 

4. 保障高质量的传统中医服务并提升注册成员维系执业能力； 

5. 评估卑诗省传统中医教育培训课程； 

6. 处理投诉与注册成员和非注册成员的专业失当行为； 

7. 告知公众的权益，推动专业人员间的合作，加强注册成员适应行业变化的能力。 

 

管理局与行业协会的区别 
 

 
 

管理局在医疗专业法的授权范围内负责监管传统中医执

业人员 

 

管理局致力于保护公众利益： 

 

• 建立、监督并执行执业标准 

• 提高执业质量，减少不称职、有害的或不道德

的执业行为 

• 建立并保持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质量保证计划，

以提升执业标准 

 

行业协会负责鼓励和保护其会员的专业与个人利益 

 

为了满足会员的需求，行业协会：  

 

• 代表中医界应对政府、雇主和其他组织 

• 与其他组织合作以推广中医行业 

• 支持发展会员的社交计划 

• 鼓励研究和发展以提升中医专业 

管理局 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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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的职责 
 

管理局理事会的组织、使命与权力都是根据医疗专业法、中医师及针灸师规

定和中医针灸管理局细则而确定，理事会的主要职责包括:制定并指导管理局

的方向、保障管理局所需的资源，以及监督管理局是否达成保护公众的使命。 

 

理事会包括代表两个选区的六名注册成员，以及六名由卑诗省政府卫生厅委

任的成员。 

 

理事会致力提供管理局与注册成员所需的支持，以确保患者获得高质量的中

医服务。绝大多数中医执业人员都是献身投入的医疗专业人员，并且认同管

理局对患者安全与照护的承诺与努力。理事会与管理局的职员一直尽忠职守

建立大众对传统中医和执业人员的信任、信心与尊重，这也是理事会与管理

局一贯的使命。 

 

理事会的开支 
 

理事会通过财务行政委员会负责确保管理局有效进行财务管理，管理局根据加拿大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来落实并维

系自身的会计体系。 

 

管理局的财务报告每年经过专业审计，以确定财务报告中肯正确地表达管理局的财务状况。每次审计之后，经审计

的财务报告都在年度大会发布，并向省卫生厅提交及发布于管理局官网。到目前为止，每一次审计结果都确认财务

报告在所有重要方面都如实反映管理局的财务状况。 

 

  

2015 2016 2017

法务 $- $- $13,735

会议/出差/教育 $15,466 $12,604 $12,742

酬金 $13,838 $11,150 $10,675

选举 $- $7,465 $3,729

 $-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45,000

理事会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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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委员会 
 

基于保护公众利益的宗旨，管理局利用必要的资源来推进其监管的项目以规范中医执业人员。管理局旗下的各委员

会监督管理层与一般职员的日常工作，进一步确保管理局尽到保护公众利益的使命。 

 

管理局细则设立了以下各委员会：  

 

• 纪律委员会 

• 教育与考试委员会 

• 财务与行政委员会 

• 调查委员会 

• 患者关系委员会 

• 质量保障委员会 

• 注册委员会 

 

委员会的开支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会议与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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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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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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修正项目 是为了响应省卫生厅的执业范畴改革而展开，欲知详情请点击此处，法规修正提案全文此处链接。 

 

公关宣传与信息出版 相关工作包括: 邮寄安全课程手册印刷本与法理学课程手册给所有注册成员，以及加强沟通参

与，这是理事会 2015-2019 策略计划中明订的目标之一，详情请点击此处。 

 

专业能力标准与考试 的相关工作目的在于落实全加拿大一致、以注册资格为基础的专业能力标准，详情请点击此

处。 

 

质量保障举措 是为了响应省卫生厅修订医疗专业法 26.1 条，详情请点击此处。 

特别项目与招标程序 
 

理事会聘用顾问与注册成员参与特别工作小组时遵循一定的政策程序，首先确认特定需求，其次发出邀请，审核申

请人，最后双方协商条款再正式聘用。管理局遵循联邦政府采用的采购程序，对外采购的物品与服务都符合医疗专

业法与管理局细则的运作要求。管理局细则以公平的方式对待供货商，并替管理局带来最好的价值。 

 

申请加入管理局特别工作小组的公开邀请都张贴在管理局官网或以邮件方式寄给所有注册成员，公开信息包括申请

条件、特别项目目的、工作小组提供管理局咨询和协助的职责等。 

例如: 执业范畴标准；高级中医师专业能力与执业能力指标；传统中医穴位注射治疗工作小组。 

 

招标决定不能只以价格为基础时，征求提案是最常使用的方式。招标文件中注明选择标准，征求符合要求的提案，

招标具体细节以供货商的绩效表现为基准，侧重最后的理想结果。 

例如: 沟通与公共策略、注册成员数据库、高级主管征才、全国资格考试提供者、全国资格考试项目经理。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其他 $2,613 $5,222 $786 $1,478 $2,079

质量保障 $- $- $- $45,752 $93,765

专业能力标准与考试 $525 $88,402 $53,133 $72,753 $136,020

公关宣传与信息出版 $2,228 $1,267 $2,427 $5,553 $60,919

法规修正 $15,595 $39,677 $31,255 $61,367 $89,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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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项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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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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表达”是一种与潜在商品与服务供货商沟通的方式，以鼓励有兴趣的供货商向管理局登记意向。意向表达文

件中明确描述管理局对商品或服务的要求，并向潜在供货商征求信息，以显示他们有能力满足管理局的要求。 

例如: 在线选举、隐私冲击评估、管理局过失与疏忽保险。 

 

以上这些招标方式都会在下列平台公布: 

 

• 卑诗省政府经营的商品与服务公开招标网站:  BC Bids 

• 电子招标服务网站: Merx 

• 卑诗省中医针灸管理局官网与通讯刊物 Balance 

监察、调查与纪律 
 

管理局的监察、调查及纪律工作是根据医疗专业法的第三部分及管理局细则的第五部分进行。 

 

调查委员会有义务本着对申诉人和遭投诉的注册成员公平、透明和客观的方式调查处理投诉，一旦调查委员会将投

诉案交付纪律委员会进行聆讯，纪律委员会也有义务以同样的方式处理投诉。在这两个阶段，管理局都会在必要时

寻求律师和/或专家意见，确保任何决定都建立于法律健全、公平和客观的基础上。 

 

医疗专业法第 28(1)条明文授权给监察员进行以下工作: 

 

在正常上班时间内，监察员在调查委员会许可的范围内，不需法庭庭喻便可针对以下任一项或多项进行调

查、询问、检查、观察或检视: 

(a) 注册成员执业的场所、使用的设备与现场的材料; 

(b) 与注册成员执业有关的文件纪录，监察员也可以复印这些文件; 

(c) 由注册成员亲自主持或监督的看诊治疗。 

 

调查委员会是一个根据医疗专业法成立的法定独立决策组织。 

 

• 监察员只有在取得法院搜索扣押令后才有权力”扣押”注册成员执业场所的材料(医疗专业法第 29 条) 

• 管理局没有任何权力主导监察员的筛选、培训与任命，也没有权力主导调查的程序与步骤，这些完全是调

查委员会的管辖范围。 

• 如果管理局试图给予调查委员会任何指示，都属于不合法的干涉自由裁量权或不当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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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程序 
 

 
 

管理局有义务告知大众申递投诉的方法，管理局是卑诗省医疗监管单位联盟的会员，该联盟制作了录像帮助大众了

解医疗投诉的程序。 

 

调查、纪律与禁令工作的非法律开支 
 

 
 

调查 开支的金额视管理局接获的投诉数量与投诉案的复杂程度而定。 

 

禁令 开支的金额取决于管理局针对无照执业者采取行动的次数，调查无照执业者可能需要大量调查与监视费用，

其中包括申请法庭谕令进行搜索扣押。 

 

纪律 开支视调查委员会转介的纪律聆听次数而定。 

 
  

投诉

• 管理局收到书面投诉

1
调查

• 如有需要会审阅患者病历、

书面声明，并进行面谈。

• 管理局职员在以下知识领域

受过培训: 专业标准、法律、

调查程序，以及监管合规。

2
决定

•额外培训、改变执业、

一般执业评估、申诫、惩

戒行动

•调查委员会成员包括医

疗专业人员与民间代表

3
聆讯

• 极少数的投诉案会演变成

公听聆讯，到了聆讯地步

有可能导致注册成员的执

照限期吊销或完全吊销。

4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纪律聆讯 $9,179 $41,593 $33,921 $943 $-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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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令 $- $- $- $- $24,611 $50,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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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 $6,224 $1,491 $1,494 $330 $26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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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0

https://vimeo.com/217535367
https://vimeo.com/217535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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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纪律与禁令工作的法律开支 
 

 
 

行政 开支涉及需要法律顾问与法律协助的日常运作、管理局细则修订，以及其他监管项目项目。 

 

纪律 开支的金额视调查委员会决定的公听聆讯次数而定。 

 

医疗专业审理庭 开支的金额视管理局在注册与调查两方面受到合法性挑战的次数而定。 

 

禁令 开支的金额取决于管理局针对无照执业者采取行动的次数，禁令需要律师代表管理局采取法律行动。 

 

调查 开支的金额视管理局接获的投诉量与投诉复杂程度而定。 

 

专业头衔 开支的金额取决于管理局动用多少资源确保注册成员的专业头衔(注册针灸师、注册中草药师、注册中医

师、高级中医师) 不遭滥用。 

卑诗省中医针灸管理局注册资格考试报考条件 

两年大学学历要求的演变历史 
 

在 2009 年之前，管理局细则附录 E 要求在卑诗省就读中医学校的学生必须完成至少两年大学课程或同等学历，这

是自从管理局成立以来对于申请中医课程学生设定的入学要求。 

 

从 2009 年开始，两年大学学历变成管理局注册资格的要求，不再是在卑诗省就读中医课程的入学要求。 

 

管理局细则第 48(1)(a.1)条明文规定: 

 

在注册委员会认可、有权授予学位的大专或大学通过至少两年文科或理科课程(至少修满 60 个学分) 

 

欲知有关考试与注册资格学历要求的细节，请点击此处。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专业头衔 $96,961 $66,708 $23,709 $- $- $-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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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专业审理庭 $19,224 $17,832 $24,337 $24,750 $10,512 $2,364

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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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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申请 
 

考试申请人必须符合学历要求，完成三到五年的传统中医药教育以及两年文科/理科大专课程。 

 

下列图表显示，绝大多数申请人都十分清楚管理局的注册要求。 

 

 

保护公众的职责 
 

有关两年大专学历的要求，卑诗省医疗专业审理庭已通过细则 48(1)(a.1)认可管理局的立场。 

中医针灸管理局的职责是无时无刻保护公众利益，因此管理局的目的是通过医疗专业

法、中医师与针灸师法规和管理局细则来规范注册成员… 

管理局必须坚持自身的职责与目的，尽管有时做出的决定会替申请人带来极大的失望

与不便，毕竟管理局的终极目标是保护大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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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HPA-123(A); 2016-HPA-124(A)] 
 

详情请点击此处。 

总结 
 

我们希望所有注册成员继续与管理局和理事会合作，共同努力提供一流的中医服务，管理局也向注册成员保证，管

理局以大众权益为优先考虑，致力做好中医业自我监管的工作。 

通过 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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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