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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經濟活動場所的設立，往往涉及更改工程(俗稱「裝修」工程)。此外，
也涉及發出行政准照以規管場所日後的營運。工程准照的申請與行政准照
又分屬不同部門，部門與部門之間相互諮詢，又會彼此增加對方的工作和
引致相互等待，不利簡政高效的便民施政理念。
有鑑於此，有必要透過跨部門合作，全面檢視整個申請流程，並作優
化，從而達至透明、高效、便民的目的。
遵循上述方式，跨部門工作組於二零一四年第一及第三季分別推出了
《社會服務設施更改工程入則手續與技術指引 》及《持續教育機構、補習
社 - 執照申請與更改工程入則手續及技術指引 》兩部指引。此《藥物業商
號 - 准照申請與更改工程入則手續及技術指引》(下稱「指引」)屬於跨部
門工作組優化申請程序的第三次成果。
在此同時提醒申請者，本指引的技術部分旨在將十多個分散於不同法
律、法規或技術規定的要求以簡易方式匯總說明，並羅列常見問題以方便
申請者遵守。但工程准照或行政准照的發出，除須符合本指引規定外，尚
應符合規範此類工程及場所的管理、消防、安全及衛生條件的一切法例規
定，並且以送交來的更改工程計劃的審理結果為正式意見，而正式意見只
有在發出工程准照後才視為確定性。
本指引會不定期更新，以因應特定期間頻繁出現的問題，作出適時的
公佈及解釋。
指引的最新版本可於土地工務運輸局（www.dssopt.gov.mo）或衛生
局（www.ssm.gov.mo）網頁內參閱或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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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圖
1

• 土地工務運輸局於流程表內簡稱「工務局」

選址期間，應特別注意本

選址

指引「I-選址」所指的基本
要求，選擇合適的單位或

可向工務局透過「O-005 建築檔案認證文件申

2

請表」申領場所經核准的圖則（俗稱底則），
以核對場所需否提交更改工程計劃。

樓宇以營運相關場所。

申請
經核准圖則

a) 如場所不涉及更改工

圖例：

XXX

由申請人主動作出的步驟

XXX

由衛生局作出的步驟

是否需作更改工程
4

向衛生局
遞交申請資料

計劃，申請人接獲衛
生局對設計圖則發出
初步意見後，可同時

M5

6

表

S1-動工三個申請步驟

需要修改

【溫馨提示】
L1-工程准照及

工務局發出的場所最
b) 如場所涉及更改工程

可行及涉及更改工程

M5-更改工程計劃、

交相關聲明文件及由
終圖則。

由工務局作出的步驟

XXX

程計劃，申請人須遞

3 圖則設計及核對

向工務局遞交
更改工程計劃

進行第 6 項步驟。
c) 應按照本指引「II-五衛生局範疇」的要求
遞交設計圖則。

可選擇同步作申請。

諮詢其它
部門意見

7

按照意見提交
修改工程計劃

9

可行及不涉及更改工程

需要修改

9.1

文件審批及
場所設置許可

收回部門
分析意見

8

M5 表

5

審理
更改工程計劃

如申請人對獲批准的場所圖則作出
修改，重複第 4 至 9 項步驟。

獲得核准
M5 10
或

L1
表

S1

向工務局
申請工程准照

重覆本流程表內第

N1
表

7 至 9 項步驟。

11

表

- 合法化計劃的核准公函副本及已繳
付的稅單副本。

12.1

完工， 向工
務局作竣工通知

13.1

現場改善 /
遞交修改計劃

- N1-工程竣工通知及收據副本；或

向工務局
申請動工

13
需作改善

M5

下列資料，以申請安排查驗：
- 核准計劃的蓋印核實副本；

表

因應修改內容可能

倘若涉及更改工程，須向衛生局提交

工務局作
竣工檢驗

12.2

向衛生局
提交查驗申請

查驗委員會現場
檢查及發出意見
工程竣工檢驗發出可行意見

a) 查驗委員會由衛生局、消
防局及勞工事務局的代表
組成；
b) 工務局進行工程竣工檢驗

的前題下，符合查驗委員會之要求
核准修改計劃，
符合查驗委員會之要求

14

批給及發出
准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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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選址

1. 可用作設置藥房、藥行、藥物產品出入口及批發商號、中藥房場所的地點：
1.1

藥房、藥行及中藥房
a.

商業用途的單位或樓宇；

b. 不可設於作住宅、寫字樓、工業用途、社會設施用途、貨倉及停車場用途的單位；
c.
1.2

發出行政准照的權限機關（衛生局）對場所開設的位置不持反對意見。

藥物產品出入口及批發商
a.

作商業及工業（包括廠房）用途的單位或樓宇；

b. 場所不可設於作住宅、寫字樓、社會設施用途及停車場用途的單位；
c.

發出行政准照的權限機關（衛生局）對場所開設的位置不持反對意見。

2. 走火距離
2.1

商業用途場所之出口位置設於地面層[1]：
a.

無選擇（單一出口）的情況下為 30 米；

b. 有選擇（多個出口）的情況下為 45 米。
2.2

工業用途場所之出口位置設於地面層：
a.

無選擇（單一出口）的情況下為 24 米；

b. 有選擇（多個出口）的情況下為 45 米。
2.3

出口位置設於非地面層（通往逃生樓梯）：當室內水平公用通道設置自然或機械通風
時所採用的逃生距離，與當室內水平公用通道沒有設置自然或機械通風時所採用的逃
生距離，分別為：
單位用途
商業
工業

通風條件

沒有疏散出口供選擇

有疏散出口供選擇

有通風

18m

40m

無通風

15m

30m

有通風

18m

36m

無通風

12m

20m

2.4

有關的通風條件及設施應遵守修訂後的《防火安全規章》第 22 條及第 36 條的規定。

2.5

在防火安全規章生效前已存在的樓宇，其逃生距離的計算，是考慮其更改後的條件較
更改前有否變差，在最低限度保持原有逃生距離的條件下，土地工務運輸局可接納有
關的更改。
[1]

商業用途單位位於地面層，且連閣樓或一樓或地庫時，逃生距離適用此規定。

3. 其他應遵守的主要條件
3.1

沒有違法建築工程、佔用或更改樓宇之共同部分；

3.2

已獲業主同意進行合法的更改工程；

3.3

不可涉及增加單位面積或增加樓層（加建閣仔或半閣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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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如場所位處第 11/2013 號法律第 117 條所指的紀念物、具建築藝術價值的樓宇、建築
群、場所或緩衝區內，土地工務運輸局須就工程計劃向文化局徵詢意見。

【備註】
上述條件，僅為有關單位可作為藥房、藥行、藥物產品出入口及批發商號、中藥房場所的最基本硬體條件和
初步意見，工程准照或行政准照的批准或發出，尚應符合規範此類工程以及場所的管理、消防、安全及衛生
條件的一切法例規定，並且以呈交來的更改工程計劃的審批結果為正式意見。而正式意見只有在發出工程准
照後才視為確定性意見。

II

更改工程計劃的編製

一、建築專業
1. 當場所內容納超過 50 人但少於 100 人時，則須設置最少 2 個出入口，其出口門的個別及合
計寬度則須分別不少於 85 厘米及 180 厘米。如設置雙扇出口門，則每扇門之寬度不應少於
60 厘米。
2. 場所內容納人數少於或等於 50 人，則出口門寬度須不少於 90 厘米。
3. 場所具備方便直達公共道路及無阻礙的通道，而通路（以主要通路作考慮）之寬度應符合
《防火安全規章》第十二條表 VI 之規定。
4. 關於走火距離的要求參閱「I－選址」內的第 2 點。
5. 位處 M 或 P 級樓宇內的場所出入口與毗鄰住宅唯一出入口之間至少有一幅不少於 1 米長的
牆身作分隔。
6. 外牆凸出物之安裝：
6.1

地面層門面招牌規定：須位於單位的對應外牆範圍內，距離人行道的高度少於 2.7 米，
向外伸越不應多於 10 厘米；距離人行道的高度界於 2.7 米至 3.5 米之間，向外伸越不
應多於 50 厘米；距離人行道的高度大於 3.5 米，向外伸越不應多於 75 厘米。而外港
新填海區(NAPE)，外牆凸出物在任何高度範圍向外伸越均不得超過 10 厘米；

6.2

凡涉及單位外牆之更改（包括更改門洞或窗洞、設置凸出物等）須符合民法典第 1334
條的相關規定：「在共同部分上進行工程，如構成更新工程，則須經分層建築物之一
定數目之所有人在大會通過有關許可方得進行，而該等所有人所占之份額須至少為分
層建築物總值之三分之二」。屬商業用途的地面層、閣樓或裙樓部分的單位，基於營
運上的考慮，審批時不引用民法典第 1334 條，但設置凸出物時，不可超出單位相應的
外牆範圍且須符合其餘法例規定。其餘的單位則須遵守上述民法典的規定，倘在沒有
中央空調的情況下，則可在相應外牆範圍內安裝室外空調壓縮機，但須符合外牆凸出
物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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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冷氣機之安裝：
7.1

高度限制與向外伸越的長度與上述第 6.1 點所指的規定相同，另外應採用對其他單位
使用人構成最少振動及熱氣排放影響的方式進行安裝。因此，不建議冷氣機與排氣管
道安裝於天井內；

7.2

地面層以上單位安裝冷氣機時，應安裝於樓宇興建時預留安放冷氣機的位置上，倘沒
有該預留位置，則只可安裝於場所相應外牆範圍內，其安裝規定與上述第 6.1 點相同。

8. 設置假天花時：
8.1

假天花應以非承重物料建造，若使用承重物料建造，假天花離樓板空間高度不可大於
1.2 米；

8.2

假天花的設置不可對閣仔的通風及採光構成影響，或使閣仔被圍封；

8.3

凡於原先已設有消防花灑頭的單位內設置假天花，當假天花離樓板空間高度大於或等
於 0.8 米，假天花的上、下部分空間均須設置消防花灑頭保護。

9. 場所淨高度的規定：
9.1

室內對外開放空間的淨高度最少為 2.6 米，可有 5 厘米容許誤差；

9.2

供人通行的樓梯之淨高度不應少於 2.2 米；

9.3

走廊及衛生設施(洗手間)的淨高度不應少於 2.2 米。

10. 加建閣仔的規定：
10.1 須為地面層的商業用途單位；
10.2 樓層高度等於或大於 4.2 米；
10.3 閣仔面積（不包括梯洞）不可大於淨高度超過 4 米的地面層面積之一半；
10.4 閣仔下層的淨高度最少為 2 米；
10.5 高度少於 2.6 米的範圍不可對外開放，洗手間除外（洗手間淨高度規定見第 9.3.點；
10.6 閣仔不得被封閉，並須確保具有良好的通風條件。
11. 樓梯的規定：
11.1 場所內的樓梯不可採用弧扇形方式設計，其寬度不應少於 1.0 米。樓梯的踏步板不應
少於 23 厘米及踼腳板不應超過 18 厘米；梯身每段不得超過 16 級，且不應少於 2 級；
梯級應有豎板，但地面層商業單位內通往僅作貯物的閣仔之樓梯不在此限。然而，在
有條件情況下(例如淨高度及採光通風均符合要求)，將閣仔更改為對公眾開放的空間時
則樓梯須同時符合上述規定。

二、土木範疇
結構專業：
1. 場所結構可承受的活荷載值最少須為 4.0kN/m2。若對場所的樓宇結構進行更改，為證明符
合使用上的安全，必須由已註冊的土木工程師提供結構計劃。
2. 結構計劃應包括設計說明書、圖則（平面、剖面及大樣圖）及計算書。
3. 凡新建的金屬結構構件，須負起每年檢查及維修的責任。
4. 場所倘涉及樓梯的更改，亦須遞交樓梯的結構計劃，當中還應注意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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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當有梯洞的改動（新開、封閉、擴大或縮小），須一併作出說明；

4.2

於新開或擴大梯洞時，應考慮梯洞周邊的加固方式；

4.3

於封閉或縮小原有梯洞時，需說明新建樓板的結構模式；

4.4

須提供新舊結構構件交接的大樣圖；

4.5

樓梯的規定見「一、 建築範疇」內第 11 點。

5. 當場所內涉及地台的升高，須說明升高地台的建造方式。
供水專業：
6. 列明所採用之材料、管徑、及水流方向；
7. 顯示場所水錶來水位置及其接駁場所內各用水設備；
8. 供水系統圖須與平面圖吻合。
排水專業：
9. 列明所採用之材料、管徑、水流方向及傾斜率；
10. 污水系統不能與雨水系統連接；
11. 排水管轉彎的位置作緩和轉彎設計並須設置沙井或檢修口；
12. 空調設備（冷氣機）去水須接駁於場所排水系統內；
13. 排水系統圖須與平面圖吻合；若接駁至原大廈排水系統，須同時標註原系統之管徑、編號或
沙井等資料；
14. 沙井須使用適當的方式封閉，以免日後使用有氣味溢出，但須確保舖設地台飾面後井蓋仍可
隨時開啟。

三、機電類範疇
電力專業：
1. 電錶功率及供電方式應符合第 11/2005 號行政法規《電網接駁分擔費用規章》及供電專營公
司的要求。
2. 應急照明燈具和出路指示牌，應在失去正常電源後至少能獨立運作兩小時。
3. 各上下游之間的導體、保護元件、控制元件及電路的相位、預計功率、用途應相匹配。
4. 使用三相供電時，其單相的負載應盡可能分佈於各相位上，以達三相平衡的效果。
5. 與逃生樓梯或隔火室功能無關的電氣管線／設備，不應設於隔火室或逃生樓梯內。
6. 應優先選用節能型的設備（如照明燈具等）。
7. 圖則及文件要求：
7.1

場所若需申請電力裝置的臨時營運准照時，須遞交供電計劃。

7.2

設計說明書當中應指明將安裝設施的特徵及所用材料的特徵，以及對所採用辦法之解
釋。尤其應清楚說明是否採用現有的電錶，有否更改供電來源導體或電功率等。

7.3

電氣設備說明資料表 （Ficha de Identificação do Projecto de Instalações eléctricas）
應指出供電計劃的摘要，如工程地點、樓宇級別及使用組、供電方式等。

7.4

圖則目錄應列明整套工程計劃所包括圖則的編號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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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設備系統圖（如有）應顯示系統的架構及分佈樓層等（如供配電、接地、避雷、電
信）。

7.6

配電箱單線圖應指明裝置及有關設備的特徵／技術規格。如導體、保護元件、控制元
件的特徵/技術規格，電路的編號、相位、預計功率、用途等資料。

7.7

設備平面圖的比例最大限度為 1:100，當中需標示電路的完整走向、正常電源的電路與
帶有應急電源的電路應以不同的線型標示以作區別。

7.8

設備大樣圖應採用合適的比例，清楚顯示有關的細節。如公用地方及入口處電器裝置
或引入線供電箱、各低壓配電掣櫃、上升管線、掣箱及開關、分層電錶房、分線箱、
電錶箱、接地或防雷相關系統等等安裝詳圖)。

7.9

為便於識別，在遞交修改計劃的圖則和文件時，須以「雲線」圈出有作更改的部份。

空調及通風系統專業：
1. 場所設置大型空調機組的安裝位置應符合第 24/95/M 號法令《防火安全規章》。
2. 設置空調設備（如水塔、水泵、空調室外機等），需考慮設備運作時產生之熱空氣/濕氣/震
動/噪音會否對他人構成影響，預先採取有效措施（如設隔音屏障、隔震設備等），避免引
起睦鄰矛盾。在噪音方面，須符合第 8/2014 號法律《預防和控制環境噪音》的要求。
3. 空調及通風管道應以不可燃材料（M0）建造及安裝。
4. 與逃生樓梯或隔火室功能無關的空調通風管道/設備，不應設於隔火室或逃生樓梯內。
5. 通風管道穿過隔火構件時，須設置隔火裝置加以分隔，且其耐火等級應不少於所穿過之構件
耐火等級。
6. 室外空氣輸入口須設有由煙霧探測器啓動之隔火裝置。
7. 裝設空調及通風管道/設備後的樓層淨空高度需符合經第 4/80/M 號法令修改的第 1600 號立
法性法規核准的《都市建築總章程》第 101 條的規定。
8. 空調設備應以穩固的方式支撐。
9. 宜優先選用高能源效益的機型。
10. 圖則及文件要求：
10.1 場所若設置大型空調通風機組時（如水塔、散熱塔、多聯機組等），須遞交空調通風
計劃。若只屬設置分體式空調的情況，需在建築圖則內作出相應的顯示。
10.2 設計說明書當中應指明將安裝設施的特徵及所用材料的特徵，以及對所採用辦法之解
釋。
10.3 圖則目錄應列明整套工程計劃所包括圖則的編號及版本。
10.4 設備系統圖（如有）應顯示系統的架構及分佈樓層等。
10.5 設備平面圖應顯示設備的安裝位置及管道的完整走向，其比例最大限度為 1:100。
10.6 設備安裝大樣圖、剖面圖中，應採用合適的比例，以清楚顯示需表達的細節為原則。
（一般需遞交管道穿過隔火構件時的大樣圖、管道或設備安裝高度的圖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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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防專業
1. 消防系統方面：
1.1

場所之消防系統設施及設備之設置，應按《防火安全規章》內之相關規定要求設置。
同時，應由具資格人員施工及保養消防系統，確保系統運作正常，並通知消防局作檢
查及測試，以及遞交一份有效的良好運作證明書。

1.2

消防系統的設計及施工，必須由註冊的土木、電子/機械工程師或工程技術員，或註冊
工程公司按符合《防火安全規章》所規定之技術規範進行，並經消防局派員作檢查及
測試合格後證實其符合所核准之計劃實施。(《防火安全規章》第六十三條)

1.3

如已設置消防系統(固定自動灑水式滅火系統、火災自動探測系統或消防喉轆等)，應由
合資格人員進行保養，確保該系統能輸出規定的壓力和流量，並須至少十二個月遞交
系統之良好運作證明書。(《防火安全規章》第六十三條)

1.4

如沒有設置消防系統，應按以下規定安裝適合的消防系統：
a.

若場所設於樓宇部份內：總面積大於 400 平方公尺或總容積大於 1400 立方公尺，
應安裝固定自動灑水式滅火系統，總面積大於 200 平方公尺及等於或小於 400 平
方公尺或總容積大於 700 立方公尺及等於或小於 1400 立方公尺，應安裝火災自動
探測系統。(其他情況應參照《防火安全規章》第五十二、五十三條規定)

b. 若場所設於獨立之樓宇內：總面積大於 2000 平方公尺或總容積大於 7000 立方公
尺，應安裝固定自動灑水式滅火系統；總面積大於 800 平方公尺及等於或小於
2000 平方公尺或總容積大於 2800 立方公尺及等於或小於 7000 立方公尺，應安
裝火災自動探測系統。(其他情況參照《防火安全規章》第五十二、五十三條)。
2. 消防設備及應採取之措施：
2.1

通往閣樓、一樓或地庫之樓梯，應採用遇火反應為 MO 級之材料建造(如磚石結構、金
屬等)及寬度按相關規定實施。(《防火安全規章》第十二條及第十七條)

2.2

若設於場所內以電力作為開啓方式之門/趟門，應配有為易於開啓之手動方式開啓及當
發生火災時/電力中斷時，應確保出口門保持經常開啓。

2.3

場所之間隔應盡量使用不可燃材料(如磚牆等)，倘若使用可燃材料作間隔牆、天花、裝
飾等，則此等部份應以合格及認可之防火產品(F.R.P.)適當保護，以便達到提高抗火能
力和降低易燃性。(《防火安全規章》第三條)

2.4

在出路(疏散通道)上應有長期運作之安全標誌(參考《防火安全規章》附件 I 之特徵 –
綠色底白色圖案或文字)及緊急照明，其指示應明確易懂且位置適當，能指引使用人到
達出口而無產生誤解之弊。(《防火安全規章》第二十三及二十四條)

2.5

電力設施之安裝，應使其既不引起火災也不導致蔓延。(《防火安全規章》第三十二條)

2.6

茶水間內用作準備食物/飲品之設備，應使用電力，其設施應按照安全條件規範來實施。
(《防火安全規章》第三十二條)

2.7

當場所內預計定員超過 50 人時，應安裝一套警報及報警系統。(《防火安全規章》第
五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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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當場所設有獨立間隔，且間隔之預計定員超過 20 人時，應安裝一套聲響警報系統。
(《防火安全規章》第五十四條)

2.9

場所內應設置適當數量及合格之滅火筒，每 200m2 設置一個，同時每一場所不能少於
兩個，且應適當分佈以符合從任何位置取用最近滅火筒之距離不超過 15m。(《防火安
全規章》第五十五條)

3. 倘若有關場所設立於已獲土地工務運輸局批准以非本地區之現行法例(如：IBC)之規範而設計
之建築樓宇中，其遞交之建築設計圖則/消防系統設計圖則中，應先經獲土地工務運輸局認
可的第三方認證機構作出評估，並遞交相關之評估報告，同時認證報告書應標示所認證之圖
則編號及日期。
4. 圖則及文件要求：
4.1

工程人員之責任聲明書(必須為已在土地工務運輸局註冊的土木、電子或機械工程師或
工程技術員)。

4.2

設計說明書。

4.3

1:1000 的位置圖。

4.4

1:100 的消防系統、設施及設備設計圖則（平面圖及消防系統圖(企身圖)），消防系統
圖則應根據《防火安全規章》第四十六條之規定繪制，管徑以不同顏色表示之。

4.5

倘屬更改建築及消防系統之工程，應在設計說明書中清晰說明，並連同建築重合圖則
（紅黃則）或於修改圖則上以雲線標示是次修改的部份一併遞交。

4.6

倘若場所需設置防排煙系統，應遞交 1:100 的相關圖則。

4.7

有關建築設計、消防系統、防排煙等圖則不應於同一圖則內顯示。

5. 日後營運注意事項：
5.1

疏散出口及通路應保持暢通不阻塞。(《防火安全規章》第十條)

5.2

場所內所有工作人員，對發生火警時應採取的行動及滅火筒之使用，須有充份認識。

5.3

儲藏室擺放的物品，不能是隱含火災危險為高的物品；並且不能在此進行有明顯火災
風險之活動。尤其禁止存放液體或氣體燃料之容器。(《防火安全規章》第八十三條)

5.4

應訂定一套緊急事故應變計劃，並定期演習及作出檢討。

5.5

貨物之擺放方式不應妨礙任何消防設施之運作或使用。

5.6

易燃或化學物料應裝載於合適容器內，外面清楚標示物品名稱，遇水反應等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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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衛生局範疇
1. 關於藥房：
根據九月十九日第 58/90/M 號法令，藥房的間隔及設施設備必須（註）：
1.1

間隔方面：最少需符合下列第 a 到第 e 點的要求 (第 41 條)：
a.

派藥室或接待公眾室；

b. 足夠能力庫存使藥房可正常運作所需藥物的間隔；
c.

行政工作的辦公室；

d. 員工使用的衛生及存放衣服的設施；
e.

具備條件配製即時調配處方藥物的實驗室；

f.

擬配製其他藥物的藥房，必須擁有具備適合有關藥物處方技術的規模及設備的實
驗室；

g. 地面、牆壁及天花，必須是可洗濯及易於清潔的；
h. 上述第 a 到第 c 點以及第 f 點所指的間隔，必須具備空氣轉換及空氣調節系統；
i.

倘藥房擁有位於其本身以外的其他倉庫時，須強制性地通知衛生局並須符合第 g
到第 h 點所指的條件。

1.2

傢俬及設備：必須最少擁有下列的傢俬 (第 42 條)：
a.

在派藥室內用於存放用以售賣藥物的玻璃櫃；

b. 用以存放麻醉藥物、精神科藥物及其他含毒性或有危險性產品的關閉櫃或保險櫃；
c.

接待公眾的櫃檯；

d. 擺放物料的櫃；

1.3

e.

用以存放必須冷凍保存藥物的冰箱；

f.

給藥房員工存放衣服的關閉櫃。

招牌 (第 43 條)：
a.

必須由一個用中葡文書寫「藥房」且固定在門外當眼處的招牌所識別；

b. 在藥房內公眾當眼處，應有擔任技術主管職務藥劑師的姓名；
c.

在藥房的招牌上，除第 a 點所指及藥房名稱、開設日期、電話號碼之外，不得寫
上其他指示。

2. 關於藥行：
根據九月十九日第 58/90/M 號法令，藥行的設施設備必須（註）：
2.1

間隔方面：最少符合下列的要求 (第 69 條)：
a.

派藥或接待公眾的間隔；

b. 適合庫存藥物及其他藥物產品的附屬間隔；
c.

衛生設施。

（註）
設計圖則要求：
a.

1:1000 的位置圖

b.

1:100 的設施及設備建築平面、剖面及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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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傢俬及設備：最少擁有下列傢私 (第 69 條)：
a.

在派藥室內用以擺放藥物的玻璃櫃；

b. 接待公眾的櫃檯；
c.

給予其他產品使用的櫃；

d. 給予須冷藏保存藥物使用的冰箱；
e.

藥行的設施必須遵守九月十九日第 58/90/M 號法令要求藥房的安全、整潔、衛生
等的規定及擁有適當的空氣調節系統。

2.3

名稱及招牌 (第 70 條)：
a.

藥行的名稱不得包含任何能使公眾將其與藥房混淆的成份；

b. 藥行的招牌，宣傳物及印刷品，除其名稱、運作地點、創立日期，運作時間及電
話號碼外，不得包含其他指示。
3. 關於藥物產品出入口及批發商號：
根據九月十九日第 58/90/M 號法令， 藥物產品出入口及批發商號的設施設備必須（註）：
3.1

在不妨礙關於商業用途設施須遵守要件的法例的規定時，藥物產品出入口及批發商號
必須具有下列 (第 24 條) ：
a.

具有適合保存每種產品設備的間隔；

b. 用以保存易燃產品的特殊條件；
c.

具備對須冷藏保存的產品，有足夠能力的冷藏設施；

d. 用於庫存藥物產品的間隔，不應讓公眾進出；同時須與其他間隔分開，尤指用於
行政方面的間隔；
e.

設施須經常保持衛生整潔、及安全的良好情況，並具有適當的空氣調節系統。

4. 關於中藥房：
根據十一月十四日第 53/94/M 號法令，中藥房的設施設備必須（註）：
4.1

批給准照之要件 (第 4 條)：
a.

場所須擁有適當安全及衛生條件之設施以及擁有對產品之配製、保管及保存為必
要之設備。

4.2

場所應 (第 12 條)：
a.

注意保持清潔

b. 具有空氣循環系統及空氣調節系統；
c.

裝置烘箱及冰箱，以保存對濕度或熱度敏感之產品；

d. 具合適之櫃及容器，以使產品具良好狀況。
4.3

產品的保存應 (第 12 條)：
a.

將產品按種類分開存放及整理，並應在產品上標明名稱及批之編號或取得日期。

（註）
設計圖則要求：
a.

1:1000 的位置圖

b.

1:100 的設施及設備建築平面、剖面及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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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勞工事務局範疇
1. 根據五月二十二日第 37/89/M 號法令所核准的《商業場所、辦事處場所及勞務場所之工作
衛生與安全總規章》，為確保僱員在工作時有良好之衛生及安全條件，以及在進行商業活動、
辦事處活動及勞務活動之一切地點有良好之工作環境素質，從事藥物活動商號的僱主須執行
以下職業安全健康的規定：
1.1

工作環境方面：
a.

保持工作場所整潔

b. 不要阻塞各通道
c.

須保持走火通道及緊急出口暢通

d. 物料/品須貯放整齊
e.

不可在公眾地方工作或放置物品

f.

修理地面 (應全無凹凸) 或須鋪防滑材料

g. 須設置救傷用十字箱及放置所需藥物 (詳見第 2 點：急救箱物料清單)
h. 須放置可飲用食水
1.2

用電方面：
a.

電錶須安裝在絕緣箱內

b. 電力裝置須安裝自動斷路掣(漏電斷路掣)
c.

須安裝防水電插座(蘇頭)

d. 在潮濕的地方，不能使用 220 或以上伏特的電器

1.3

e.

須保持電錶箱及所有電力裝置清潔整齊

f.

須保持電線/電掣性能良好

化學物品的使用方面：
a.

須在設有局部抽氣設備地方使用化學物品

b. 盛載化學物品的容器須蓋好
c.

化學物品須儲存/存放於適當地方

d. 盛載化學物品的容器須貼上適當標籤

1.4

e.

須配戴適當個人保護用具處理化學物品

f.

在擺放化學物品的地方不准進食、吸煙、明火及存放食物

機械防護方面：
a.

須安裝機械防護設備於機械或作業裝置的危險部件(如：旋轉軸、滾筒、傳動系統
的運轉部份、機器轉動部件的突出部份、切割工具、壓具、衝模及砂輪等)

b. 所有機械(器)及其保護設備須保持清潔及運作正常
1.5

通風方面：
a.

須安裝抽氣風扇以加強空氣流通

b. 須安裝通風/抽氣設備於空氣流通不足地點
c.

須安裝抽氣設備抽走空氣中的干擾性或有害之污染物

d. 須改善貨倉通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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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1.6

須安裝護罩於通風設備(抽氣扇)

照明方面：
a.

須改善工作場所的照明

b. 須安裝防爆防漏燈罩
c.

須改用光管照明

d. 須改用光管代替電燈泡
e.
1.7

牆身須塗上非反光性的淺淡顏色油漆

衛生設備方面：
a.

安裝洗手盆

b. 洗手間須安裝抽氣扇
c.

洗手間須設有肥皂、抹手紙或手部風乾機

d. 洗手間不可存放雜物
e.

洗手間須保持整潔

f.

垃圾或廢料須棄置於耐用及易潔的有蓋容器內

g. 須設有員工存放衣服的衣櫃
2. 急救箱物料清單
建議在所有工作地點內每一急救箱必須物品的最低要求數量：
所需用品

物品數量
僱員人數：少於 10 人

僱員人數：10 至 49 人

僱員人數：50 人以上

此急救箱手冊(本)

1

1

1

細碼無藥性消毒紗布(塊)

1

6

12

中碼無藥性消毒紗布(塊)

1

3

6

各種尺碼藥水膠布(塊)

3

12

24

30 克包裝藥棉

1

3

6

原包綿布三角巾(塊)

1

2

4

脫敏膠布

1

1

2

壓力繃帶

1

1

1

安全扣針

足夠數量

註：
a. 急救箱內應註有負責人姓名，一般情況下應最好有兩人負責急救箱用品，定期檢查急救用品的種類、
數量及期限，以保證工作場所有足夠的急救物品。
b. 所有有包裝的急救物品如拆開之後就不可擺放回去，祇有急救指南和安全扣針可以循環使用。
c. 如有口服藥物及外用藥物，須與上述物品分開擺放。
d. 如工作場所內有醫生或護士註診，及設備完善的醫療室，則上述各項可豁免遵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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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行政程序、所需文件及注意事項：
1. 申請核准更改工程計劃
1.1

需要遞交的文件（與土地工務運輸局相關部分）
(1)

《 M5- 申 請 核 准 更 改 工 程 （ 修 改 ） 計 劃 》 ( 藥 物 業 商 號 場 所 專 用 )
（U067C）

(2)

物業登記書面報告正本或經鑑證副本

(3)

倘為租客，業權人同意書正本或經鑑證副本（U038C）

(4)

倘為受權人，授權書正本或經鑑證副本

(5)

編製計劃責任聲明書（U002C）

(6)

工程說明書（各專業計劃應獨立遞交相關的工程說明書，並應連同編製
計劃的責任聲明書副本）

(7)

位置圖

(8)

已核准圖則

(9)

重合圖則

(10)

擬更正圖則

(11)

[1]

供水專業圖則／計算書

(12)

[1]

排水專業圖則／計算書

(13)

[1]

結構專業圖則／計算書

(14)

[1]

消防專業圖則／計算書

(15)

[1]

供電系統專業圖則／計算書

(16)

[1]

空調/通風/排煙系統專業圖則／計算書

(17)

[1]

燃氣/燃料系統專業圖則／計算書

[1]

1.2

當工程涉及時需遞交之文件；

副本數量：遞交申請時，除須附上正本一份外，並應附上《M5-申請核准更改工程
（修改）計劃》(藥物業商號場所專用)表格第 2/2 頁「連同遞交的文件」內備註欄所指
的副本數量。

1.3

自編頁碼：申請人須自行將所遞交的文件進行編碼。由申請表作為第 1 張開始。

2. 於填寫《M5-申請核准更改工程（修改）計劃》(藥物業商號場所專用)（U067C）申請表時
可一併作出工程准照的申請及同時遞交《S1-動工申請》，詳細內容見本指引「III－申請工
程准照」及「IV-施工」。
3. 在《申請核准更改工程（修改）計劃》表格內屬於選擇「合法化」選項時，應注意如下：技
術員及建築商/建築公司的聲明書內須指出現場已實施的工程與所遞交的工程計劃內容相符。
4. 稅項（涉及土地工務運輸局）：
4.1

編製每一專業計劃：澳門幣 600 元；（於遞交計劃時繳付）

4.2

合法化工程計劃所徵收的稅項為平常稅款之三倍（不包括編製計劃、指導工程及實施
工程的稅項）。（於核准計劃時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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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審理期限：75 天。
上述期限包括文件整備時間 15 天、向其他部門諮詢意見時間 30 天及土地工務運輸局審理時
間 30 天；（土地工程運輸局審理時間由收到最後一份回覆意見起計算，即由收到最後一份
回覆意見後才進入土地工程運輸局的審理程序。）
6. 其他相關申請，如：
6.1

申請核准修改計劃：因應行政當局發出的意見或申請人主動對計劃內容作出改動時作
出，遞交文件基本與第 1.1 點所列出的相同。

6.2

發出工程准照前，申請更換編製計劃的技術員，須遞交以下文件：
a.

申請書；

b. 原來技術員的放棄擔任相關責任的聲明書，並須於聲明書內註明放棄擔任的日期；
c.

新技術員承擔相關責任的聲明書，並須於聲明書內註明承擔責任的起始日。
（U002C）

III

申請工程准照

1. 申請工程准照
1.1

可於填寫《M5-申請核准更改工程（修改）計劃》(藥物業商號場所專用)（U067C）申
請表時一併作出；

1.2

倘不屬於 1.1 點的情況，則須透過《L1-申請發出工程准照》表格獨立作出；（U011C）

1.3

獲批准發出工程准照的基本條件為：
a.

計劃被評為核准或附帶條件核准（不包括被評為獲發可行意見）

b. 已遞交合資格人士或公司的指導工程及實施工程的責任聲明書。
c.

已遞交符合第 40/95/M 號法令所規定的預防工作意外和職業病保險單（下稱勞工
保險），尤其注意下列各項：

1.4

•

投保人須為工程所有人或實施工程的建築商/建築公司；

•

註明工程性質（須與申請表內所述相符）；

•

註明工程地點（須與申請表內所述相符）；

•

列明勞工保險開始及終止日期時間；

•

註明勞工保險之保額；

•

註明相關適用法例；

•

勞工保險不可屬於暫保單（cover note）。

所需文件
a.

《M5-申請核准更改工程（修改）計劃》(藥物業商號場所專用)（U067C）或《L1申請發出工程准照》（U011C）；

b. 預防工業意外及職業病保險正式文件，不接受暫保單（cover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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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指導工程技術員的責任聲明書；（U019C）

d. 實施工程的建築商/建築公司責任聲明書。（U020C）
2. 稅項（涉及土地工務運輸局）：
2.1

指導每一工程：澳門幣 600 元；（於發出工程准照時繳付）

2.2

實施每一工程：澳門幣 600 元；（於發出工程准照時繳付）

2.3

工程准照期限每 60 天或不足 60 天：澳門幣 1,200 元；（於發出工程准照時繳付）

3. 審理期限： 15 天。
4. 其他相關申請，如：
4.1

工程准照的延期與續期
a.

屬於更改工程計劃的情況：填寫《L2-工程准照－延期/續期申請》表格（U012C），
按表內說明遞交所需文件及遵守表內的【注意事項】。

4.2

發出工程准照後，申請更換技術員或建築商，須遞交以下文件：
a.

申請書；

b. 原來技術員/建築商的放棄擔任相關責任的聲明書，並須於聲明書內註明放棄擔任
的日期；
c.

新技術員/建築商承擔相關責任的聲明書，並須於聲明書內註明承擔責任的起始日；
（U002C / U019C / U020C）

d. 工程准照正本，以便作附註。

IV 施工
1. 動工申請
1.1

可於遞交《M5-申請核准更改工程（修改）計劃》(藥物業商號場所專用)申請表時，一
併透過《S1-動工申請》表格作出，並按表內的說明遞交所需文件和遵守表內【注意事
項】；（U017C）

1.2

可於遞交《L1-申請發出工程准照》申請表時，一併透過《S1-動工申請》表格作出，
並按表內的說明遞交所需文件和遵守表內【注意事項】；（U017C）

1.3

倘不屬於 1.1 或 1.2 點的情況，亦可單獨透過《S1-動工申請》表格作出，並按表內的
說明遞交所需文件和遵守表內【注意事項】。（U017C）

2. 審理期限： 8 天。
3. 根據第 8/2014 號法律的規定，在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之全日，以及在平日晚上 7 時至翌日上午 9 時，
不准進行可產生任何騷擾噪音的更改、保養及維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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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申請行政准照
一、藥房
1. 服務對象與申請資格
根據九月十九日第 58/90/M 號法令第二十九條的規定，藥房開設的許可視乎是否具備下列
一般的要件：
1.1

申請人居住或設址在澳門，倘為法人須按法律組成；

1.2

申請人或其管理人員、行政人員或領導人皆不從事提供醫療服務的活動，尤指從事醫
生及相關的職業；

1.3

申請人及管理人員、行政人員或領導人(倘為法人)具備從事藥物活動的適當民事資格；

1.4

按本法例確保藥房的技術指導；

1.5

將在藥房工作的員工，具備法例所要求從事有關職務的要件；

1.6

藥房的設施及設備，具有按本法例及其他關於商業場所的安全、清潔及衛生的法例所
指的適當條件。

2. 必須遞交文件
2.1

以法人(公司)名義申請時，須遞交如下：
a.

填妥的 FA-1「藥房」准照申請表格(公司)；

b. 法人在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的商業登記證明正本；
c.

法人管理人員、行政人員或領導人的相關文件：
• 澳門居民身份證或其他含簽名式樣的身份證明文件鑑證本，或出示上述證件正
本(以供衛生局藥物事務廳核對及鑑證)；
• 由身份證明局發出的刑事紀錄證明書正本(即行為紙；申請用途：申請從事與藥
物有關的職業及活動准照)；
• 無抵觸聲明書(一)。

2.2

以個人名義申請，須遞交如下：
a.

填妥的 FA-2「藥房」准照申請表格(個人)；

b. 申請人的相關文件：
• 澳門居民身份證鑑證本，或出示證件正本(以供衛生局藥物事務廳核對及鑑證)；
• 由身份證明局發出的刑事紀錄證明書正本(即行為紙；申請用途：申請從事與藥
物有關的職業及活動准照)；
• 無抵觸聲明書(一)。
2.3

藥房技術主管的相關文件：
a.

澳門居民身份證鑑證本，或出示證件正本(以供衛生局藥物事務廳核對及鑑證)；

b. 衛生局註冊藥劑師准照影印本；
c.

責任聲明書(一)；

d. 無抵觸聲明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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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離任原服務藥物業場所或其他機構的聲明，並請指出該藥物業場所或機構的名稱
及離職日期；倘沒有在藥物業場所或其他機構任職，請提供有關聲明。(「藥物業
場所」是指獲衛生局發出准照或許可從事藥物業活動的製藥廠、藥物產品出入口
及批發商號 、藥房、中藥房及藥行)

2.4

藥房技術主管出缺時替代人的相關文件：
a.

澳門居民身份證鑑證本，或出示證件正本(以供衛生局藥物事務廳核對及鑑證)；

b. 衛生局註冊藥劑師 / 藥房技術助理准照影印本；
c.

責任聲明書(二)；

d. 藥劑師：無抵觸聲明書(二) / 藥房技術助理：無抵觸聲明書(三)；
e.

離任原服務藥物業場所或其他機構的聲明，並請指出該藥物業場所或機構的名稱
及離職日期；倘沒有在藥物業場所或其他機構任職，請提供有關聲明。(「藥物業
場所」是指獲衛生局發出准照或許可從事藥物業活動的製藥廠、藥物產品出入口
及批發商號 、藥房、中藥房及藥行)

2.5

藥房其他員工的身份證明文件鑑證本，或出示證件正本(以供衛生局藥物事務廳核對及
鑑證)；

2.6

藥房的設計圖則，場所最少具備下列的間隔、傢俬及設備：（場所圖則由申請人簽署；
倘申請人為法人，則由有效代表公司的行政管理成員簽署；詳細要求參閱本指引【II更改工程計劃的編製】）
a.

間隔：
• 派藥室或接待公眾室；
• 藥物貯存倉庫；
• 行政工作的辦公室；
• 洗手間；
• 實驗室。

b. 傢俬及設備：
• 在派藥室內用以存放售賣藥物的玻璃櫃；
• 用以存放麻醉藥物、精神科藥物及其他含毒性或有危險性產品的關閉櫃或保險
櫃(須設置於派藥室/接待公眾室或藥物貯存倉庫內)；
• 接待公眾的櫃檯﹔
• 擺放物料的櫃﹔
• 用以存放必須冷凍保存藥物的冰箱 ﹔
• 給藥房員工存放衣服的關閉櫃；
• 空氣轉換及空氣調節系統(須設置於派藥室或接待公眾室、藥物貯存倉庫及行政
工作的辦公室)。
2.7

土地工務運輸局發出的使用准照或物業登記局發出的不動產業證明書正本(即查屋紙)；
（場所為「商業」用途）

2.8

財政局營業稅申報表影印本(M/1 格式)；（可於發給准照前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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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藥房營業時間及技術人員工作時間的聲明書（藥房營業時間及技術人員工作時間的聲
明書由申請人(倘為法人：由有效代表公司的行政管理成員)、技術主管及技術主管出缺
時替代人共同簽署；），至少包括以下資料：
a.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星期日及公眾假期的營業時間；（須遵守九月十九日第
58/90/M 號法令第五十四條的規定)

b. 技術主管及技術主管出缺時替代人的工作時間：星期一至星期日及公眾假期的工
作時間。（須遵守九月十九日第 58/90/M 號法令第三十三條及三十四條的規定及
第 7/2008 號法律《勞動關係法》的規定）
3. 費用(或稅項)：澳門幣 2,000 元（根據九月十九日第 58/90/M 號法令第二十一條第五款的規
定：「倘案卷不被批准及歸檔處理時，已繳交的費用將不予發還。」）；另外須加付 10%
印花稅，在遞交申請時繳納 50%的發給准照費用，餘數在關係人收到場所設置許可的通知
後 15 日期限內繳納。
4. 辦理時間：衛生局自接獲齊備申請文件日起計 90 日內完成申請卷宗文件的審批，倘通過審
批，衛生局向申請人發出場所設置許可。至於發出准照的時間則需視乎申請人對場所設置的
進度及法定的查驗程序。
5. 可於衛生局網頁下載以下表格或範本：
5.1

FA-1「藥房」准照申請表格(公司)；

5.2

FA-2「藥房」准照申請表格(個人)；

5.3

無抵觸聲明書(一)；

5.4

無抵觸聲明書(二)；

5.5

無抵觸聲明書(三)；

5.6

責任聲明書(一)；

5.7

責任聲明書(二)。

二、藥行
1. 服務對象與申請資格
根據九月十九日第 58/90/M 號法令第六十七條的規定，藥行准照之發給視乎是否具備下列
要件：
1.1

申請人居住或設址在澳門，倘為法人須按法律組成；

1.2

申請人或其管理人員、行政人員或領導人皆不從事提供醫療服務的活動，尤指從事醫
生及相關的職業；

1.3

藥行擁有曾受過專業訓練向公眾提供藥物的員工；

1.4

有適合藥行運作的設施及設備。

2. 必須遞交文件
2.1

以法人(公司)名義申請時，須遞交如下：
a.

填妥的 DR-1「藥行」准照申請表格(公司)；

b. 法人在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的商業登記證明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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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法人管理人員、行政人員或領導人的相關文件：
• 澳門居民身份證或其他含簽名式樣的身份證明文件鑑證本，或出示上述證件正
本(以供衛生局藥物事務廳核對及鑑證)；
• 由身份證明局發出的刑事紀錄證明書正本(即行為紙；申請用途：申請從事與藥
物有關的職業及活動准照)；
• 無抵觸聲明書(四)。

2.2

以個人名義申請，須遞交如下：
a.

填妥的 DR-2「藥行」准照申請表格(個人)；

b. 申請人的相關文件：
• 澳門居民身份證鑑證本，或出示證件正本(以供衛生局藥物事務廳核對及鑑證)；
• 由身份證明局發出的刑事紀錄證明書正本(即行為紙；申請用途：申請從事與藥
物有關的職業及活動准照)；
• 無抵觸聲明書(四)。
2.3

技術主管的相關文件：
a.

澳門居民身份證鑑證本，或出示證件正本(以供衛生局藥物事務廳核對及鑑證)；

b. 衛生局註冊藥劑師 / 藥房技術助理准照影印本；
c.

責任聲明書(三)；

d. 藥劑師：無抵觸聲明書(二)；藥房技術助理：無抵觸聲明書(三)；
e.

離任原服務藥物業場所或其他機構的聲明，並請指出該藥物業場所或機構的名稱
及離職日期；倘沒有在藥物業場所或其他機構任職，請提供有關聲明。(「藥物業
場所」是指獲衛生局發出准照或許可從事藥物業活動的製藥廠、藥物產品出入口
及批發商號 、藥房、中藥房及藥行)

2.4

藥行其他員工的身份證明文件鑑證本，或出示證件正本(以供衛生局藥物事務廳核對及
鑑證)；

2.5

藥行的設計圖則，場所最少具備下列的間隔、傢俬及設備：（場所圖則由申請人簽署；
倘申請人為法人，則由有效代表公司的行政管理成員簽署；詳細要求參閱本指引【II更改工程計劃的編製】）
a.

間隔：
• 派藥室或接待公眾室；
• 藥物貯存倉庫；
• 洗手間。

b. 傢俬及設備：
• 在派藥室內用以擺放藥物的玻璃櫃；
• 接待公眾的櫃檯；
• 給予其他產品使用的櫃；
• 給予須冷藏保存藥物使用的冰箱；
• 空氣轉換及空氣調節系統(須設置於派藥室或接待公眾室、藥物貯存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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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土地工務運輸局發出的使用准照或物業登記局發出的不動產業證明書正本(即查屋紙)
（場所為「商業」用途）；

2.7

財政局營業稅申報表影印本(M/1 格式)；（ 可於發給准照前遞交）

2.8

藥行營業時間及技術主管工作時間的聲明書，至少包括以下資料：（藥行營業時間及
技術主管工作時間的聲明書由申請人(倘為法人：由有效代表公司的行政管理成員)及技
術主管共同簽署）
a.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星期日及公眾假期的營業時間；

b. 技術主管的工作時間：星期一至星期日及公眾假期的工作時間。（須遵守第
7/2008 號法律《勞動關係法》的規定）
3. 費用(或稅項)：澳門幣 1,000 元（根據九月十九日第 58/90/M 號法令第二十一條第五款的規
定：「倘案卷不被批准及歸檔處理時，已繳交的費用將不予發還。」）；另外須加付 10%
印花稅，在遞交申請時繳納 50%的發給准照費用，餘數在關係人收到場所設置許可的通知
後 15 日期限內繳納。
4. 辦理時間：衛生局自接獲齊備申請文件日起計 90 日內完成申請卷宗文件的審批，倘通過審
批，衛生局向申請人發出場所設置許可。至於發出准照的時間則需視乎申請人對場所設置的
進度及法定的查驗程序。
5. 可於衛生局網頁下載以下表格或範本：
5.1

DR-1「藥行」准照申請表格(公司)；

5.2

DR-2「藥行」准照申請表格(個人)；

5.3

無抵觸聲明書(二)；

5.4

無抵觸聲明書(三)；

5.5

無抵觸聲明書(四)；

5.6 責任聲明書(三)。

三、藥物產品出入口及批發商號
1. 服務對象與申請資格
根據九月十九日第 58/90/M 號法令第二十二條的規定，藥物產品出入口及批發商號准照之
發給視乎是否具備下列要件：
1.1

申請人居住或所在地在澳門，倘為法人時須按法例組成；

1.2

具備適合庫存及保存藥物安全及質量要求的設施；

1.3

東主及經理或董事(倘為一公司)擁有從事藥物活動合適的民事資格；

1.4

倘有關商號所從事的活動涉及人手處理藥物保存或庫存的技術時，衛生局可要求與一
名藥劑師合作。

2. 必須遞交文件
2.1

以法人(公司)名義申請時，須遞交如下：
a.

填妥的 FI-1「藥物產品出入口及批發商號」准照申請表格(公司)；

b. 法人在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的商業登記證明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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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法人管理人員、行政人員或領導人的相關文件：
• 澳門居民身份證或其他含簽名式樣的身份證明文件鑑證本，或出示上述證件正
本(以供衛生局藥物事務廳核對及鑑證)；
• 由身份證明局發出的刑事紀錄證明書正本(即行為紙；申請用途：申請從事與藥
物有關的職業及活動准照)；

2.2

以個人名義申請，須遞交如下：
a.

填妥的 FI-2「藥物產品出入口及批發商號」准照申請表格(個人)；

b. 申請人的相關文件：
• 澳門居民身份證鑑證本，或出示證件正本(以供衛生局藥物事務廳核對及鑑證)；
• 由身份證明局發出的刑事紀錄證明書正本(即行為紙；申請用途：申請從事與藥
物有關的職業及活動准照)；
2.3

藥物產品出入口及批發商號的設計圖則，場所最少具備下列的間隔、傢俬及設備：
（場所圖則由申請人簽署；倘申請人為法人，則由有效代表公司的行政管理成員簽署；
詳細要求參閱本指引【II-更改工程計劃的編製】；另外注意用於庫存藥物產品的間隔，
不應讓公眾進出。同時須與其他間隔分開，尤指用於行政方面的間隔）
a.

間隔：
• 藥物貯存倉庫；
• 用於行政工作的間隔；
• 洗手間。

b. 傢俬及設備：
• 具有適當的空氣調節系統；
• 對須冷藏保存的產品有足夠能力的冷藏設施；
• 倘貯存易燃產品，用以貯存易燃產品的特殊條件。
2.4

土地工務運輸局發出的使用准照或物業登記局發出的不動產業證明書正本(即查屋紙)；
（場所為「商業」、「廠房」或「工業」用途）

2.5

財政局營業稅申報表影印本(M/1 格式)；（可於發給准照前遞交）

3. 費用(或稅項)：澳門幣 3,000 元（根據九月十九日第 58/90/M 號法令第二十一條第五款的規
定：「倘案卷不被批准及歸檔處理時，已繳交的費用將不予發還。」）；另外須加付 10%
印花稅；在遞交申請時繳納 50%的發給准照費用，餘數在關係人收到場所設置許可的通知
後 15 日期限內繳納。)
4. 辦理時間：衛生局自接獲齊備申請文件日起計 90 日內完成申請卷宗文件的審批，倘通過審
批，衛生局向申請人發出場所設置許可。至於發出准照的時間則需視乎申請人對場所設置的
進度及法定的查驗程序。
5. 可於衛生局網頁下載以下表格或範本：
5.1

FI-1「藥物產品出入口及批發商號」准照申請表格(公司)；

5.2

FI-2「藥物產品出入口及批發商號」准照申請表格(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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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藥房
1. 服務對象與申請資格
根據十一月十四日第 53/94/M 號法令第四條的規定，中藥房准照之批給須同時具備下列要
件：
1.1

申請人須擁有從事業務之品行，或如申請人為一公司或社團，則其經理、行政管理機
關成員或領導人，須擁有從事業務之品行；（曾被判以偽造產品罪、投機罪或妨害公
共衛生罪且被判處禁止從事衛生方面職業之人，均沒有從事業務之品行）

1.2

中藥房應有一名技術指導人；

1.3

場所須擁有適當安全及衛生條件之設施，以及擁有對產品之配製、保管及保存為必要
之設備。

2. 必須遞交文件
2.1

以法人(公司)名義申請時，須遞交如下：
a.

填妥的 FC-1「中藥房」准照申請表格(公司)；

b. 法人在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的商業登記證明正本；
c.

法人經理、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或領導人的相關文件：
• 澳門居民身份證或其他含簽名式樣的身份證明文件鑑證本，或出示上述證件正
本(以供衛生局藥物事務廳核對及鑑證)；
• 由身份證明局發出的刑事紀錄證明書正本(即行為紙；申請用途：中藥配制及貿
易之場所准照)；

2.2

以個人名義申請，須遞交如下：
a.

填妥的 FC-2「中藥房」准照申請表格(個人)；

b. 申請人的相關文件：
• 澳門居民身份證鑑證本，或出示證件正本(以供衛生局藥物事務廳核對及鑑證)；
• 由身份證明局發出的刑事紀錄證明書正本(即行為紙；申請用途：中藥配制及貿
易之場所准照)。
2.3

中藥房技術指導人的相關文件：
a.

澳門居民身份證鑑證本，或出示證件正本(以供衛生局藥物事務廳核對及鑑證)；

b. 由身份證明局發出的刑事紀錄證明書正本(即行為紙；申請用途：申請成為中藥配
製及貿易場所之技術主管)；
c.

責任聲明書(四)；

d. 衛生局註冊中醫生或中醫師執照及續期證明影印本，或在配製或供應中藥方面至
少五年工作經驗的工作經驗證明書(一)；
e.

離任原服務藥物業場所或其他機構的聲明，並請指出該藥物業場所或機構的名稱
及離職日期；倘沒有在藥物業場所或其他機構任職，請提供有關聲明。(「藥物業
場所」是指獲衛生局發出准照或許可從事藥物業活動的製藥廠、藥物產品出入口
及批發商號 、藥房、中藥房及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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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藥房的設計圖則，場所應：（場所圖則由申請人簽署；倘申請人為法人，則由有效
代表公司的行政管理成員簽署；詳細要求參閱本指引【II-更改工程計劃的編製】）
a.

具有空氣循環系統及空氣調節系統；

b. 設置烘箱及冰箱，以保存對濕度或熱度敏感的產品；
c.
2.5

具合適之櫃及容器，以使產品具良好狀況。

土地工務運輸局發出的使用准照或物業登記局發出的不動產業證明書正本(即查屋紙)；
（場所為「商業」用途）

2.6

財政局營業稅申報表影印本(M/1 格式)；（可於發給准照前遞交）

2.7

中藥房營業時間及技術指導人工作時間的聲明書（中藥房營業時間及技術指導人工作
時間的聲明由申請人(倘為法人：由有效代表公司的行政管理成員)及技術指導人共同簽
署），至少包括以下資料：
a.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星期日及公眾假期的營業時間；

b. 技術指導人的工作時間：星期一至星期日及公眾假期的工作時間。（須遵守第
7/2008 號法律《勞動關係法》的規定）
3. 費用(或稅項)：澳門幣 2,000 元 ；另外須加付 10%印花稅；在遞交申請時繳納 50%的發給
准照費用，餘數在關係人收到場所設置許可的通知後 15 日期限內繳納。
4. 辦理時間：衛生局自接獲齊備申請文件日起計 90 日內完成申請卷宗文件的審批，倘通過審
批，衛生局向申請人發出場所設置許可。至於發出准照的時間則需視乎申請人對場所設置的
進度及法定的查驗程序。
5. 可於衛生局網頁下載以下表格或範本：
5.1

FC-1「中藥房」准照申請表格(公司)；

5.2

FC-2「中藥房」准照申請表格(個人)；

5.3 責任聲明書(四)；
5.4 工作經驗證明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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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驗收
1. 當工程完成時，應向土地工務運輸局遞交工程竣工通知：
1.1

須填寫《N1-工程竣工通知》表格（U033C），連同遞交下列文件：
a.

指導工程技術員的聲明書；（U036C）

b. 實施工程建築商/建築公司的聲明書；（U037C）
c.
1.2

工程紀錄簿

如在遞交《N1-工程竣工通知》表格時，需遞交更改工程修改計劃，則須按「II－更改
工程計劃的編製」所述另行遞交，並在《N1-工程竣工通知》的＜其它資訊性資料＞欄
內註明：並於 xxxx 年 xx 月 xx 日同時遞交了更改工程修改計劃（但建議申請人倘需遞
交更改工程修改計劃，應於竣工前 30 天遞交，以免影響竣工檢驗的安排）。

2. 申請人須向衛生局提交下列資料，以申請安排檢查：
2.1

核准計劃的蓋印核實副本；

2.2

N1-工程竣工通知及收據副本或

2.3

合法化計劃的核准公函副本及已繳付的稅單副本。

3. 檢驗由衛生局統一安排，並將工程計劃及行政准照的驗收一併進行。驗收完成後，隨即發出
聯合檢驗筆錄，筆錄副本交予申請人知悉和遵守。
4. 視乎檢驗筆錄後要求，可能須提交「申請核准更改工程的修改計劃」（實況圖則），所需文
件見本指引內「II－更改工程計劃的編製」內第七節第 6.1 點。
5. 發出行政准照：改善措施完成後，由衛生局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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