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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結語  
 
 
概況  
 
9.1  本章載述督導委員會和政府在執行檢討結果方面的討
論。  
 
9.2 督導委員會注意到病人和許多持份者普遍讚賞醫管局的

專業服務和質素。然而，他們對醫管局應付公眾服務需求緊絀的能

力最為關注，強烈要求在多個需求殷切的範疇 (例如普通科門診、
專科門診和透過急症室入院 )縮減輪候時間。醫管局員工 (尤其是前
線人員和很多其他醫療專業人員 )亦指出醫管局所面對的人手短缺
未必能在短期內得以緩解。不過，他們認為醫管局應採取措施簡化

行政程序及資源分配的過程、更透明和更公平地執行人力資源管理

措施，以及向員工提供更好的培訓和職業發展，藉以減輕員工的工

作壓力，有助醫管局挽留人才和維持士氣。  
 
9.3 因應上述情況，督導委員會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議，推動

醫管局改善其運作以滿足病人、持份者和員工的期望和需要。督導

委員會已顧及到醫管局應可就推行建議靈活制訂具體的行動計劃，

並在適當地讓員工參與。因此，督導委員會期望醫管局會盡快提交

行動計劃，同時亦期望政府能盡早開始執行有關措施和監察進度。  
 
最終目標：造福公共醫療系統  
 
9.4 是次檢討的目的是尋找改善醫管局服務和運作的方法，

達至優化香港公營醫療服務的最終目標。公營醫療服務最重要的持

份者無疑是醫管局的員工和病人，他們分別是服務提供者和最終服

務使用者。督導委員會致力使得是次檢討和推行的建議能帶來以下

好處：   
 
對病人  

•  以較短的輪候時間獲得較好的服務  
 
•  服務容量得以提升，以應付不斷上升的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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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效地運用資源，提供更多選擇及多樣化的服務模

式，以滿足不同的需要  
 
•  各聯網提供更為一致的服務  
 
•  安全和服務質素得以提升  
 
•  面對成本上升和人口老化的挑戰時，醫療系統發展的可

持續性得以提升  
 
對醫管局員工  

•  資源分配更公平和透明  
 
•  為需求最殷切的範疇提供額外人力支援和資源  
 
•  簡化行政和資源分配程序  
 
•  人事管理措施更透明、更一致和更公平  
 
•  優化培訓和員工發展  
 
•  臨床管治得以提升，服務發展更為先進  

 
 
報告的建議的推行  
 
9.5 在作出上述提議時，督導委員會注意到這些建議應給予

醫管局方向，讓其推行優化措施以改善運作。醫管局在制定推行建

議的行動計劃時應擁有彈性，並適當地讓員工參與。正如督導委員

會所提議，政府在二零一五 /一六年度至二零一七 /八年度已預留共
11.7 億元的一次性額外資源，用於需要更多財政支援的範疇，以便
醫管局推行建議。詳情載於下文第 9.6 至 9.13 段。  
 
強化資源分配  
 
9.6  督導委員會建議醫管局採用一個優化的以人口為基礎的
資源分配模式。該局應檢討現行的做法，加以優化，使模式能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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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齡組別的人口和醫管局的病人數目。督導委員會明白，要制

訂合適的方法，把相關因素納入優化的以人口為基礎的資源分配模

式，並為此達成共識，是需要時間和詳細考慮的。  
 
9.7  為評估擬議改變所帶來的影響，醫管局應就人口分佈、
各聯網的人口特徵和不同聯網的醫療服務使用模式進行初步檢視，

以識別在擬議的優化的以人口為基礎的資源分配模式下，會獲得較

高的資源分配的聯網，以便盡早規劃和制訂補充措施，減輕在未來

數年推出新資源分配模式時對個別聯網造成的影響。作為第一步，

有需要優先為三個聯網 (分別是新界西聯網、新界東聯網及九龍東
聯網 )提供額外經費，讓有關聯網在轉換至擬議優化的人口為基礎
的資源分配模式前，由現時起開始逐步建立服務量，以應付服務地

區不斷增加的人口所帶來的需求。此舉亦回應了在員工諮詢論壇中

對該三個聯網部分醫院資源分配不足的關注。    
 
9.8 政府計劃在未來三年 (即二零一五 /一六年度至二零一七 /
一八年度 )提供 3 億元的有時限撥款，務求在優化的以人口為基礎
的撥款模式推行前，提升這三個聯網的現有服務。  
 
加強人手  
 
9.9  督導委員會和市民關注到人手短缺正是造成服務水平不
足的主要原因，政府對此深表認同。誠然，督導委員會所提出的多

項建議能否成功推行 (例如建議 5 有關人手調配、建議 6 有關培
訓、建議 8 有關縮減輪候時間和建議 9 有關提升服務量 )，取決於
充足的人手和其他因素。  
 
9.10  醫管局的人力資源推算顯示，二零一五 /一六年度將有
1,244 名員工退休。為了解決人手短缺的問題以及鼓勵知識和經驗
的轉移，政府會在二零一五 /一六年度至二零一七 /一八年度向醫管
局提供 5.7 億元的有時限撥款，用以重新聘用人手嚴重短缺的職系
和專科中的合適退休人員，任期由醫管局決定。我們建議獲重新聘

用的退休醫生，只能執行臨床工作，不得擔任管理職務，以助紓緩

前線人手短缺的情況，而不會阻礙正常的晉升。此外，重新聘用退

休人員，有助挽留經驗豐富的人員以輔導新聘人員，並為培訓工作

提供替假人手，加強員工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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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從長遠來看，醫管局為配合政府的策略，為二零一五年

六月一日或之後入職的新聘人員，採用了較高的退休年齡 (即 65
歲 )。至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前入職的醫管局員工，他們的退休
年齡則維持在 60 歲。如果他們希望在 60 歲退休後繼續在醫管局工
作，他們可以按現行的招聘政策、做法和甄選過程，申請投考職位

空缺。  
 
加強員工培訓  
 
9.12 建議 6 列出醫管局應加強在中央規劃和為醫療專業人員
提供培訓方面的角色。  
 
9.13 政府同意，醫療專業人士的培訓對於維持香港的醫療體

系和醫療服務持續改善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應優先推行這項建議。

為了這目的，政府會在未來三年為醫管局提供 3 億元的有時限撥
款，用以加強員工培訓，包括透過獎學金、委託外界舉辦的培訓計

劃、職位輪調發展計劃、模擬實習訓練課程、提供額外培訓替假人

手等措施，加強員工 (特別是臨床人員 )的培訓支援。  
 
公私營協作  
 
9.14 政府鼓勵醫管局積極探討措施，以縮減於某些專科的長

輪候時間。醫管局亦應檢討其服務模式，以應付人口老化帶來的種

種挑戰。為此，政府會協助醫管局擴展現有的公私營協作計劃，並

推出更多計劃，務求更有效地善用私營醫療界別的服務及資源，以

期在醫科及專職醫療學科的畢業生能提供足夠人手應付日益殷切的

公營醫療服務需要前，幫助醫管局應付日益增長的服務需求，使病

人能便捷地獲得臨床服務。這方面的主要策略願景是匯聚公私營界

別的資源和專長，從而全面改善輪候時間和病人護理服務，加強培

訓和經驗分享，協助確保本港醫療系統得以持續發展。  
 
9.15 就此，財政司司長在《二零一五 /一六年度財政預算案》
中承諾撥出 100 億元給醫管局設立基金，利用投資回報資助醫管局
推行公私營協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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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 醫管局會積極研究在這策略願景下提供更多公私營協作

臨牀計劃的機會，以試點項目形式試行新概念，根據評估試點項目

的經驗和成果來制定長期計劃。  
 
時間表  
 
9.17 本報告所載的建議，為醫管局定立了整體方向，指導該

局改組內部管理結構、優化資源分配機制、改善人力資源管理政策

等，從而作好準備以應付當前和未來的挑戰。為了協助醫管局推行

這些建議，政府已預留特別撥款，用於需要額外資源開支的範疇，

讓醫管局推行建議、制訂詳細計劃和運作程序。為確保本報告的所

有建議能及時推行，醫管局會於三個月內準備一份行動計劃，以期

於未來三年推行建議。醫管局會定期向食物及衞生局報告執行各項

檢討建議的進度。  
 
 
結語  
 
9.18 醫管局一直竭力照顧公眾的健康。過去二十年，醫管局

的服務範圍和服務量均有所增長，並隨著醫療科技的發展改進。他

們的貢獻廣受認許，公眾對醫管局的期望亦與日俱增。是次檢討的

目的，是盤點醫管局的工作，檢討及優化其管理和運作，為作進一

步改善訂定新的方向。在本報告書載列的意見和建議指引下，我們

有信心，醫管局在面對人口老化、慢性疾病日趨普遍和醫學科技進

步的挑戰時，會繼續有效地履行於雙軌醫療制度下作為公營醫療系

統基石和全民安全網的角色。  
 
9.19 最後，督導委員會主席對於所有委員在檢討期間不辭勞

苦、獻策獻力，深表謝意。全賴他們的積極參與和寶貴意見，我們

才能制訂這份周詳全面的報告，以改善公營醫療服務。主席並感謝

所有給予意見和參與公眾參與計劃的持份者，他們提出的意見極具

建設性，對督導委員會制訂各項建議有莫大幫助。此外，醫管局全

力支持這項檢討並提供專業支援，在擬備報告期間，該局除提供背

景資料外，還就公營醫療服務提供專業意見，主席謹此衷心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