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監管私營醫療機構提供疫苗機制  

主動調查報告摘要  

 

引言  

 
  隨着醫學進步，供市民 接種 以預防 疾病的疫 苗越來 越多 ，

例如白喉、麻疹、肺炎、流感及近年漸受關注的子宮頸癌疫苗。在

本港，部分疫苗已納入政府的疫苗 接種計 劃內 ，市 民在成 長過程

中可按時接種；其他疫苗則由市民按其需要和意願自行安排接種。 

 

2. 疫苗經注射或服用進入人體，其品質如有問題將會直接影

響甚至危及接種者的健康，政府對疫苗的監管尤為重要。  

 

3 .  2019 年中，傳媒報導私營醫療機構涉嫌提供有問題的九價

子宮頸癌疫苗，衞生署及香港海關（「海關」）採取聯合行動，在私

營醫療機構搜獲冒牌子宮頸癌 疫苗 ，令市 民關 注政 府對疫 苗的監

管是否有效。  

 
4 .  本署是次對食物及衞生局（「食衞局」）、衞生署及海關展開

主動調查，旨在審研政府監管私營醫療機構提供的疫苗之機制，探討

當中有否可改善之處，以及加強公眾對政府監管工作的認識。  

 

本署調查所得  

 
5. 本署對政府監管私營醫療機構提供疫苗的機制有以下調查所

得及評論。  

 

（一）  就一般出現水貨或假貨風險不高的疫苗，過往已有頗全面的

監管機制  

 

6. 就一般出現水貨或假貨風險不高的疫苗而言，過往政府當局對

私營醫療機構提供的疫苗已有頗全面的監管機制，在不同層面設有把

關措施以保證疫苗的安全和品質，當中包括：  

 

(1 )  《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條例》」）及《藥劑業及毒

藥規例》（「《規例》」）規定，疫苗須獲香港藥劑業及

毒藥管理局（「管理局」）批准註冊方可在香港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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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分發，以確保疫苗的安全、效能及素質符合所訂

標準。  
 

( 2 )  藥物批發商須持有管理局所發牌照，嚴格遵守發牌

條件和《批發商牌照持有人執業守則》，以確保批發

商妥善處理疫苗。  
 

( 3 )  疫苗進口或出口香港均受《進出口條例》監管，持

牌批發商須就疫苗的進出口向衞生署申請許可證，

確保疫苗與許可證所載資料相符，並由海關負責包

括付運後核查等執管工作。  
 

( 4 )  衞生署會根據《條例》及《規例》對市場上的疫苗

作出監測，並會聯同海關根據《進出口條例》及《商

品說明條例》進行執法工作及跟進投訴。  
 

( 5 )  註冊醫生若違反《香港註冊醫生專業守則》，提供不

安全或不符素質標準的疫苗注射服務，須面對香港

醫務委員會的紀律行動。  
 

（二）  過往對供不應求的疫苗之監管並不足夠  

 
7. 2019 年發生的九價子宮頸癌疫苗事件，顯示對於供不應求

的疫苗，當局過往 的監管機制 並不 足夠。 本署 留意 到不足之處主

要有三方面： (1 )衞生署的市場監測機制的風險評估因素未有包括

藥劑製品於市場的供求情況； (2 )衞生署負責執行的法例並非針對

冒牌疫苗，該署並沒權力單純 以偵 查冒牌 疫苗 為由 例行巡 查私營

醫療機構（包括註冊醫生診所）；及 (3)未有針對接種疫苗的主要群

組及早做好教育宣傳。  

 

8. 九價子宮頸癌疫苗自 2018 年起供應變得緊張，該年年中不

少來自內地的旅客投訴未能於私營 醫療機 構接種原 已預訂 的疫苗。

然而，衞生署未有即時便 開始 加緊 對私營 醫療 機構 提供的 子宮頸

癌疫苗之監測（例如要求海關 增加 對進口 該疫苗的 付運後 核查、

留意針對來自內地的疫苗接種 者的 宣傳廣 告以 鎖定 須多加 注意的

醫療機構或診所），以及提升對接種該疫苗的對象尤其是內地旅客

之宣傳教育，加上 衞生署無權單純 以偵查 冒牌 疫苗 為由例 行巡查

相關私營醫療機構，不法份子因市 場需求 殷切 便乘 虛而入 提供水

貨或冒牌子宮頸癌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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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衞生署及海關於九價子宮頸癌疫苗事件發生後有迅速行動  

 
9. 有關九價子宮頸癌疫苗的投訴於 2019 年 5 月起顯著上升，

衞生署及海關隨即加強調查私營醫療機構，5 月至 9 月期間，衞生

署每月平均調查 24 .8 次，與海關進行聯合行動 20 次，成功搗破

了數間涉嫌提供冒牌或水貨九價子 宮頸癌 疫苗 的私 營醫療 機構，

拘捕多人。兩 個部門同時亦實施了 多項加 強監 管措 施，包 括針對

曾進口未經註冊九價子宮頸癌 疫苗 作再出 口用 途的 持牌批 發商進

行特別巡查、把所有涉及未經 註冊 該疫苗 的已 簽發 進出口 許可證

交予海關作付運後核查，以及主動 調查可 疑的 私營 醫療機 構等。

此後，九價子宮頸癌疫苗的投 訴數 字迅速 回落 ，至 今暫未 見再有

違規個案。本署需指出，內地旅客自 2019 年中起減少來港，於本

地接種九價子宮頸癌疫苗的人數自該年第 3 季開始大幅下降。有

關該疫苗的投訴在同期顯著減少除 了有可 能是因為 部門的 行動外，

亦可能與此有關。  

 

（四）  事件發生後沒有主動向市民詳細交代政府的監管機制及引入

的加強監管措施  

 
10. 當傳媒於 2019 年中報導有私營醫療機構涉嫌提供有問題

的九價子宮頸癌疫苗後，食衞 局及衞生署 均沒 有主 動向市 民詳細

交代政府監管私營醫療機構所 提供 疫苗的 機制 ，以 及因應 事件而

引入的加強監管措施。海關及衞生署雖有就 2019 年 5 月至 7 月的

3 次行動發出新聞公報，然而，就新引入的加強監管措施，當局只

曾兩次在立法會上作簡略說明 ，以 及向直 接受 影響 的持牌 藥物批

發商舉行簡介會。一般市民直 接從 當局接 收到 的相 關資訊 實在非

常有限。接種疫苗的市民 有需 要知 道可如 何保 障自 身權益 （例如

如何查證疫苗是否已註冊和如何驗證九價子宮頸癌疫苗的真偽），

同時，市民如能夠有相關資訊 並提 高警覺 ，亦 可令 當局的 監管和

執法事半功倍。本署希望藉公 布是 次主動 調查 的結 果，能 讓市民

更了解有關資訊。本署亦促請 食衞 局、衞 生署 及海 關汲取 經驗，

改善發布資訊安排。  

 

（五）  如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在香港私人市場供應，政府必須保持

有關疫苗的資訊正確及透明，以及確保疫苗品質符合標準  

 
11. 2019 冠狀病毒病正影響全球，現時預防該病的疫苗已經初

步研發成功，如能 廣泛接種的 話有 望舒緩 疫情 。近 期有藥 廠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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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大量生產疫苗 ，多個地方的政 府（包 括香 港）亦陸續 宣布接

種計劃。疫苗面世初期全球包括香 港的需 求將 會非 常龐大 ；而有

關疫苗的供應 、安全性、效用、試 驗結果 等方 面的 資訊很 容易會

出現混亂，甚至引起公眾誤會 以致猜疑。 另外 ，雖 然現時 全球都

以政府安排接種疫苗為主，但不排 除有生 產商會將 疫苗供 應予個

別地方的私人市場 ，屆時香港的私 人市場 可能 出現 合法進 口、平

行進口以至冒牌的疫苗。食衞局及 衞生署 必須 保持 有關疫 苗的安

全性和效用等方面以及政府接種安 排的透 明度 ，加 強向公眾提供

正確訊息。如果將來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在香港的私人市場有供

應的話，食衞局、衞生署及海關亦 必須做 足把 關工 作，確 保市民

於私營醫療機構接種的疫苗品質符合標準。  

 

本署的建議  
 

12 .  綜合以上的調查所得及評論，申訴專員對食 衞局、衞生 署及

海關有以下建議：  

 

(1)  密切觀察引入的加強監管措施的成效，按需要作出

調整或修訂；  

 

(2)  將藥劑製品於市場的供求情況納入為衞生署的市場

監測機制的風險評估因素；  

 

(3)  檢討發布資訊的機制，若發生重大的藥劑製品事件，應

盡早主動向公眾交代相關的監管機制、採取的行動，以

及會引入的改善措施，以釋除公眾的疑慮；  

 

(4)  提高有關新引進疫苗的資訊的透明度，主動適時向市

民提供新疫苗的安全性、效用、供應等訊息，以便市民

了解如何保障自己的健康和權益。  

 

 

 

申訴專員公署  

202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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