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進療法產品規管 

 

諮詢報告 

 

 

 

 

 

 

 

 

 

 

 

衞生署 

2018 年 10 月 30 日 

  



先進療法產品規管  

 

2 

 

簡稱一覧表 

 

《諮詢文件》 《先進療法產品規管諮詢文件》 

《條例》 《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第 138 章）  

《規例》 《藥劑業及毒藥規例》（第 138A 章）  

專責組 規管香港先進療法產品專責組  

管理局 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 

歐盟 歐洲聯盟 

  



先進療法產品規管  

 

3 

 

目錄 

 

  頁 

 

行政摘要 

 

4 

第一章 公眾諮詢  

 

7 

第二章 公眾就先進療法產品規管提出的意見 

 

9 

第三章 總結與未來路向 

 

17 

附件 I 公眾諮詢中收到的意見書 

 

22 

  



先進療法產品規管  

 

4 

 

行政摘要 

 

1.   先進療法產品的公眾諮詢在二零一八年四月三日至六月二日進

行。在諮詢期內，衞生署舉辦了簡介會和會議，與社會上不同組織

和持份者聯繫，徵詢意見。共有 127 名團體/人士出席三場簡介會並

表達意見，諮詢期內亦接收到 28 份意見書。 

 

2.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三日發出的《先進療法產品規管諮詢文件》

（《諮詢文件》），建議在《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第 138 章）

（《條例》）下的藥劑製品的定義中，加入先進療法產品的定義。

按這項建議，先進療法產品便須符合適用於所有藥劑製品的各項要

求，包括產品註冊、製造商及分銷商發牌、出入口管制、臨牀試驗

批核、標籤、紀錄備存及報告不良事件等。此外，為向病人提供足

夠保障，並考慮到先進療法產品的獨特性質，建議就先進療法產品

加入下列特定要求－ 

 

(a) 製造商就製造先進療法產品所採用的細胞及組織的監控應符合

有關指引或標準，並應遵守相關《生產質量管理規範》。「製

造」將包括為了臨牀試驗或治療特定病人而配製先進療法產品

的過程； 

 

(b) 以監管當局指明的格式，在先進療法產品上標示獨立捐贈標識

符或產品代碼，及病人身份標識符；以及 

 

(c) 為確保有足夠的監察及便於追查，先進療法產品的製造及分銷

商須備存附加資料，例如貯存、運輸及負責施用產品醫生的資

料等紀錄。這些紀錄應備存為期不短於 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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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結而言，公眾廣泛支持擬議的先進療法產品規管架構。公眾

諮詢的主要結論撮述如下－ 

(a) 公眾廣泛支持先進療法產品的擬議的規管架構。與此同時，有

意見認為政府在擬定規管架構時，須在保障公眾健康，對各持

份者、研究和行業發展的影響，以及個別人士醫療需要之間取

得平衡； 

 

(b) 公眾廣泛支持先進療法產品採用歐盟定義的建議。有意見要求

政府應就規管產品的範圍提供更多指引；  

 

(c) 公眾普遍支持以發牌制度，規管製造先進療法產品的設施。但

是，有意見促請政府在規管學術機構、公立醫院和臨牀試驗產

品的製造設施時，可更靈活處理，以促進本地先進療法產品的

研發。在學術界，有意見表示他們未必有足夠資金營運全面符

合《生產質量管理規範》的設施，以進行先進療法產品的臨牀

試驗； 

 

(d) 有意見要求政府協助製造先進療法產品的設施達到發牌要求，

包括提供資源及專家意見，以及為產品製造商的關鍵人員提供

專為《生產質量管理規範》而開設的培訓； 

 

(e) 有意見認為，因應先進療法產品的獨特性質，對先進療法產品

的獲授權人和製造商等關鍵人員的資格要求，應與常規藥劑製

品製造商的相關資格要求有所不同； 

 

(f) 公眾非常支持關於先進療法產品進／出口和註冊申請的規管建

議。有意見提議，因先進療法產品有別於常規藥劑製品，政府

在考慮產品註冊申請時，應靈活處理對申請文件的要求。亦有

意見要求施用先進療法產品的人員須具有清晰的資格要求； 

 

(g) 公眾普遍支持先進療法產品必須有特定標籤要求的建議； 

 

(h) 公眾普遍支持先進療法產品附加的紀錄備存要求。有意見要求

縮短備存期限，由 30 年降至 10 年。亦有意見要求政府為產品

紀錄備存提供進一步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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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公眾普遍支持就施用先進療法產品後出現不良情況個案的呈報

要求；以及 

 

(j) 有意見提議成立一個顧問管理局或委員會，就先進療法產品的

評核作出支援。 

 

4.   《諮詢文件》所載的建議普遍獲得社會支持。因此，政府將按照

《諮詢文件》所載的整體方向推展各項建議。鑑於收集得來的大多

數意見是要求政府提供更清晰的規管範圍，以及就遵守規定方面的

實際事宜，政府會就主要關注事項，包括先進療法產品的規管範

圍、製造先進療法產品的《生產質量管理規範》和標籤要求等，擬

備詳細指引。衞生署亦會與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管理局）商議，

訂定先進療法產品製造商的獲授權人和其他關鍵人員的資格要求。

政府會在開展相關規管措施前，預留充足時間讓業界作準備。 

 

5.    我們現正訂定詳細的立法建議，目標是於 2019 年內把有關修訂

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先進療法產品規管  

 

7 

 

第一章 公眾諮詢 

 

1.1  先進療法產品規管的公眾諮詢在二零一八年四月三日至六月

二日進行。衞生署就先進療法產品的規管架構建議，徵詢公眾意

見。 

 

1.2 衞生署在諮詢期內，舉辦了多個簡介會和會議，與社會上不同

團體和持份者進行討論。諮詢期內，我們亦從書面和電子途徑收集

了巿民和持份者遞交的意見書。 

 

整體宣傳工作 

 

1.3 我們通過食物及衞生局、衞生署、藥物辦公室及專設的先進療

法產品的網站，以及新聞稿，宣傳是次公眾諮詢。公眾亦可在網站

參閱《諮詢文件》。我們亦致函了各持份者，包括各大學和學術

界、醫療專業人員協會和醫院、相關的管理局和委員會、病人組織

以及業界、美容和相關團體，邀請他們出席簡介會和提出意見。 

 

簡介會 

 

1.4 在諮詢期內，我們分別在四月二十日、三十日和五月十五日舉

辦了三場簡介會，解釋相關的建議，並聽取持份者和公眾提出的意

見。共有 127 位團體／人士參與了簡介會，當中包括大學與學術界

的代表、醫療專業人員和藥劑師協會、公營及私營醫院、業界及美

容團體的代表。  

 

1.5 另外，我們亦在五月十七日和二十四日為藥劑製品持牌批發商

舉辦了三場簡介會，介紹《諮詢文件》和擬議的先進療法產品規管

架構，共有 393 位代表參與了簡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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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及其他方式表逹的意見 

 

1.6 我們共收到共 28 份由團體／個別人士送遞，或從電郵、郵遞

及傳真等方式送交的意見書，包括 13 份團體/機構的意見書（包括

業界協會）、9 份業界意見書和 6 份個人意見書。附件 I 載列所收到

的意見書（要求匿名或不公布其意見者除外）。除要求保密者外，

所有意見書都已上載先進療法產品網站。我們在各簡介會中收到的

意見，與意見書的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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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眾就先進療法產品的規管提出的意見 

 

2.1 我們在《諮詢文件》中就先進療法產品的擬議規管架構及《條

例》及《藥劑業及毒藥規例》（第 138A 章）（《規例》）的修訂建

議，徵詢公眾意見。我們經考慮不同海外司法管轄區對先進療法的

規管架構後，建議香港採用類似模式，把先進療法產品劃定為屬高

風險的細胞及組織為主產品，並建議納入《條例》下的藥劑製品架

構規管。而屬低風險的細胞及組織治療，則將在往後階段以另一架

構規管。 

 

2.2 為保障公眾健康及促進先進療法產品的發展，經參考國際做法

後，我們建議先進療法產品的規管架構包括以下七方面： 

 

第 1 方面 – 先進療法產品的規管範圍與定義 

  

2.3 因其性質複雜，先進療法產品須有一個準確定義以清楚界定規

管範圍，並用以區分高風險和低風險的細胞和組織療法。 我們建議

採用歐盟對先進療法產品的定義（歐盟法例稱之為  “Advanced 

Therapy Medicinal Products”），定義包括基因治療產品、自體細胞

治療產品及組織工程產品，而這些產品的擬議定義可見《諮詢文

件》1。另外，因目前海外司法管轄區對供動物應用的先進療法產品

規管未有共通模式，故我們建議規管範圍只涵蓋供人類應用的先進

療法產品，並不包括供動物應用的產品。 

  

                                           

1擬議的定義可參考《諮詢文件》附件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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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意見 

 

2.4 公眾相當支持《諮詢文件》中建議以風險為本的模式，對屬高

風險的細胞及組織為主產品，將其納入《條例》下的藥劑製品作規

管，以及採用歐盟對先進療法產品的定義。有一位意見者則建議，

細胞為主的產品應與藥劑製品分開規管。另一位意見者則建議先進

療法產品的規管應擴展至涵蓋供動物應用的產品。 

 

2.5 有部分意見儘管支持有需要規管先進療法產品，但亦促請政府

須在保障公眾健康，對各持份者、研究和行業發展的影響，以及個

別人士醫療需要之間取得平衡。有一位意見者認為規管應優先考量

癌症病人或患有已知遺傳傾向及疾病的病人。另一意見者則建議把

臨牀試驗剔出規管範圍。亦有意見強調須有清晰規管，才會考慮在

香港投資開設先進療法產品的製造設施。 

 

2.6 一位業界人士憂慮難以定義「重大特徵改變」，提議在分類先

進療法產品時應重點考慮產品的聲稱。另有意見指出，有需要就

「重大特徵改變」和「非同種用途」的定義提供更多指引，以釐清

規管範圍。 

 

2.7 有一位意見者認為，用作貯存而培養不超過某傳代數的細胞，

以及間充質幹細胞的移植，應被視作屬低風險細胞療法。另有意見

指出，從脂肪組織提取細胞的製備應被規管。亦有提交意見者認

為，同種異體用途的先進療法產品，以及用於骨性關節炎治療的富

血小板血漿，應屬高風險產品，而注射到非循環系統的產品應屬中

風險產品。有意見提議，結合了臍帶血幹細胞的醫療儀器未必需要

受規管。另有意見指出，被視為屬低風險的細胞和組織療法亦帶有

顯著風險，須提供安全性、有效性和質量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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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方面 – 確保用於生產先進療法產品的細胞和組織的質素和安全 

 

2.8 為確保先進療法產品的質素和安全性，我們在《諮詢文件》中

建議就用於生產先進療法產品的人類細胞及組織的捐贈、採得、化

驗、處理、保存、貯存和分發，訂定質素和安全標準，以及將上述

管制加入作為先進療法產品製造商的發牌條件。 

 

公眾意見 

 

2.9 公眾普遍支持為訂定來源細胞及組織的相關質素和標準的建

議。有意見認同細胞採得場所須符合相關的標準或認證，但不需要

全面遵守《生產質量管理規範》。有一意見者表示，有關標準應由

相關領域的專家所組成的顧問局按個別情況訂立。亦有意見提議政

府可探討使用人類胚胎幹細胞以及允許出售臍帶血供研究用途的可

行性。 

 

第 3 方面 – 要求所有生產先進療法產品的設施領取牌照及遵守訂明

標準 

 

2.10 鑑於先進療法產品的處理及製備的本質複雜及具風險，我們在

諮詢文件中建議以發牌制度，規管生產先進療法產品的所有設施，

要求有關設施完全遵守《生產質量管理規範》及由監管當局所訂立

的其他標準。用作非常規性生產先進療法產品，以供治療特定病人

或用作臨牀試驗用途的設施，亦不會獲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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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意見 

 

2.11 巿民普遍支持就製造先進療法產品的設施設立發牌制度的建

議。但是，部分意見促請監管當局在規管學術機構、公立醫院和臨

牀試驗產品的製作設施時，可更靈活處理，以促進本地先進療法產

品的研發。另外，因先進療法產品的製造過程可能涉及多個設施，

監管當局應闡明當中那些設施須受規管。 

 

2.12 有提交意見的學術界人士認為，在符合《生產質量管理規範》

要求的同時，不應妨礙新技術的發展。有學術機構提議，應為供首

次在人體臨床試驗及第一期臨床試驗的先進療法產品的製造設施提

供特殊的豁免。有學術界人士指出，他們未必有足夠資金營運一個

全面符合《生產質量管理規範》的設施，用以進行先進療法產品的

臨牀試驗。另外，有意見強調有需要就適用於先進療法產品製造設

施的《生產質量管理規範》制定另一套清晰的指引，並與學界和業

界緊密溝通。 

 

2.13 有意見要求政府協助製造先進療法產品的設施符合發牌要求，

包括提供資源及專家意見，以及為產品製造商的關鍵人員提供專為

《生產質量管理規範》而開設的培訓。有業界建議衞生署到本港現

有生產先進療法產品的設施視察，以助設施符合要求。 

 

2.14 部分人士對獲授權人和其他關鍵人員的資格要求表示關注。有

意見認為應彈性處理關鍵人員的資格，例如藥劑師未必是擔任先進

療法產品製造商獲授權人最合適的人士2。製造商的負責人可由醫務

化驗師或相關實驗室人員擔任。有意見認為，應就先進療法產品製

造商的獲授權人和相關人員，訂立不同的資格要求。另外，有意見

關注本港是否有足夠專家，並促請監管當局讓海外專家及大學支援

相關培訓。 

                                           

2
 目前，註冊為製造商獲授權人必須為香港註冊藥劑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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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大部分意見者要求給予過渡期和特殊安排，以便業界和研究員

申請製造設施牌照，並符合《生產質量管理規範》和其他新訂立的

要求。有業界人士提議，監管當局可發出附帶條件的許可牌照，作

為過渡安排。 

 

第 4 方面 – 要求先進療法產品在進／出口、推出市場及進行臨牀試

驗前取得許可 

  

2.16 在參考現行對藥劑製品的管制後，我們建議就先進療法產品在

進／出口、推出市場及進行臨牀試驗前，必須事先取得許可。我們

亦建議現時《規例》中，由註冊醫生或註冊牙醫為治療某特定病人

而管有及應用藥劑製品，將繼續獲得豁免。 

 

公眾意見 

 

2.17 公眾非常支持對於先進療法產品進／出口和推出市場的建議要

求。 

 

2.18 有意見提議成立專家委員會處理道德審批和產品註冊的申請評

估。有業界促請監管當局在產品註冊及更改產品註冊詳情時，需考

慮先進療法產品與常規藥劑製品之間的差異，更靈活處理對申請文

件的要求。亦有意見要求靈活處理產品回收方面的事宜。 

 

2.19 部分意見表示，關注先進療法產品的施用情況，並提議明確訂

立各類別先進療法產品可施用人員的資格。有一位意見者認為，施

用先進療法產品應被視為屬高風險醫療程序，只應在醫院或受規管

的設施內進行全身施用。另一意見者建議，醫生必須接受相關培

訓，才可施用先進療法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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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有一位學術界人士認為，鑑於先進療法產品的特性，其臨牀試

驗證明書的申請應按照不同情況作個別考慮。部分意見要求就申請

先進療法產品的臨牀試驗證明書給予清晰的指引。 

 

第 5 方面 – 先進療法產品的特定標籤要求  

 

2.21 為確保在有需要時可得以追查及避免錯誤混雜先進療法產品，

我們建議加入先進療法產品的附加標籤要求，包括在產品的包裝容

器上，須以管理局指明的格式標示資料。資料須包括獨特捐贈標識

符或產品代碼，而自體產品須標示病人身分標識符和「只供自體使

用」字句。 

 

公眾意見 

 

2.22 公眾普遍支持先進療法產品須作特定標籤的建議。有業界人士

對建議在產品的容器上標示所有訂明的資料，表示關注。另有業界

人士提議採用海外對先進療法產品的標籤標準。 

 

第 6 方面 – 先進療法產品的特定備存紀錄要求  

 

2.23 為監察先進療法產品長遠安全性和療效，及方便追查和回收產

品，我們參考歐盟做法，建議要求製造商及／或藥品註冊持有人備

存紀錄，包括所有原料、生產過程、包裝、貯存、運輸及負責施用

產品醫生的資料。上述建議紀錄必須備存為期不短於產品的使用期

限後的 30 年，此做法與歐盟規定相符。我們亦會訂定在清盤及牌照

轉移的情況下，有關紀錄的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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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意見 

 

2.24 公眾普遍支持就先進療法產品附加紀錄備存要求的建議。有一

所學術機構表示小規模的臨牀試驗難以長期跟進受試者，並認為缺

乏長期跟進數據伴隨的紀錄備存未必有用處。另有學術機構認為，

30 年的紀錄備存年期對某類病人（如癌症病人）而言可能過長，又

認為對在醫院中以非常規方式生產供治療特定病人的產品，應獲豁

免紀錄備存規管。有意見提議備存年期由 30 年降至 10 年。亦有意

見提議，備存時期應自產品施用日期起計算，而非產品使用期限後

起計算。另有意見要求，在紀錄備存的要求方面能提供指引，並闡

明是否接受電子紀錄。 

 

第 7 方面 – 要求供應商呈報涉及應用先進療法產品後的不良事件個

案  

 

2.25 因醫學界對使用先進療法產品的經驗仍非常有限，製造商及／

或藥品註冊持有人對其產品的療效及用後不良反應的監測十分重

要。類似的不良反應呈報要求已包括在藥劑製品供應商的註冊及牌

照條件內。我們建議現行規管亦將適用於先進療法產品。 

 

公眾意見 

 

2.26 公眾普遍支持就施用先進療法產品後出現不良情況個案的呈報

要求。對於設立先進療法產品的長期藥物警戒系統，有意見要求應

提供更多指引。 

 

其他意見 

 

2.27 有意見提出衞生署應預留足夠人手處理有關先進療法產品規管

的各種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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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此外，有意見提議成立一個顧問管理局或委員會，就有關先進

療法產品的評核和檢視給予支援。另外亦有提議規管香港先進療法

產品專責組（下稱「專責組」）的組員應包括醫療儀器的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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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總結與未來路向 

 

公眾諮詢的總結 

  

3.1 總結而言，公眾廣泛支持擬議的先進療法產品規管架構。公眾

諮詢的主要結論撮述如下－ 

(a) 公眾廣泛支持先進療法產品的擬議的規管架構。與此同時，有

意見認為政府在擬定規管架構時，須在保障公眾健康，對各持

份者、研究和行業發展的影響，以及個別人士醫療需要之間取

得平衡； 

 

(b) 公眾廣泛支持先進療法產品採用歐盟定義的建議。有意見要求

政府應就規管產品的範圍提供更多指引；  

 

(c) 公眾普遍支持以發牌制度，規管製造先進療法產品的設施。但

是，有意見促請政府在規管學術機構、公立醫院和臨牀試驗產

品的製造設施時，可更靈活處理，以促進本地先進療法產品的

研發。在學術界，有意見表示他們未必有足夠資金營運全面符

合《生產質量管理規範》的設施，以進行先進療法產品的臨牀

試驗； 

 

(d) 有意見要求政府協助製造先進療法產品的設施達到發牌要求，

包括提供資源及專家意見，以及為產品製造商的關鍵人員提供

專為《生產質量管理規範》而開設的培訓； 

 

(e) 有意見認為，因應先進療法產品的獨特性質，對先進療法產品

的獲授權人和製造商等關鍵人員的資格要求，應與常規藥劑製

品製造商的相關資格要求有所不同； 

 

(f) 公眾非常支持關於先進療法產品進／出口和註冊申請的規管建

議。有意見提議，因先進療法產品有別於常規藥劑製品，政府

在考慮產品註冊申請時，應靈活處理對申請文件的要求。亦有

意見要求施用先進療法產品的人員須具有清晰的資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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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公眾普遍支持先進療法產品必須有特定標籤要求的建議； 

 

(h) 公眾普遍支持先進療法產品附加的紀錄備存要求。有意見要求

縮短備存期限，由 30 年降至 10 年。亦有意見要求政府為產品

紀錄備存提供進一步指引；  

 

(i) 公眾普遍支持就施用先進療法產品後出現不良情況個案的呈報

要求；以及 

 

(j) 有意見提議成立一個顧問管理局或委員會，就先進療法產品的

評核作出支援。 

 

規管先進療法產品的未來路向 

 

3.2 《諮詢文件》所載的建議普遍獲得社會支持。因此，我們將按

照《諮詢文件》所載的方向推行各項建議。政府會致力在保障公眾

健康和推展創新醫療產品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我們就公眾諮詢期

間收集的各項主要意見的回應撮述如下。 

 

規管範圍 [3.1(a) 至(b)]  

 

3.3 由於「重大特徵改變」的操作處理，如培養、擴增、分化及激

活細胞或組織等，有可能引致產品污染及／或篩選出有基因變異細

胞亞群（而基因變異可能引致癌轉化），我們維持經「重大特徵改

變」的產品應受規管的原則。同樣地，擬作「非同種用途」的細胞

及組織產品（即細胞及組織並非在其接受體和捐贈體內作相同的基

本功能用途）性質比較複雜，而且很多仍在研究階段，難以準確預

測施用於人體後的作用及變化，所以產品的安全和效用備受關注3。

                                           

3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2017). Guidance for Industry and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taff – Regulatory Considerations for Human Cells, Tissues, and Cellular and Tissue-

Based Products: Minimal Manipulation and Homologous Use. Web site: 

https://www.fda.gov/downloads/biologicsbloodvaccines/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

dances/cellularandgenetherapy/ucm585403.pdf 

https://www.fda.gov/downloads/biologicsbloodvaccines/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s/cellularandgenetherapy/ucm585403.pdf
https://www.fda.gov/downloads/biologicsbloodvaccines/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s/cellularandgenetherapy/ucm5854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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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維持在《諮詢文件》中的建議，把受「重大特徵改變」

或擬作「非同種用途」的細胞為主產品納入規管架構。 

 

3.4 擬議的規管範圍與各司法管轄區的規管做法一致，包括歐盟、

美國、新加坡、日本和韓國。採用與國際接軌的規管架構，對於促

進本港業界和學術界的創新科技發展，以及有效營商，甚為重要。

與此同時，國際間對供動物應用的先進療法產品的規管，可供參考

的規管模式有限，因此，我們會在國際間累積更多經驗和達成共識

後，於稍後階段考慮對供動物應用的先進療法產品的規管。 

 

3.5 有見於公眾要求就先進療法產品的規管範圍的定義提供指引，

衞生署會準備和制定指引，提供例子以協助持份者理解何種產品須

受監管。 

 

製造商牌照 [3.1(c) 至(e)]  

 

3.6 先進療法產品的質量對於確保病人安全十分重要。由於產品的

本質特殊而且複雜，在製備過程中可能會受微生物或其他物質污

染，嚴重危害病人。在保障病人安全的角度而言，我們認為有必要

要求所有製造設施必須領取牌照及符合《生產質量管理規範》的規

定。 

 

3.7 衞生署會致力適時制訂相關的指引和標準，以支援學術界和業

界持份者。我們得悉有些海外司法管轄區會另行頒布一套適用於生

產先進療法產品的《生產質量管理規範》指引。監管當局將會研究

這些標準並為製造先進療法產品，另備指引。我們亦會安排簡介會

和培訓予業界和持份者。衞生署會繼續接觸有可能申請製造商牌照

的人士，以鼓勵他們盡早聯絡衞生署徵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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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我們明白製造先進療法產品有別於製造常規藥劑製品，因此獲

授權人和其他關鍵人員的資格和經驗要求，應有所不同。衞生署正

與管理局跟進這方面的工作，並會適時知會業界和持份者有關要

求。 

 

先進療法產品在進／出口、推出市場及臨牀試驗的管制 [3.1(f)]  

 

3.9   我們會提供先進療法產品相關的產品註冊、更改產品註冊詳情

和臨牀試驗的詳細申請指引。為配合病人的特定醫療需要，我們認

為應繼續容許註冊醫生或註冊牙醫在現有的監管機制下，為治療特

定病人而施用未經註冊的先進療法產品。 

 

備存紀錄[3.1(h)]  

 

3.10 有意見對臨牀試驗須長期備存紀錄表示關注，我們希望指出的

是，有關建議只要求先進療法產品的製造商和分銷商備存相關製造

和分銷的紀錄。此要求並不涉及醫生的治療紀錄或臨牀試驗研究員

的研究紀錄。 

 

3.11 考慮到先進療法產品技術發展迅速，現時卻缺乏產品長期效果

的數據，我們維持跟隨歐盟的做法，紀錄應備存至少 30 年。由於這

些紀錄很可能是電子版本，我們將發布備存紀錄的指引，以協助業

界遵從。 

 

其他[3.1(g) 、(i)及 (j)]  

 

3.12   我們會制定先進療法產品的標籤要求指引。 

 

3.13  有意見提出成立專家小組，為先進療法產品規管提供建議。我

們會將此提議轉交管理局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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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政府會在開展相關規管措施前，預留充足時間讓業界作準備。 

 

落實《諮詢文件》的建議 

 

3.15 為落實《諮詢文件》所載的建議和提議的修訂，我們正與各政

府相關部門及持份者溝通擬訂細節。專家小組會繼續就規管先進療

法產品的指引和標準，提供建議。 

 

3.16 我們的目標是於 2019 年內把有關修訂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

議。 

 

致謝 

 

3.17 我們謹藉此衷心感謝社會各界對是次公眾諮詢的支持和貢獻。

在諮詢過程中，各界提出寶貴的意見和建議，令我們更了解公眾的

期望；並為我們推動修訂及完善先進療法產品的規管，打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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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公眾諮詢中收到的意見書 

團體或機構的意見書（包括業界協會） 

序號 名稱 

(O)01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李嘉誠健康科學研究

所，Cell Therapy Laboratory 

(O)02 香港生物科技協會 

(O)03 香港放射科醫學院 

(O)04 香港牙醫學會 

(O)05 香港醫療及保健器材行業協會

(O)06 香港再生醫學協會 

(O)07 香港科技園公司 

(O)08 醫院管理局 

(O)09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tem Cell Research 

(O)10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O)11 香港科研製藥聯會 

(O)12 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 

(O)13 香港美容業總會 

業界的意見書 

序號 名稱 

(IND)01 百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ND)02 Bioscience Institute Limited 

(IND)03 Dendreon HK Limited 

(IND)04 Gilead Sciences Hong Kong Limited 

(IND)05 Hong Kong Stem Cell Centre 

(IND)06 Living Tissues Company Limited 

(IND)07 Mononuclear Therapeutics 

(IND)08 輝瑞 

(IND)09 ProStemCell Limited 

http://advancedtherapyinfo.gov.hk/cbb/en/doc/O01.pdf
http://advancedtherapyinfo.gov.hk/cbb/en/doc/O02.pdf
http://advancedtherapyinfo.gov.hk/cbb/en/doc/O03.pdf
http://advancedtherapyinfo.gov.hk/cbb/en/doc/O04.pdf
http://advancedtherapyinfo.gov.hk/cbb/en/doc/O05.pdf
http://advancedtherapyinfo.gov.hk/cbb/en/doc/O06.pdf
http://advancedtherapyinfo.gov.hk/cbb/en/doc/O07.pdf
http://advancedtherapyinfo.gov.hk/cbb/en/doc/O08.pdf
http://advancedtherapyinfo.gov.hk/cbb/en/doc/O09.pdf
http://advancedtherapyinfo.gov.hk/cbb/en/doc/O10.pdf
http://advancedtherapyinfo.gov.hk/cbb/en/doc/O11.pdf
http://advancedtherapyinfo.gov.hk/cbb/en/doc/O12.pdf
http://advancedtherapyinfo.gov.hk/cbb/en/doc/O13.pdf
http://advancedtherapyinfo.gov.hk/cbb/en/doc/IND01.pdf
http://advancedtherapyinfo.gov.hk/cbb/en/doc/IND02.pdf
http://advancedtherapyinfo.gov.hk/cbb/en/doc/IND03.pdf
http://advancedtherapyinfo.gov.hk/cbb/en/doc/IND04.pdf
http://advancedtherapyinfo.gov.hk/cbb/en/doc/IND05.pdf
http://advancedtherapyinfo.gov.hk/cbb/en/doc/IND06.pdf
http://advancedtherapyinfo.gov.hk/cbb/en/doc/IND07.pdf
http://advancedtherapyinfo.gov.hk/cbb/en/doc/IND08.pdf
http://advancedtherapyinfo.gov.hk/cbb/en/doc/IND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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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意見書 

序號 名稱 

(I)01 一名在大學的首席研究員 

(I)02 Dr. KK Chan and Dr. TL Chan 

(I)03 Prof. MH Zheng 

(I)04 Steven 

(I)05 Mr.Cheung 

(I)06 陳先生 

http://advancedtherapyinfo.gov.hk/cbb/en/doc/I01.pdf
http://advancedtherapyinfo.gov.hk/cbb/en/doc/I02.pdf
http://advancedtherapyinfo.gov.hk/cbb/en/doc/I03.pdf
http://advancedtherapyinfo.gov.hk/cbb/en/doc/I04.pdf
http://advancedtherapyinfo.gov.hk/cbb/en/doc/I05.pdf
http://advancedtherapyinfo.gov.hk/cbb/en/doc/I06.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