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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 

食物及衛生局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尊敬的周一嶽醫生 SBS 太平紳士：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乃本港其中一個結集專業人士的團體，自 2005

年成立至今，已集合不同範疇專業界別的會員加入本會，當中除了法律師、

工程界、會計界等等；當中更重要的是齊集專科醫生、牙科醫生、放射及物

理治療及醫務管理界的人才的醫學界界別。各個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及專責

小組，經常關注香港特區政府的政制發展及中港兩地的專業人士交流，為此

過去亦就不同問題及本港發展提供寶貴意見。 

 

本會「專協」醫療及健康專責小組就「掌握健康 掌握人生」諮詢文件進

行多次討論，並達至以下共識及意見，現隨函供 貴局參考，希望作為諮詢文

件考慮之列。如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與本會聯絡，電話：2522 2833 或傳真：

2810 7885。 

 

 

順祝 身心康泰、工作順利。 

 

 

 

創會會長 創會主席  

 

 

王國強工程師 

 

簡松年律師 

 

同敬啟 

二○○八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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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健康 掌握人生 
諮詢文件 

<<意見書>> 

 

醫療改革 

香港的醫療體系失誤，出現了不少問題，在以前推出多份的諮詢文件已討論

了很多。這份諮詢文件提出多項改革建議，我們大致上是認同的，但是任何

改革都要循序漸進、實事求是、並符合香港的情況，不能盲目地抄照外國的

措施和經驗。 

 

我們認為在架構、人力、服務、監管、素質方面，特別有需要改革，以達到

系統精簡、資源恰當地運用、基層及各層醫護服務適切地提供、公私營服務

互補和平衡、公營服務的資助合情合理、有效的安全網、將不必的使用降低、

減少濫用昂貴的急症室和專科服務及倚賴公立醫院系統、避免醫療事故出現。 

 

社會上各界都留意到醫院管理局在成立以來，不斷加強服務，但亦不斷膨脹，

出現了醫療開支的快速增長，服務佔有率增加，山頭愈霸愈大，導致公私營

的服務嚴重失衝。醫院管理局及其管理的四十間公立醫院佔了九成政府每年

在公費醫療的經常開支，政策局有責任加強對公立醫院系統的監管及審計，

改善人手及資源的分配，不再肥上瘦下，提高士氣，減少不必要的檢驗和浪

費，令寶貴的社會資源用得其所。 

 

政府在政策方面要清晰、要有方向、策略及有前瞻性，不再是頭痛醫頭、腳

痛醫腳。並且在行政和管理方面要加強，減少浪費和省略程序，提升系統的

效率，令市民更健康而減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這些工作是各相關的政府和

醫療服務提供的機構的責任，有沒有這份諮詢文件，都是要做的事情，更與

融資方案無關。 

 

醫療服務是昂貴的，在我們行之有效的稅制和有能者多付的大前提下，公帑

必須用得其所，政府有必要釐定公費醫療服務的範圍及資助水平，亦即是定

位。 

 

輔助融資方案 

在諮詢文件提出可供考慮的輔助融資六大方案中，我們贊成自願私人醫療保

險，並且引入課稅優惠，及與保險業設計多元化化的計劃，以供選擇，鼓勵

更多人自願購買市場上提供的私人醫療保險。有資料顯示，過半數的市民已 

購了醫療保險，大眾老百姓都著重一己和家庭成員的醫療承擔，因此政府沒

有需要強制市民醫療保險。濫用保險的情況，眾所周知，我們預測這現象在

強制的醫療保險會更壞。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加強對私營醫療保險的監管，

增加市民的信心，鼓勵更多人投保；但是，政府不應干預市場和限制保險業

的收益回報，否則會變成好心做了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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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健康服務 

香港一貫的醫療模式著重治病為本，較為忽略以健康為本、著重預防的基層

護理。我們一定要積極制定完善的基層醫療政策，著緊提升公私營的基層健

康及醫療服務。 
 

基本上，政府由衛生署負責基層醫護的工作，醫管局則負責醫院和特別的醫

療服務，但這個簡單的分工現已模糊。醫管局在二零零三年，從衛生署接管

了六十多所公立普通科門診，開始提供基層醫療服務。衛生署仍舊管理二十

家美沙酮及二十多家胸肺科、皮膚科等診所。同時，隨著醫管局的財政不斷

膨脹，衛生署及醫管局之間的資源分配懸殊，此消彼長；衛生署只獲政府每

年在公費醫療的經常開支的一成，比在一九九一年醫管局成立之前的兩成差

了一半。 
 

一向以來，私家醫生提供的基層門診醫療服務，佔了整體七成以上，反映出

市民對醫治疾病的承擔，只是在昂貴的醫院服務方面的選擇極之有限，被迫

倚賴公立醫院。無論診所是公立或是私營，基層醫療要做得好，轉介機制是

很重要。例如病人在簡單的手術後，可交由家庭醫生跟進，一般的血壓高及

糖尿病等的慢性病，應由家庭醫生醫治，現在，絕大部份這些服務是由醫院

裏的專科門診及私家專科醫生來跟進，有點浪費寶貴的社會資源。 
 

基層醫療護理是個人、家庭及整個社區最初接觸到的第一層醫療制度，把醫

療護理盡可能帶到老百姓居住及工作的地方。基層醫療護理的核心價值是全

人護理，除了包括診所服務之外，還有疾病預防、公共衛生、社區醫學、健

康教育和推廣等工作，以及在社區中的治療及復康服務，達致全民健康。 
 

家庭醫生只是基層醫護系統的一份子，不是亦不可能肩負起全部基層醫護的

工作，但是好的家庭醫生，為市民大眾帶來方便和安心。稱職的家庭醫生有

足夠的臨床經驗，採納家庭醫學推崇的身、心、社群健康都關注的醫護模式，

並與病人建立長期關係，而病人會對家庭醫生有信心，有大小毛病時，會先

找家庭醫生。香港是否有足夠的家庭醫生，則見仁見智。 
 

政府要主導訂政策、訂方向、改善資源運用、制定有效的基層醫療服務模式、

提供支援給業界、加強培訓，為市民的健康做得更好。我們深信，一個全面

的基層醫護政策，是醫療改革的第一步，也不用什麼融資方案才行。 
 

中產醫院 

醫院服務成本高，但在現行制度下，市民的選擇有限：公立或私家醫院。前

者收費非常便宜，政府的補貼達百分之九十七，而後者則昂貴，要收回成本，

沒有政府資助，兩個界別之間根本就沒有任何競爭可言。因此，很多市民會

自然地選擇使用價廉，服務又好的公立醫院，避開私家醫院服務沉重和不能

預計的財務負擔，直接及間接地令已經失衡的公私營醫療系統更加惡化。這

現象在政府於公費醫療每年的經常開支中反映出來，由一九九零年代初的近

百億，增加了兩倍多，到現在的三百多億。 



 

 

首席榮譽贊助人 
范徐麗泰 GBM JP  

全國人大常委 立法會主席 

梁振英   行政會議召集人 GBS JP 

全國政協常委 

榮譽贊助人 
梁愛詩 律師 GBM JP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 

胡應湘 爵士 工程師 GBS KCMG 

梁智鴻 醫生 GBS JP 行政會議成員 

廖長城 SC SBS JP 行政會議成員 

徐立之 教授 JP 香港大學校長 

劉遵義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朱經武 教授 JP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 

潘宗光 教授 GBS JP 香港理工大學前校長 

張信剛 教授 GBS JP 香港城市大學前校長 

吳清輝 教授 GBS 香港浸會大學校長 

名譽會長 
余國春 GBS JP 全國政協常委  

戴德豐 博士 SBS JP 全國政協常委 

楊 釗 博士 SBS JP 全國政協委員 

蔡志明 博士 JP 全國政協委員 

鍾瑞明 GBS JP 全國政協委員 

黃楚標 全國政協委員 

陳紅天 博士 全國政協委員 

雷添良 會計師 全國人大代表 

李紹鴻 醫學教授 SBS JP 

梁乃江 醫學教授 BBS JP 

鄭慕智 律師 GBS JP 

創會會長 
王國強 工程師 JP 全國政協委員 

創會主席 
簡松年 律師 BBS JP 

顧問 
鄔滿海 測量師 SBS JP 前屋宇署署長 

鮑紹雄 建築師 SBS 前建築署署長 

曹宏威 博士 BBS 全國人大代表 

溫嘉旋 律師 BBS JP 全國人大代表 

香灼璣 建築師 SBS JP 

黃澤恩 博士 工程師 JP 

盧偉國 博士 工程師 MH JP 

林雲峰 教授 建築師 

余枝勝 精神科醫生 MH 

黃繼兒 大律師 

李國英 律師 MH JP 

張錦輝 大律師 JP 

黃錦輝 教授 工程師 

趙德麟 博士 環保專家 

副會長 
高永文 醫生 JP 

黃建業 專業物業代理 

曹貴子 醫生 

江金富 醫生 

黃 山 測量師 

陳維端 會計師 

王裕民 醫生 

黃永灝 工程師 JP 

陳建強 牙科醫生 

潘偉賢 工程師 

胡國志 會計師 

常務副主席 
李偉庭 牙科醫生 

副主席 
梁和平 會計師 JP 

蕭妙文 博士 測量師 工程師 

何炳羲 工程師 

陳東岳 測量師 

方玉輝 醫生 

吉盈煕 律師 

黃煒培 會計師 

陳紹雄 工程師 

陳旭明 測量師 

秘書長 
周致標 校長 電腦專科 

司庫 

彭漢中 會計師 香 港 中 環 德 輔 道 中 1 9 號 環 球 大 廈 1 8 樓 1 8 0 8 室  

Suite 1808, 18/F., World-Wide House, No. 19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電話 Tel: 2522 2833     傳真 Fax: 2810 7885     網址 Website: www. ahkp.com.hk 

 
本機構是以非牟利有限責任形式成立的法團   The Association is incorporated with limited liability by guarantee. 

 

中產階層在醫療服務中的選擇，也是同樣地有限，但他們大多數是願意多付

點錢去得到較佳的服務。我們建議在現行的兩類醫院以外，設立中產醫院，

好像直資中小學校一樣給予資助，而這些醫院的收費釐定在成本的三成，並

且像公立醫院那般，每天以定額收費，令用家有預算，同時政府的資助會比

公立醫院少了很多，減輕財政的負擔。這樣的病床，在律敦治醫院已推行了

多年，值得政府和醫管局考慮。 

 

其他意見 

推廣健康教育：特別是在中學，是必俢的課程 

資源分配重新定位：不是投入更多資源便得到更佳的服務，私營醫療亦然 

逐漸合情合理地增加公立醫療服務的收費：減少濫用，減少政府的財政負擔 

高素質的中醫藥服務：可給市民多個選擇 

強化安老院的護理水平：減少大量不必要的急症室轉介 

與國家的醫療系統接軌：加強服務的合作和深化專業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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