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 府 监 管 私 营 医 疗 机 构 提 供 疫 苗 机 制  

主动调查报告摘要  
 

引言  

 

  随着医学进步，供市民 接种 以预防 疾病 的疫 苗越来 越多 ，

例如白喉、麻疹、肺炎、流感及近年渐受关注的子宫颈癌疫苗。在

本港，部分疫苗已纳入政府的 疫苗 接种计 划内 ，市 民在成 长过程

中可按时接种；其他疫苗则由市民按其需要和意愿自行安排接种。 

 

2. 疫苗经注射或服用进入人体，其品质如有问题将会直接影

响甚至危及接种者的健康，政府对疫苗的监管尤为重要。  

 

3 .  2019 年中，传媒报导私营医疗机构涉嫌提供有问题的九价

子宫颈癌疫苗，卫生署及香港海关（「海关」）采取联合行动，在私

营医疗机构搜获冒牌子宫颈癌 疫苗 ，令市 民关 注政 府对疫 苗的监

管是否有效。 

 

4 .  本署是次对食物及卫生局（「食卫局」）、卫生署及海关展开

主动调查，旨在审研政府监管私营医疗机构提供的疫苗之机制，探讨

当中有否可改善之处，以及加强公众对政府监管工作的认识。  

 

本署调查所得  

 

5. 本署对政府监管私营医疗机构提供疫苗的机制有以下调查所

得及评论。  

 

（一）  就一般出现水货或假货风险不高的疫苗，过往已有颇全面的
监管机制  

 

6. 就一般出现水货或假货风险不高的疫苗而言，过往政府当局对

私营医疗机构提供的疫苗已有颇全面的监管机制，在不同层面设有把

关措施以保证疫苗的安全和品质，当中包括：  

 

(1)  《药剂业及毒药条例》（「《条例》」）及《药剂业及毒

药规例》（「《规例》」）规定，疫苗须获香港药剂业及

毒药管理局（「管理局」）批准注册方可在香港销售

或分发，以确保疫苗的安全、效能及素质符合所订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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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药物批发商须持有管理局所发牌照，严格遵守发牌

条件和《批发商牌照持有人执业守则》，以确保批发

商妥善处理疫苗。  

 

(3)  疫苗进口或出口香港均受《进出口条例》监管，持

牌批发商须就疫苗的进出口向卫生署申请许可证，

确保疫苗与许可证所载资料相符，并由海关负责包

括付运后核查等执管工作。  

 

(4)  卫生署会根据《条例》及《规例》对市场上的疫苗

作出监测，并会联同海关根据《进出口条例》及《商

品说明条例》进行执法工作及跟进投诉。  

 

(5)  注册医生若违反《香港注册医生专业守则》，提供不

安全或不符素质标准的疫苗注射服务，须面对香港

医务委员会的纪律行动。  

 

（二）  过往对供不应求的疫苗之监管并不足够  
 

7. 2019 年发生的九价子宫颈癌疫苗事件，显示对于供不应求

的疫苗，当局过往 的监管机制并不 足够。 本署 留意 到不足 之处主

要有三方面：(1)卫生署的市场监测机制的风险评估因素未有包括

药剂制品于市场的供求情况；(2)卫生署负责执行的法例并非针对

冒牌疫苗，该署并没权力单纯 以侦 查冒牌 疫苗 为由 例行巡 查私营

医疗机构（包括注册医生诊所 ）；及 (3)未有针 对接种 疫苗的 主要

群组及早做好教育宣传。  

 

8. 九价子宫颈癌疫苗自 2018 年起供应变得紧张，该年年中不

少来自内地的旅客投诉未能于私营 医疗机 构接种原 已预订 的疫苗 。

然而，卫生署未有即时便开始加紧 对私营 医疗 机构 提供的 子宫颈

癌疫苗之监测（例如要求海关增加 对进口 该疫 苗的 付运后 核查、

留意针对来自内地的疫苗接种者的 宣传广 告以 锁定 须多加 注意的

医疗机构或诊所），以及提升对接种该疫苗的对象尤其是内地旅客

之宣传教育，加上卫生署无权单纯 以侦查 冒牌 疫苗 为由例 行巡查

相关私营医疗机构，不法份子因市 场需求 殷切 便乘 虚而入 提供水

货或冒牌子宫颈癌疫苗。  

 

（三）  卫生署及海关于九价子宫颈癌疫苗事件发生后有迅速行动  
 
9. 有关九价子宫颈癌疫苗的投诉于 2019 年 5 月起显著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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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署及海关随即加强调查私营医疗机构，5 月至 9 月期间，卫生

署每月平均调查 24.8 次，与海关进行联合行动 20 次，成功捣破

了数间涉嫌提供冒牌或水货九价子 宫颈癌 疫苗 的私 营医疗 机构，

拘捕多人 。两个部门同时亦实 施了 多项加 强监 管措 施，包 括针对

曾进口未经注册九价子宫颈癌疫苗 作再出 口用 途的 持牌批 发商进

行特别巡查、把所有涉及未经注册 该疫苗 的已 签发 进出口 许可证

交予海关作付运后核查，以及主动 调查可 疑的 私营 医疗机 构等。

此后，九价子宫颈癌疫苗的投诉数 字迅速 回落 ，至 今暂未 见再有

违规个案。本署需指出，内地旅客自 2019 年中起减少来港，于本

地接种九价子宫颈癌疫苗的人数自该年第 3 季开始大幅下降。有

关该疫苗的投诉在同期显著减少除 了有可 能是因为 部门的 行动外 ，

亦可能与此有关。  

 

（四）  事件发生后没有主动向市民详细交代政府的监管机制及引入
的加强监管措施  

 
10. 当传媒于 2019 年中报导有私营医疗机构涉嫌提供有问题

的九价子宫颈癌疫苗后，食卫局及 卫生署 均没 有主 动向市 民详细

交代政府监管私营医疗机构所提供 疫苗的 机制 ，以 及因应 事件而

引入的加强监管措施。海关及卫生署虽有就 2019 年 5 月至 7 月的

3 次行动发出新闻公报，然而，就新引入的加强监管措施，当局只

曾两次在立法会上作简略说明 ，以 及向直 接受 影响 的持牌 药物批

发商举行简介会。一般市民直 接从 当局接 收到 的相 关资讯 实在非

常有限。接种疫苗的市民有需 要知 道可如 何保 障自 身权益 （例如

如何查证疫苗是否已注册和如何验 证九价 子宫颈癌 疫苗的 真伪 ），

同时，市民如能够有相关资讯 并提 高警觉 ，亦 可令 当局的 监管和

执法事半功倍。本署希望藉公 布是 次主动 调查 的结 果，能 让市民

更了解有关资讯。本署亦促请 食卫 局、卫 生署 及海 关汲取 经验，

改善发布资讯安排。 

 

（五）  如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在香港私人市场供应，政府必须保持
有关疫苗的资讯正确及透明，以及确保疫苗品质符合标准  

 
11. 2019 冠状病毒病正影响全球，现时预防该病的疫苗已经初

步研发成功，如能广泛接种的 话有 望舒缓 疫情 。近 期有药 厂已经

开始大量生产疫苗，多个地方 的政 府（包 括香 港） 亦陆续 宣布接

种计划。疫苗面世初期全球包 括香 港的需 求将 会非 常庞大 ；而有

关疫苗的供应、安全性、效用 、试 验结果 等方 面的 资讯很 容易会

出现混乱，甚至引起公众误会 以致 猜疑。 另外 ，虽 然现时 全球都

以政府安排接种疫苗为主，但 不排 除有生 产商 会将 疫苗供 应予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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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地方的私人市场，届时香港 的私 人市场 可能 出现 合法进 口、平

行进口以至冒牌的疫苗。食卫 局及 卫生署 必须 保持 有关疫 苗的安

全性和效用等方面以及政府接 种安 排的透 明度 ，加 强向公 众提供

正确讯息。如果将来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在香港的私人市场有供

应的话，食卫局、卫生署及海 关亦 必须做 足把 关工 作，确 保市民

于私营医疗机构接种的疫苗品质符合标准。  

 

本署的建议  

 

12 .  综合以上的调查所得及评论，申诉专员对 食 卫局、卫生 署及

海关有以下建议：  

 

(1)  密切观察引入的加强监管措施的成效，按需要作出

调整或修订； 

 

(2)  将药剂制品于市场的供求情况纳入为卫生署的市场

监测机制的风险评估因素； 

 

(3)  检讨发布资讯的机制，若发生重大的药剂制品事件，应

尽早主动向公众交代相关的监管机制、采取的行动，以

及会引入的改善措施，以释除公众的疑虑；  

 

(4)  提高有关新引进疫苗的资讯的透明度，主动适时向市

民提供新疫苗的安全性、效用、供应等讯息，以便市民

了解如何保障自己的健康和权益。  

 

 

 

申诉专员公署  

2021 年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