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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一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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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 欧洲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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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摘要 

 

1.   先进疗法产品的公众咨询在二零一八年四月三日至六月二日进

行。在咨询期内，卫生署举办了简介会和会议，与社会上不同组织

和持份者联系，征询意见。共有 127 名团体/人士出席三场简介会并

表达意见，咨询期内亦接收到 28 份意见书。 

 

2.   于二零一八年四月三日发出的《先进疗法产品规管咨询文件》

（《咨询文件》），建议在《药剂业及毒药条例》（第 138 章）

（《条例》）下的药剂制品的定义中，加入先进疗法产品的定义。

按这项建议，先进疗法产品便须符合适用于所有药剂制品的各项要

求，包括产品注册、制造商及分销商发牌、出入口管制、临床试验

批核、标签、纪录备存及报告不良事件等。此外，为向病人提供足

够保障，并考虑到先进疗法产品的独特性质，建议就先进疗法产品

加入下列特定要求－ 

 

(a) 制造商就制造先进疗法产品所采用的细胞及组织的监控应符合

有关指引或标准，并应遵守相关《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制

造」将包括为了临床试验或治疗特定病人而配制先进疗法产品

的过程； 

 

(b) 以监管当局指明的格式，在先进疗法产品上标示独立捐赠标识

符或产品代码，及病人身份标识符；以及 

 

(c) 为确保有足够的监察及便于追查，先进疗法产品的制造及分销

商须备存附加资料，例如贮存、运输及负责施用产品医生的资

料等纪录。这些纪录应备存为期不短于 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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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结而言，公众广泛支持拟议的先进疗法产品规管架构。公众

咨询的主要结论撮述如下－ 

(a) 公众广泛支持先进疗法产品的拟议的规管架构。与此同时，有

意见认为政府在拟定规管架构时，须在保障公众健康，对各持

份者、研究和行业发展的影响，以及个别人士医疗需要之间取

得平衡； 

 

(b) 公众广泛支持先进疗法产品采用欧盟定义的建议。有意见要求

政府应就规管产品的范围提供更多指引；  

 

(c) 公众普遍支持以发牌制度，规管制造先进疗法产品的设施。但

是，有意见促请政府在规管学术机构、公立医院和临床试验产

品的制造设施时，可更灵活处理，以促进本地先进疗法产品的

研发。在学术界，有意见表示他们未必有足够资金营运全面符

合《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设施，以进行先进疗法产品的临床

试验； 

 

(d) 有意见要求政府协助制造先进疗法产品的设施达到发牌要求，

包括提供资源及专家意见，以及为产品制造商的关键人员提供

专为《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而开设的培训； 

 

(e) 有意见认为，因应先进疗法产品的独特性质，对先进疗法产品

的获授权人和制造商等关键人员的资格要求，应与常规药剂制

品制造商的相关资格要求有所不同； 

 

(f) 公众非常支持关于先进疗法产品进／出口和注册申请的规管建

议。有意见提议，因先进疗法产品有别于常规药剂制品，政府

在考虑产品注册申请时，应灵活处理对申请文件的要求。亦有

意见要求施用先进疗法产品的人员须具有清晰的资格要求； 

 

(g) 公众普遍支持先进疗法产品必须有特定标签要求的建议； 

 

(h) 公众普遍支持先进疗法产品附加的纪录备存要求。有意见要求

缩短备存期限，由 30 年降至 10 年。亦有意见要求政府为产品

纪录备存提供进一步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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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公众普遍支持就施用先进疗法产品后出现不良情况个案的呈报

要求；以及 

 

(j) 有意见提议成立一个顾问管理局或委员会，就先进疗法产品的

评核作出支援。 

 

4.   《咨询文件》所载的建议普遍获得社会支持。因此，政府将按照

《咨询文件》所载的整体方向推展各项建议。鉴于收集得来的大多

数意见是要求政府提供更清晰的规管范围，以及就遵守规定方面的

实际事宜，政府会就主要关注事项，包括先进疗法产品的规管范

围、制造先进疗法产品的《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和标签要求等，拟

备详细指引。卫生署亦会与药剂业及毒药管理局（管理局）商议，

订定先进疗法产品制造商的获授权人和其他关键人员的资格要求。

政府会在开展相关规管措施前，预留充足时间让业界作准备。 

 

5.    我们现正订定详细的立法建议，目标是于 2019 年内把有关修订

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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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众咨询 

 

1.1  先进疗法产品规管的公众咨询在二零一八年四月三日至六月

二日进行。卫生署就先进疗法产品的规管架构建议，征询公众意

见。 

 

1.2 卫生署在咨询期内，举办了多个简介会和会议，与社会上不同

团体和持份者进行讨论。咨询期内，我们亦从书面和电子途径收集

了巿民和持份者递交的意见书。 

 

整体宣传工作 

 

1.3 我们通过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药物办公室及专设的先进疗

法产品的网站，以及新闻稿，宣传是次公众咨询。公众亦可在网站

参阅《咨询文件》。我们亦致函了各持份者，包括各大学和学术

界、医疗专业人员协会和医院、相关的管理局和委员会、病人组织

以及业界、美容和相关团体，邀请他们出席简介会和提出意见。 

 

简介会 

 

1.4 在咨询期内，我们分别在四月二十日、三十日和五月十五日举

办了三场简介会，解释相关的建议，并听取持份者和公众提出的意

见。共有 127 位团体／人士参与了简介会，当中包括大学与学术界

的代表、医疗专业人员和药剂师协会、公营及私营医院、业界及美

容团体的代表。  

 

1.5 另外，我们亦在五月十七日和二十四日为药剂制品持牌批发商

举办了三场简介会，介绍《咨询文件》和拟议的先进疗法产品规管

架构，共有 393 位代表参与了简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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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书及其他方式表逹的意见 

 

1.6 我们共收到共 28 份由团体／个别人士送递，或从电邮、邮递

及传真等方式送交的意见书，包括 13 份团体/机构的意见书（包括

业界协会）、9 份业界意见书和 6 份个人意见书。附件 I 载列所收到

的意见书（要求匿名或不公布其意见者除外）。除要求保密者外，

所有意见书都已上载先进疗法产品网站。我们在各简介会中收到的

意见，与意见书的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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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众就先进疗法产品的规管提出的意见 

 

2.1 我们在《咨询文件》中就先进疗法产品的拟议规管架构及《条

例》及《药剂业及毒药规例》（第 138A 章）（《规例》）的修订建

议，征询公众意见。我们经考虑不同海外司法管辖区对先进疗法的

规管架构后，建议香港采用类似模式，把先进疗法产品划定为属高

风险的细胞及组织为主产品，并建议纳入《条例》下的药剂制品架

构规管。而属低风险的细胞及组织治疗，则将在往后阶段以另一架

构规管。 

 

2.2 为保障公众健康及促进先进疗法产品的发展，经参考国际做法

后，我们建议先进疗法产品的规管架构包括以下七方面： 

 

第 1 方面 – 先进疗法产品的规管范围与定义 

  

2.3 因其性质复杂，先进疗法产品须有一个准确定义以清楚界定规

管范围，并用以区分高风险和低风险的细胞和组织疗法。 我们建议

采用欧盟对先进疗法产品的定义（欧盟法例称之为  “Advanced 

Therapy Medicinal Products”），定义包括基因治疗产品、自体细胞

治疗产品及组织工程产品，而这些产品的拟议定义可见《咨询文

件》1。另外，因目前海外司法管辖区对供动物应用的先进疗法产品

规管未有共通模式，故我们建议规管范围只涵盖供人类应用的先进

疗法产品，并不包括供动物应用的产品。 

  

                                           

1拟议的定义可参考《咨询文件》附件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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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意见 

 

2.4 公众相当支持《咨询文件》中建议以风险为本的模式，对属高

风险的细胞及组织为主产品，将其纳入《条例》下的药剂制品作规

管，以及采用欧盟对先进疗法产品的定义。有一位意见者则建议，

细胞为主的产品应与药剂制品分开规管。另一位意见者则建议先进

疗法产品的规管应扩展至涵盖供动物应用的产品。 

 

2.5 有部分意见尽管支持有需要规管先进疗法产品，但亦促请政府

须在保障公众健康，对各持份者、研究和行业发展的影响，以及个

别人士医疗需要之间取得平衡。有一位意见者认为规管应优先考虑

癌症病人或患有已知遗传倾向及疾病的病人。另一意见者则建议把

临床试验剔出规管范围。亦有意见强调须有清晰规管，才会考虑在

香港投资开设先进疗法产品的制造设施。 

 

2.6 一位业界人士忧虑难以定义「重大特征改变」，提议在分类先

进疗法产品时应重点考虑产品的声称。另有意见指出，有需要就

「重大特征改变」和「非同种用途」的定义提供更多指引，以厘清

规管范围。 

 

2.7 有一位意见者认为，用作贮存而培养不超过某传代数的细胞，

以及间充质干细胞的移植，应被视作属低风险细胞疗法。另有意见

指出，从脂肪组织提取细胞的制备应被规管。亦有提交意见者认

为，同种异体用途的先进疗法产品，以及用于骨性关节炎治疗的富

血小板血浆，应属高风险产品，而注射到非循环系统的产品应属中

风险产品。有意见提议，结合了脐带血干细胞的医疗仪器未必需要

受规管。另有意见指出，被视为属低风险的细胞和组织疗法亦带有

显著风险，须提供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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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方面 – 确保用于生产先进疗法产品的细胞和组织的质素和安全 

 

2.8 为确保先进疗法产品的质素和安全性，我们在《咨询文件》中

建议就用于生产先进疗法产品的人类细胞及组织的捐赠、采得、化

验、处理、保存、贮存和分发，订定质素和安全标准，以及将上述

管制加入作为先进疗法产品制造商的发牌条件。 

 

公众意见 

 

2.9 公众普遍支持为订定来源细胞及组织的相关质素和标准的建

议。有意见认同细胞采得场所须符合相关的标准或认证，但不需要

全面遵守《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有一意见者表示，有关标准应由

相关领域的专家所组成的顾问局按个别情况订立。亦有意见提议政

府可探讨使用人类胚胎干细胞以及允许出售脐带血供研究用途的可

行性。 

 

第 3 方面 – 要求所有生产先进疗法产品的设施领取牌照及遵守订明

标准 

 

2.10 鉴于先进疗法产品的处理及制备的本质复杂及具风险，我们在

咨询文件中建议以发牌制度，规管生产先进疗法产品的所有设施，

要求有关设施完全遵守《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及由监管当局所订立

的其他标准。用作非常规性生产先进疗法产品，以供治疗特定病人

或用作临床试验用途的设施，亦不会获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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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意见 

 

2.11 巿民普遍支持就制造先进疗法产品的设施设立发牌制度的建

议。但是，部分意见促请监管当局在规管学术机构、公立医院和临

床试验产品的制作设施时，可更灵活处理，以促进本地先进疗法产

品的研发。另外，因先进疗法产品的制造过程可能涉及多个设施，

监管当局应阐明当中那些设施须受规管。 

 

2.12 有提交意见的学术界人士认为，在符合《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要求的同时，不应妨碍新技术的发展。有学术机构提议，应为供首

次在人体临床试验及第一期临床试验的先进疗法产品的制造设施提

供特殊的豁免。有学术界人士指出，他们未必有足够资金营运一个

全面符合《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设施，用以进行先进疗法产品的

临床试验。另外，有意见强调有需要就适用于先进疗法产品制造设

施的《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制定另一套清晰的指引，并与学界和业

界紧密沟通。 

 

2.13 有意见要求政府协助制造先进疗法产品的设施符合发牌要求，

包括提供资源及专家意见，以及为产品制造商的关键人员提供专为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而开设的培训。有业界建议卫生署到本港现

有生产先进疗法产品的设施视察，以助设施符合要求。 

 

2.14 部分人士对获授权人和其他关键人员的资格要求表示关注。有

意见认为应弹性处理关键人员的资格，例如药剂师未必是担任先进

疗法产品制造商获授权人最合适的人士2。制造商的负责人可由医务

化验师或相关实验室人员担任。有意见认为，应就先进疗法产品制

造商的获授权人和相关人员，订立不同的资格要求。另外，有意见

关注本港是否有足够专家，并促请监管当局让海外专家及大学支持

相关培训。 

                                           

2 目前，注册为制造商获授权人必须为香港注册药剂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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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大部分意见者要求给予过渡期和特殊安排，以便业界和研究员

申请制造设施牌照，并符合《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和其他新订立的

要求。有业界人士提议，监管当局可发出附带条件的许可牌照，作

为过渡安排。 

 

第 4 方面 – 要求先进疗法产品在进／出口、推出市场及进行临床试

验前取得许可 

  

2.16 在参考现行对药剂制品的管制后，我们建议就先进疗法产品在

进／出口、推出市场及进行临床试验前，必须事先取得许可。我们

亦建议现时《规例》中，由注册医生或注册牙医为治疗某特定病人

而管有及应用药剂制品，将继续获得豁免。 

 

公众意见 

 

2.17 公众非常支持对于先进疗法产品进／出口和推出市场的建议要

求。 

 

2.18 有意见提议成立专家委员会处理道德审批和产品注册的申请评

估。有业界促请监管当局在产品注册及更改产品注册详情时，需考

虑先进疗法产品与常规药剂制品之间的差异，更灵活处理对申请文

件的要求。亦有意见要求灵活处理产品回收方面的事宜。 

 

2.19 部分意见表示，关注先进疗法产品的施用情况，并提议明确订

立各类别先进疗法产品可施用人员的资格。有一位意见者认为，施

用先进疗法产品应被视为属高风险医疗程序，只应在医院或受规管

的设施内进行全身施用。另一意见者建议，医生必须接受相关培

训，才可施用先进疗法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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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有一位学术界人士认为，鉴于先进疗法产品的特性，其临床试

验证明书的申请应按照不同情况作个别考虑。部分意见要求就申请

先进疗法产品的临床试验证明书给予清晰的指引。 

 

第 5 方面 – 先进疗法产品的特定标签要求  

 

2.21 为确保在有需要时可得以追查及避免错误混杂先进疗法产品，

我们建议加入先进疗法产品的附加标签要求，包括在产品的包装容

器上，须以管理局指明的格式标示资料。资料须包括独特捐赠标识

符或产品代码，而自体产品须标示病人身分标识符和「只供自体使

用」字句。 

 

公众意见 

 

2.22 公众普遍支持先进疗法产品须作特定标签的建议。有业界人士

对建议在产品的容器上标示所有订明的资料，表示关注。另有业界

人士提议采用海外对先进疗法产品的标签标准。 

 

第 6 方面 – 先进疗法产品的特定备存纪录要求  

 

2.23 为监察先进疗法产品长远安全性和疗效，及方便追查和回收产

品，我们参考欧盟做法，建议要求制造商及／或药品注册持有人备

存纪录，包括所有原料、生产过程、包装、贮存、运输及负责施用

产品医生的资料。上述建议纪录必须备存为期不短于产品的使用期

限后的 30 年，此做法与欧盟规定相符。我们亦会订定在清盘及牌照

转移的情况下，有关纪录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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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意见 

 

2.24 公众普遍支持就先进疗法产品附加纪录备存要求的建议。有一

所学术机构表示小规模的临床试验难以长期跟进受试者，并认为缺

乏长期跟进数据伴随的纪录备存未必有用处。另有学术机构认为，

30 年的纪录备存年期对某类病人（如癌症病人）而言可能过长，又

认为对在医院中以非常规方式生产供治疗特定病人的产品，应获豁

免纪录备存规管。有意见提议备存年期由 30 年降至 10 年。亦有意

见提议，备存时期应自产品施用日期起计算，而非产品使用期限后

起计算。另有意见要求，在纪录备存的要求方面能提供指引，并阐

明是否接受电子纪录。 

 

第 7 方面 – 要求供货商呈报涉及应用先进疗法产品后的不良事件个

案  

 

2.25 因医学界对使用先进疗法产品的经验仍非常有限，制造商及／

或药品注册持有人对其产品的疗效及用后不良反应的监测十分重

要。类似的不良反应呈报要求已包括在药剂制品供货商的注册及牌

照条件内。我们建议现行规管亦将适用于先进疗法产品。 

 

公众意见 

 

2.26 公众普遍支持就施用先进疗法产品后出现不良情况个案的呈报

要求。对于设立先进疗法产品的长期药物警戒系统，有意见要求应

提供更多指引。 

 

其他意见 

 

2.27 有意见提出卫生署应预留足够人手处理有关先进疗法产品规管

的各种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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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此外，有意见提议成立一个顾问管理局或委员会，就有关先进

疗法产品的评核和检视给予支援。另外亦有提议规管香港先进疗法

产品专责组（下称「专责组」）的组员应包括医疗仪器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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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总结与未来路向 

 

公众咨询的总结 

  

3.1 总结而言，公众广泛支持拟议的先进疗法产品规管架构。公众

咨询的主要结论撮述如下－ 

(a) 公众广泛支持先进疗法产品的拟议的规管架构。与此同时，有

意见认为政府在拟定规管架构时，须在保障公众健康，对各持

份者、研究和行业发展的影响，以及个别人士医疗需要之间取

得平衡； 

 

(b) 公众广泛支持先进疗法产品采用欧盟定义的建议。有意见要求

政府应就规管产品的范围提供更多指引；  

 

(c) 公众普遍支持以发牌制度，规管制造先进疗法产品的设施。但

是，有意见促请政府在规管学术机构、公立医院和临床试验产

品的制造设施时，可更灵活处理，以促进本地先进疗法产品的

研发。在学术界，有意见表示他们未必有足够资金营运全面符

合《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设施，以进行先进疗法产品的临床

试验； 

 

(d) 有意见要求政府协助制造先进疗法产品的设施达到发牌要求，

包括提供资源及专家意见，以及为产品制造商的关键人员提供

专为《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而开设的培训； 

 

(e) 有意见认为，因应先进疗法产品的独特性质，对先进疗法产品

的获授权人和制造商等关键人员的资格要求，应与常规药剂制

品制造商的相关资格要求有所不同； 

 

(f) 公众非常支持关于先进疗法产品进／出口和注册申请的规管建

议。有意见提议，因先进疗法产品有别于常规药剂制品，政府

在考虑产品注册申请时，应灵活处理对申请文件的要求。亦有

意见要求施用先进疗法产品的人员须具有清晰的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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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公众普遍支持先进疗法产品必须有特定标签要求的建议； 

 

(h) 公众普遍支持先进疗法产品附加的纪录备存要求。有意见要求

缩短备存期限，由 30 年降至 10 年。亦有意见要求政府为产品

纪录备存提供进一步指引；  

 

(i) 公众普遍支持就施用先进疗法产品后出现不良情况个案的呈报

要求；以及 

 

(j) 有意见提议成立一个顾问管理局或委员会，就先进疗法产品的

评核作出支援。 

 

规管先进疗法产品的未来路向 

 

3.2 《咨询文件》所载的建议普遍获得社会支持。因此，我们将按

照《咨询文件》所载的方向推行各项建议。政府会致力在保障公众

健康和推展创新医疗产品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我们就公众咨询期

间收集的各项主要意见的回应撮述如下。 

 

规管范围 [3.1(a) 至(b)]  

 

3.3 由于「重大特征改变」的操作处理，如培养、扩增、分化及激

活细胞或组织等，有可能引致产品污染及／或筛选出有基因变异细

胞亚群（而基因变异可能引致癌转化），我们维持经「重大特征改

变」的产品应受规管的原则。同样地，拟作「非同种用途」的细胞

及组织产品（即细胞及组织并非在其接受体和捐赠体内作相同的基

本功能用途）性质比较复杂，而且很多仍在研究阶段，难以准确预

测施用于人体后的作用及变化，所以产品的安全和效用备受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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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维持在《咨询文件》中的建议，把受「重大特征改变」

或拟作「非同种用途」的细胞为主产品纳入规管架构。 

 

3.4 拟议的规管范围与各司法管辖区的规管做法一致，包括欧盟、

美国、新加坡、日本和韩国。采用与国际接轨的规管架构，对于促

进本港业界和学术界的创新科技发展，以及有效营商，甚为重要。

与此同时，国际间对供动物应用的先进疗法产品的规管，可供参考

的规管模式有限，因此，我们会在国际间累积更多经验和达成共识

后，于稍后阶段考虑对供动物应用的先进疗法产品的规管。 

 

3.5 有见于公众要求就先进疗法产品的规管范围的定义提供指引，

卫生署会准备和制定指引，提供例子以协助持份者理解何种产品须

受监管。 

 

制造商牌照 [3.1(c) 至(e)]  

 

3.6 先进疗法产品的质量对于确保病人安全十分重要。由于产品的

本质特殊而且复杂，在制备过程中可能会受微生物或其他物质污

染，严重危害病人。在保障病人安全的角度而言，我们认为有必要

要求所有制造设施必须领取牌照及符合《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规

定。 

 

3.7 卫生署会致力适时制订相关的指引和标准，以支援学术界和业

界持份者。我们得悉有些海外司法管辖区会另行颁布一套适用于生

产先进疗法产品的《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指引。监管当局将会研究

这些标准并为制造先进疗法产品，另备指引。我们亦会安排简介会

和培训予业界和持份者。卫生署会继续接触有可能申请制造商牌照

的人士，以鼓励他们尽早联络卫生署征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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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我们明白制造先进疗法产品有别于制造常规药剂制品，因此获

授权人和其他关键人员的资格和经验要求，应有所不同。卫生署正

与管理局跟进这方面的工作，并会适时知会业界和持份者有关要

求。 

 

先进疗法产品在进／出口、推出市场及临床试验的管制 [3.1(f)]  

 

3.9   我们会提供先进疗法产品相关的产品注册、更改产品注册详情

和临床试验的详细申请指引。为配合病人的特定医疗需要，我们认

为应继续容许注册医生或注册牙医在现有的监管机制下，为治疗特

定病人而施用未经注册的先进疗法产品。 

 

备存纪录[3.1(h)]  

 

3.10 有意见对临床试验须长期备存纪录表示关注，我们希望指出的

是，有关建议只要求先进疗法产品的制造商和分销商备存相关制造

和分销的纪录。此要求并不涉及医生的治疗纪录或临床试验研究员

的研究纪录。 

 

3.11 考虑到先进疗法产品技术发展迅速，现时却缺乏产品长期效果

的数据，我们维持跟随欧盟的做法，纪录应备存至少 30 年。由于这

些纪录很可能是电子版本，我们将发布备存纪录的指引，以协助业

界遵从。 

 

其他[3.1(g) 、(i)及 (j)]  

 

3.12   我们会制定先进疗法产品的标签要求指引。 

 

3.13  有意见提出成立专家小组，为先进疗法产品规管提供建议。我

们会将此提议转交管理局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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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政府会在开展相关规管措施前，预留充足时间让业界作准备。 

 

落实《咨询文件》的建议 

 

3.15 为落实《咨询文件》所载的建议和提议的修订，我们正与各政

府相关部门及持份者沟通拟订细节。专家小组会继续就规管先进疗

法产品的指引和标准，提供建议。 

 

3.16 我们的目标是于 2019 年内把有关修订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

议。 

 

致谢 

 

3.17 我们谨藉此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对是次公众咨询的支持和贡献。

在咨询过程中，各界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令我们更了解公众的

期望；并为我们推动修订及完善先进疗法产品的规管，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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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公众咨询中收到的意见书 

 

团体或机构的意见书（包括业界协会） 

序号 名称 

(O)01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李嘉诚健康科学研究

所，Cell Therapy Laboratory 

(O)02 香港生物科技协会 

(O)03 香港放射科医学院 

(O)04 香港牙医学会 

(O)05 香港医疗及保健器材行业协会 

(O)06 香港再生医学协会 

(O)07 香港科技园公司 

(O)08 医院管理局 

(O)09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tem Cell Research 

(O)10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 

(O)11 香港科研制药联会 

(O)12 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 

(O)13 香港美容业总会 

 

业界的意见书 

序号 名称 

(IND)01 百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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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瑞 

(IND)09 ProStemCell Limited 

 

 

http://advancedtherapyinfo.gov.hk/cbb/en/doc/O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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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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意见书 

序号 名称 

(I)01 一名在大学的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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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03 Prof. MH Zheng 

(I)04 Steven 

(I)05 Mr. Cheung 

(I)06 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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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