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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非法售藥是跨國犯罪問題
由於互聯網可以連接世界各國，網上

非法售藥問題需要各國聯手應付，自2008

年起，國際刑警每年都統籌緝拿網上非法

售賣藥物的「Pangea」行動，至2015年共

有115個國家參與，今年搜獲的偽冒和非法

藥物約值8,100萬美元，包括血壓藥、陽痿

藥、癌症藥和營養補充品等。

網購減肥食品的危機
參 考 本 港 衞 生署 近 年 發 出 的 藥

物 安 全 警 示，本 地 發 現 與 網 上 售 藥

有關的問題多涉及 減肥食品。這 些產

品 以 健 康 食 品 的 形 式 包 裝，但 卻 含

有 沒 有 標 示 的 西 藥 成 分，包 括 氫 氯

噻嗪（hyd roch lo roth iaz i de）、氟西汀

（fluoxetine）、樸爾敏（chlorpheniramine）

和比沙可啶（bisacodyl）以及已被禁用的

危險物質西布曲明（sibutramine）和酚酞

（phenolphthalein）。

以下是部分近年由衞生署公布涉及

上述西藥及/或危險物質的個案資料：

西布曲明及酚酞

（個案一）公布日期：2013年3月26日及

2013年4月12日

2013年3月16日，一名23歲女士因神

志不清及出現幻覺、幻聽等精神病徵狀，

被送到急症室求醫，轉院接受進一步治療

後，情況穩定，並於9月出院。化驗結果發

現其尿液樣本有西布曲明和酚酞的代謝

物，臨床診斷認為她的徵狀可能由藥物相

關的不良反應引致。她表示入院前曾過量

服用一種從互聯網購買的減肥產品，化驗

結果顯示該產品含有未標示及禁用的西藥

成分西布曲明和酚酞。

衞生署其後從拍賣網站找到並購得

同名產品進行化驗，結果顯示，該減肥產

品含有西布曲明和酚酞。衞生署與警方在

2013年4月12日採取聯合行動，拘捕一名

涉嫌售賣該減肥產品的女子。

氫氯噻嗪及氟西汀

（個案二）公布日期：2013年6月6日

2013年5月24日，一名19歲女士因心

悸前往醫院急症室求醫，表示曾服用經互

聯網購買的7種沒有標籤的減肥產品，臨

床診斷她的徵狀可能由藥物相關的不良反

應引致，接受治療後於翌日出院。化驗結

果顯示，該7種產品的其中6種分別含有未

標示或禁用的西藥成分，包括西布曲明、

現時，消費者透過電腦網絡

或手機應用程式購買產品或服務日漸

普遍，但需注意當中可能存在的風險，

特別是購買吃進肚裏的食物甚至藥物時，

更應小心，以免危害健康。根據世界衞生組

織的估計，那些沒有提供任何實體商店地址

的網上藥店所售的藥物，多達半數是假貨！

網購藥物及
健康食品危機四伏

網購藥物及
健康食品危機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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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氯噻嗪、氟西汀、樸爾敏和比沙可啶，餘

下1種產品則含有動物甲狀腺組織成分。衞

生署的調查發現，該批產品的來源據稱是

泰國一所醫院。

（個案三）公布日期：2014年6月7日

衞生署根據市民投訴作出調查，透過

手機通訊應用程式聯絡賣家，購得數款聲

稱從泰國獲得、用作減肥的產品進行化驗，

驗出產品含有西藥成分氫氯噻嗪和氟西

汀。衞生署與警方採取聯合行動，在2014

年6月7日拘捕一名涉嫌非法售賣第Ｉ部毒

藥及未經註冊藥劑製品的15歲女童。

DNP

（個案四）公布日期：2013年11月7日

衞生署根據情報，發現有人 透過

互聯網出售含有DNP（即二硝基苯酚或

2.4-Dinitrophenol）的減肥產品，於是與警方

採取行動，在2013年11月拘捕一名男子。

安乃近、雙氯芬酸、利多卡因

（個案五）公布日期：2015年 6月10日

衞生署根據醫院通報的資料，得悉

一名患低鉀血症的女病人曾經透過互聯

網購買1款減肥產品服用。病人接受治療

後情況穩定，並已出院。化驗結果顯示，

該產品含有安乃近（dipyrone）、雙氯芬酸

（diclofenac）、利多卡因（lignocaine）等

第I部毒藥，以及禁藥酚酞。衞生署與警方

採取聯合行動，在2015年6月10日拘捕一

名涉嫌非法售賣含有未標示的第I部毒藥

的減肥產品之女子。

網購其他健康食品同樣有危機
除了減肥產品之外，聲稱有其他功能

的產品同樣有潛在危險。以下是兩個衞生

署近年公布的個案：

（個案六）公布日期：2014年2月13日

衞生署根據情報，發現一種聲稱是

天然草藥補充劑的產品在網上出售，產品

的照片顯示其標籤上聲稱「促進男性生理

體質效果顯著」、「特別配製來增男性性

慾」、「有助預防及減低尿道感染」等功

能。化驗結果顯示，產品含有用於治療勃起

功能障礙的西藥成分昔多芬（sildenafil）。

衞生署在2014年2月13日與警方採取聯合

行動，突擊搜查商品供應商位於旺角的公

司，並拘捕兩名男子。

（個案七）公布日期：2015年8月21日

衞生署早前透過監測系統，從互聯網

上的賣家購得兩款聲稱為長壽茶的產品樣本

作檢驗，化驗結果顯示，樣本均含有非類固

醇消炎藥成分雙氯芬酸。衞生署於是在今年

8月21日與警方採取聯合行動，拘捕一名涉

嫌於互聯網上非法售賣該兩款產品的女子。

與所需的藥物成分不相符
上述的本港個案中，大都是聲稱產

品為天然草本健康食品，但實際含有西藥

成分。外國則有例子產品聲稱含有某一種

西藥成分，但實際所含的卻是另一種成

分。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在其2010年

6月的消費者健康資訊（FDA Consumer 

Health Information）中提到，該局發現一

種在網上售賣的藥物聲稱是治療流感的抗

病毒藥物奧斯他韋（oseltamivir），測試卻

顯示是一種盤尼西林類的抗生素氯唑西林

（cloxacillin），對盤尼西林敏感的病人服用

這種胡亂標籤的藥物，有機會出現相當嚴

重的反應。在2006年，荷蘭的衞生部門亦

有類似發現，在網上售賣的治療流感的抗

病毒藥物，檢測出只含有乳糖和維他命C，

並無奧斯他韋成分。

另一相似個案在2007年2月公布，美

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發現有些病人經互聯

網購入的鎮靜劑和安眠藥，實際含有用於

治療精神分裂症、狂躁症的藥物成分氟哌

丁苯（haloperidol），其中數個病人服用後

出現呼吸困難、肌肉抽搐或僵硬等情況，

需要急救。

沒有獲得衞生部門認可
在外國，例如美國、加拿大和澳洲

等地，都有當地政府核准的網上藥物銷售

商。這些國家的衞生部門都建議，如果當

地居民需要經互聯網購買藥物，應只從當

地政府核准的網上藥物銷售商購買，因為

外地或不明地點的網上藥物銷售商的藥物

未必獲得認可，並不清楚有否根據藥劑標

準生產、有否附上適當的標籤和有否妥善

儲存或運送等，藥物安全未必有保障。

在外國某些地方，如欲在網上銷售藥

物，法例規定需要申請牌照。例如，在美國

佛羅里達州就有明文規定要有網上銷售藥

物牌照，網上營業每星期6天，合共最少40

小時，並需設立免費諮詢電話供消費者向

該店的藥劑師查詢。

懷疑網上銷售癌症藥物
香港科研製藥聯會表示，有病人從手

機通訊應用程式接收到銷售癌症藥物的訊

息，訊息並推介病人瀏覽一個本地藥房的網

頁，該網頁內展示了很多不同藥廠的名稱及

商標。其中一家有銷售癌症藥物的公司稱，

該公司並無供貨予該店舖，因此懷疑該店舖

是否真的有其癌症藥物出售，又或者是出售

偽冒產品或平行進口產品。服用偽冒藥物的

危險性非常高，由於這些產品的生產未必符

合標準，因此可能沒有有效成分，或含有過

量有效成分，又或含有雜質，都對病人構成

危險。而平行進口藥物因沒有在本港衞生署

註冊，亦屬非法產品，而且偷運入境時可能

為了逃避政府當局檢查，而使用了不恰當的

儲存方法，例如不適當的溫度和濕度，或會

影響藥效，亦由於貨品來歷不明，真偽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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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亦有香港科研製藥聯會的會

員藥廠發現，部分不良店舖在消費者查詢

癌症藥物資料時，表示有相同成分或功效

的「副廠貨」出售，價格亦較便宜。該會提

醒消費者，不少癌症藥物均在專利期內，正

常情況下不會有非原廠生產的同成分藥物

(generic drugs) 在市面出售，消費者不要

因貪圖少許折扣而冒險購買來歷不明的藥

物，危害健康。

一般來說，治療癌症的藥物都需要

醫生處方才可購買，並應按醫生指示服

用。如有店舖或任何人士經互聯網或手機

通訊聲稱可售賣這類藥物，又不需收取醫

生處方作記錄，切勿胡亂購買。

衞生署意見
任何產品若符合香港法例第138章

《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有關「藥劑製品」

的定義，都必須在相關條例的要求下，符

簡介個案中隱藏或攙雜的西藥成分或危險化學物

● 西布曲明曾是抑壓食慾的西藥，但會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的

風險，因此自2010年11月起，含西布曲明的產品已禁止在

香港使用。

● 酚酞曾用作治療便秘，後因可能致癌而被禁在港使用。

● 氫氯噻嗪是利尿劑及用以治療高血壓，可能引致低血壓和電解

質不平衡。含氫氯噻嗪的產品屬處方藥物。

● 樸爾敏常用於紓緩敏感徵狀，常見副作用為昏睡。

● 氟西汀用以治療抑鬱症，可能引致體位性低血壓及禿髮症，

必須經醫生處方及在藥劑師監督下方可在藥房出售。含氟西

汀的產品屬處方藥物。

● 比沙可啶是瀉藥，並可能引致腹痛。

● DNP是工業用化學品，一般用作除草劑，不適宜食用，服食

會對健康構成嚴重威脅，可引致昏迷及死亡。急性中毒的徵

狀包括噁心、嘔吐、頭暈及不規律心跳。今年5月，國際刑

警便因應英國及法國都有人在服食含有DNP的產品後死亡或

病重的情況而向全球警方發出警示。英國食物標準局亦在其

網頁呼籲市民協助當局預防DNP再引致死亡的個案，包括向

該局提供有關網上出售DNP的情報，及分享該局在網頁及社

交網站刊登的警示資料。

● 安乃近及雙氯芬酸為非類固醇消炎藥，可用於止痛，副作用

包括腸胃不適、噁心及胃潰瘍等。含安乃近或雙氯芬酸的口

服產品屬處方藥物。

● 利多卡因為局部麻醉藥，可引致過敏反應。含利多卡因的非

外用產品屬處方藥物。

● 昔多芬用於治療勃起功能障礙，只可於註冊藥劑師監督下在

藥房憑醫生處方購買，副作用包括低血壓、頭痛、嘔吐、頭

暈及暫時性視力模糊。此外，它可能和某些藥物，例如治療

心絞痛的硝酸甘油（nitroglycerin）產生相互作用，令血壓降

至危險水平，因此，不當使用昔多芬對有心臟問題的病人尤

其危險。含昔多芬的產品屬處方藥物。

合安全、品質和成效方面的規定，並向藥

劑業及毒藥管理局註冊後才可在香港合

法銷售。已註冊的藥劑製品會在包裝上

印有「HK-XXXXX」樣式的香港註冊號

碼。巿民可使用衞生署藥物辦公室的網

頁 (http://drugoffice.gov.hk/eps/do/tc/

consumer/search_drug_database.html) 

的「香港註冊藥劑製品搜尋」的功能，以產

品的英文名稱或香港註冊編號，搜尋有關

已註冊藥劑製品的資料。

任何人士不論經任何途徑（包括互聯

網）非法售賣或管有未經註冊藥劑製品即

屬違法。若有關藥物屬《藥劑業及毒藥條

例》下定義的第Ｉ部毒藥，則有關藥物只可

在藥劑師監督下在註冊藥房售賣；根據該

條例，抗癌藥物屬處方藥物，必須在註冊藥

房及由註冊藥劑師或在其監督下，按照香港

註冊醫生的處方才可售賣。第II部毒藥可於

註冊藥房或藥行（列載毒藥銷售商）售賣。

非法售賣或管有第Ｉ部毒藥及處方

藥同屬違法，上述每項罪行經定罪後最高

可被判處罰款$100,000及監禁兩年。

此外，藥劑製品的進出口亦受《進出

口條例》規管，任何人士進口或出口「藥

劑製品」都必須附同由工業貿易署署長授

權衞生署所簽發的許可證，違例者一經定

罪，最高可處罰款$50萬及監禁兩年。

衞生署提醒巿民切勿從互聯網購買

成分不明或可疑的產品，因為它們的安全

性及品質存疑。如已購買有關產品應立即

停用，若服用後不適，應盡快求醫。在服用

或使用任何產品作保健或治療用途前，應

先諮詢醫護人士的意見。針對網上售賣纖

體產品及藥品，衞生署已加強公眾教育，同

時加強監控和執法，並通過和警方合作的

特別行動，打擊非法網上買賣。衞生署會

繼續監察情況並檢討有關措施。 

消費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