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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個我們必須作出的改進
以滿足不斷上升的需求，實現
香港成為世界級醫療樞紐的潛
能

只要基建和制度上正拖著醫療體系前進的瓶頸能從速清除，

香港絕對有潛能與動力成為世界級醫療樞紐。我們在此闡述

改善我們醫療體系硬件和軟件的行動綱領和目標，確保我們

的醫療體系長遠有充足資源支持我們的社會，同時令香港成

為醫療服務樞紐，同時服務本地與外地病人，保障所有人的

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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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世界級醫療軟件 資本開支 每年營運支出
  十億港元 十億港元

(1) 增加醫學院收生名額，由每年420個增至約800個(+90%) N.A. 1

(2) 引入海外合資格醫生以應付即將出現的專科醫生短缺 N.A. 0.5

   
(2.1)  引入新的「有約束註冊」聘用海外合資格專科醫生
(2.2)  引入預先認可的醫學院名單，令世界頂尖醫學院畢業生能
 在不需通過執業資格試下便可在港經「有限度註冊」在港行醫
(2.3)  通過「臨床年級招聘計劃」吸引海外頂尖醫學院學生和畢業生
 回港執業
(2.4)  建立精神健康中心
(2.5) 改組醫務委員會會員的組成，加快其對社會需求的反應 

(3) 成立委員會以統一中央計劃人力資源 N.A. 0

(4)�  主動幫助欲回醫管局之私營市場執業醫生 N.A. 0.5

(5) 擴充醫療支援人員最少三分之一 N.A. 5

(5.1) 在大學外培訓綜合醫療保健人員

(6) 增強社區的基層醫療 10 3

(6.1)  投資予綜合療法
(6.2)  建立跨專科社區中心及護理院予65歲以上長者
(6.3)  探索部分採用日本家庭護理的黃金計劃
(6.4)  建立精神健康中心
(6.5) 「回到工作」計劃以支持殘疾公民

(7) 推廣醫療旅遊 �N.A. 0

建立世界級醫療硬件

(8) 興建新醫院和擴充現有設施的容量以增加5,000張病床 20 10

(8.1)  興建新公立醫院
(8.2)  嚴重不足的地區興建護理院和增加醫院病床
(8.3)  增加私家醫院容量
(8.4)  在機場環球薈發展醫療中心

(9)��更換和升級十年以上的醫療設備 7 2

(10)� 擴充港大及中大醫學院設施* 3 N.A.

總和   4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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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項投資改進我們的醫療體系

*成本已包括在我們第三份報告「如何為我們的將來投資一千億」中150億港元增加大學學
額的預算中



53

行動一：建立世界級醫療軟件

(1) 增加醫學院收生名額，由每年420個增至約800個(+90%)

我們的醫療體系在未來二十年將每年短缺360名醫生，盡快增

加醫生供應實在刻不容緩。

2004 2009 2014預測 2019預測 2024預測 2029預測 2034預測 2039預測

資料來源：香港醫管局，美國醫學會，HKGolden50

醫生短缺人數﹙右軸﹚ 短缺比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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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短缺人數（等同全職人員數目）

要增加醫生人數不外乎兩個途徑：

一、訓練更多本土醫生

二、吸引海外醫療人才

在香港訓練一個醫生需要300萬港元，而每年的醫生人數則取

決於大學教資會的資金多寡。

相比過去十年，大學教資會只有足夠資金提供平均每年280個

醫學院學額，現時香港兩間醫學院合共提供每年420個學額已

經是香港史上最多。這個名額跟經濟週期息息相關——二Ｏ

Ｏ三年經濟不景，教資會只能資助每年220個醫學院學額。

如此規劃方法實不合理，因為經濟週期並不反映醫療服務需

求。

人力規劃應取決於醫療服務

需求，並獨立於經濟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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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們保持醫學院名額在每年420個，到二Ｏ三九年我們

仍然短缺8,000名醫生。訓練一名醫生需費300萬港元，換言

之，教資會每年開支的4%用在醫學院上。理想而言，即使香

港的醫學院有足夠容量支持每年420個學生，並假設我們撥出

每年額外8億港元的相關營運資助予醫學院，我們的醫療體系

依然不夠有充足資歷的醫生而最終，整體醫療質素依然低於

水準，因為我們的新晉醫生太多，但資歷和經驗都不及上一

代醫生。我們深信訓練本地醫生至關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

們需要具充足資歷的醫生，以帶領和指導新晉醫生。

考慮到在廿七年後的二O三九年將短缺的7,000名醫生，我們

現在便需要每年額外約三百個醫生。我們因此建議增加香港

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名額，由420個增至每年約800

個，當局亦可考慮增設第三所醫學院。

(2) 引入海外合資格醫生以應付即將出現的專科醫生短缺

醫療需求不斷上升，我們必須引入海外合資格醫生解決短缺

問題，因為醫學院畢業生需要十年時間才可成為專科醫生。

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訪問過協會中超過1,000名醫生，九成

被訪者表示公立醫院醫生不足，而八成贊成引入海外合資格

醫生有助舒緩短缺。

到二Ｏ三九年，我們至少需

要每年額外260名醫生以滿足

需求

增加醫學院名額由每年420個

至約800個

九成公立醫院的醫生認為公

立醫院醫生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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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例子證明入口醫生有助增加醫生供應及舒緩人手短缺問

題。例如，新加坡自二〇〇三年放寬海外醫生入口的政策

後，新加入醫生數量在二〇〇三至二〇一〇年之間增加了

40%，同期香港只得16%。

自二〇〇三年起的醫生供應增長

50%

40%

30%

20%

10%

0%

資料來源：新加坡衛生部，香港年報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新加坡 香港

44%

16%

香港需要引入海外合資格專科醫生，基於三大理由：

一、舒緩公營體系內中層醫生的負擔

二、令公營醫生的知識背景更闊，並可向頂尖海外醫療體系

借鏡

三、可以訓練每年420個增至每年800個新晉醫生

無論如何，醫管局都必須聘請更多醫生，但醫管局一直都控

制開支，並經常強調總開支的73%都用在醫療人員的薪金

上。聘請更多醫生固然會增加開支，但對於醫管局總開支而

言只是九牛一毛，更遑論與政府開支相比。平均而言，一個

中層管理層的醫生薪金約為每月10萬港元。以二OO九年為

例，我們的公共醫療體系短缺160名醫生，增聘所需的醫生每

年只需額外32億港元，或醫管局總薪金開支的1%。因此，當

每年政府財政盈餘達每年700億港元，增聘醫生需要鉅額開支

的理據實在不成立。

聘請醫生需額外開支——這

是不聘請醫生的理由嗎？

新加坡自二〇〇三年放寬海

外醫生入口的政策後，新加

入醫生數量在二〇〇三至二

〇一〇年之間增加了40%，

同期香港只得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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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引入新的「有約束註冊」聘用海外合資格專科醫生

我們建議一個新的註冊類別：「有約束註冊」。在此類別

中，海外合資格專科醫生可以在通過一專科考試後在他們的

專科範疇內在本港執業。此專科考試應旨在考核申請人在其

專科範疇內執業的能力，並不包括整個執業資格試的範圍。

新增的有約束註冊目的是容納突然出現的醫療需求，因為海

外合資格醫生可以立即行醫，令聘用專科醫生更加靈活。現

時，醫管局的聘任過程十分僵化，並不容許短時間內聘請更

多專科醫生。

(2.2) 引入預先認可的醫學院名單，令世界頂尖醫學院畢業生

能在不需通過執業資格試下便可經「有限度註冊」在港行醫

面對醫生不足，醫管局邀請海外合資格醫生以「有限度註

冊」方式公立醫院執業。160個申請人中，醫管局只成功聘請

到九位海外醫生（成功率只有5.6%）。這九位醫生不需通過

執業資格試，但被限制只能在公立醫生工作。

只有8至12位海外合資格醫生通過執業資格試，我們的醫生供

應將主要倚賴只能提供新畢業生的本地供應。現時兒科、新

生嬰兒重症、內科、婦產科已出現嚴重醫生不足，負擔接近

飽和，令醫院不斷拒絕病人。現時，九位醫管局聘請的海外

合資格醫生只能在急症室和麻醉科工作。醫管局應重新審視

我們需要更多醫療人員的範疇，並透過有限度註冊，增聘更

多海外合資格醫生以滿足目前的醫生短缺。

頂尖醫學院如哈佛大學及史

丹佛大學的畢業生在香港執

業應該綽綽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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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新加坡承認的海外醫學院地理分佈

資料來源：新加坡醫藥理事會

歐洲

美洲

東北亞

東南亞

澳洲

中東

1%

8%
8%

36%

33%

14%

我們應把此有限度註冊計劃擴充，令所有世界頂尖醫學院的

畢業生都合乎有限度註冊資格。合資格的醫院名單應該盡量

靈活，隨著環境情況增刪，正如新加坡的名單一樣。自二〇

〇三年起，新加坡擴大了被其承認的醫學院的名單，以吸納

海外合資格醫生舒緩醫療人手短缺。

排名 大學

1 牛津大學
2 哈佛大學
3 倫敦帝國學院
4 劍橋大學
5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6 史丹福大學
7 倫敦大學學院
8 耶魯大學
9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10 杜克大學

排名 大學

1 牛津大學
2 哈佛大學
3 倫敦帝國學院
4 劍橋大學
5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6 史丹福大學
7 倫敦大學學院
8 耶魯大學
9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10 杜克大學

全球排名首十位的醫學院

資料來源：泰晤士高等教育

按地理劃分新加坡承認的醫學院數目 

  1971 2003 2006 2007 2009

美洲  13 28 (+15) 42 (+14) 52 (+10) 52 (-)

歐洲  8 28 (+20) 54 (+26) 56 (+2) 58 (+2)

東北亞  0 2 (+2) 7 (+5) 15 (+8) 23 (+8)

東南亞  0 0 (-) 2 (+2) 12 (+10) 12 (-)

澳洲  2 12 (+10) 12 (-) 12 (-) 13 (+1)

中東  0 0 (-) 2 (+2) 2 (-) 2 (-)

總和  23 70 (+47) 119 (+49) 149 (+30) 160 (+11)
Source: Government Budget, HKGolden50

向其他頂尖醫療體系學

習——新加坡吸引頂尖海外

醫生的制度有效舒緩了醫療

人手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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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醫生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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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加坡衛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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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成功引入海外合資格醫生以紓緩其人力短缺及滿足未

來醫療需求的經驗極為值得香港借鏡。與香港相比，新加坡

的系統較為靈活，容許醫院自由從世界各地聘請人手，滿足

不同部門的住院需求。該國讓畢業於認可的海外醫學院並受

聘於新加坡醫院的醫生進行有限度註冊。而認可的海外醫學

院在二OO三年亦由23間增至140間，以滿足不斷上升的醫療

需求，至二O一O年，新加坡亦成功吸引多40%海外合資格醫

生。

新加坡透過積極地聘請海外醫生，新加坡在二OOO至一O年

間幾乎把醫療人手增加一倍，醫生數目在十年間增加3,500

名，年均增長達5%。如此人手增加大大減輕新加坡醫生的工

作量。在二OOO年，每名新加坡醫生平均要照顧70名病人，

這數字在二O一O年減低30%至55人，讓醫生能更專心照顧每

位病人。

新加坡在十年間增加醫療人

手60%；放寬認可海外學校

成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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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加坡衛生部

在新加坡，醫療人力的增加大部分來自放寬政策吸納更多海

外醫療人才。新加坡在二OOO年便明白，單憑國內兩間醫學

院每年訓練150名醫生，即使在十年內增加學額50%，新加坡

依然不夠新晉醫生。因此，獅城採取積極政策，擴充醫學院

之亦開放大門引入海外合資格醫生。至二O一O年，海外訓練

的醫生便佔新加坡新晉醫生的67%。如此擴充對於新加坡於

二OO三至一O年增加人均醫生數目達四成的目標極為重要。

海外醫生佔新加坡新晉醫生

70%

雖然人手大量增加，但新加坡的醫療水平並無因此下降。男

性肺結核死亡率持續下跌，癌症死亡率亦然。女性癌症死亡

率在過去十年雖間中有波動，亦見下跌，反映醫療質素改

善。

每千名醫生的投訴宗數在大量引入海外合資格醫生後亦維持

不變，我們相信新加坡之經驗指出，假如香港實行類似政

策，醫療質素亦應不會下降。

新加坡過去十年在醫療人力

規劃的往績實為絕佳先例，

顯示質量齊升絕對可行，並

無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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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癌症總死亡率﹙每十萬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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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策的成效在上圖一清二楚。由二ＯＯ一年至二Ｏ一

Ｏ年，新加坡的醫生總人數增加不止一倍，相反香港同期只

增加了20％。更不幸地，香港不止增加醫療人手上顯得無

力，就連打破本地醫生過去十年的保護主義以保障我們市民

福祉的決心亦明顯不足。我們實有需要盡快衝開這些障礙，

引入更多合資格的海外醫生填補不足，同時增加本地訓練的

人生以保障香港人的利益。

身為一個非政府組織，我們未能獲取二ＯＯ六年後的數據，

但我們深信港大和中大與新加坡衛生部和新加坡國立大學李

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關係必定更為緊密，定能分享吸納新醫

生的經驗。這些知識分享可大幅減低我們因為未能及時培訓

本土醫生填補中期醫生短缺，而需入口醫生時的執行風險。

透過積極的醫療人手規劃，新加坡在過去十年增加了60%醫

生數目。至二O一二年，新加坡的醫生人數將會超越香港。

在新加坡人手擴充的過程中，針對醫生的投訴數字維持低

企，病人的死亡率亦沒有上升，意味著新加坡的醫療質素並

沒有因為引入海外醫生而下降。很多新加坡醫生亦認同政府

致力減輕醫生工作量，從而改善服務質素。獅城經驗正好顯

示，質、量齊升絕對是可行之道。

星洲情況與香港大相逕庭

至二Ｏ一二年，新加坡的醫

生人數將超越香港

新加坡的經驗——港大和中

大可深入研究；我們可通過

委託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作

研究，從外人的新角度分析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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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通過「臨床年級招聘計劃」吸引海外頂尖醫學院學生和

畢業生回港執業

另一個招攬海外醫療人才的策略就是吸引他們在海外落戶前

回到本港。我們可考慮吸引海外頂尖醫學院已完成臨床前訓

練的學生回港，繼續完成他們的臨床訓練。新加坡便實行「

雇前津貼」，吸引在海外受訓的新加坡醫學生回到國家。新

加坡衛生部長許文遠在二O一O年建議提供每年24萬港元津貼

予海外醫科學生，條件是他們畢業後要在新加坡公立醫院工

作三年。我們可就計劃初期反應決定是否引入同類津貼。

香港很多有志從醫的同學只因香港的大學學額不足而無法考

進醫學院。只計及優先取錄計劃便有180多個會考取得六優或

以上成績的同學把醫學院列為第一選擇，但只有63%獲得取

錄。餘下的70多人只能入讀他們不大感興趣的學科，當中更

有同學需遠赴海外進修並執業，繼續力圓他們的行醫夢。假

如我們落實招攬海外醫科生的計劃，這些醫學院學生在海外

頂尖醫學院完成學業後回港執業，我們每年便可增加70名的

醫生人手（每年新醫生人數的17%）。

聘用海外醫學院學生和畢業

生

很多有志從醫的人其實都是

最頂尖0.5%的學生，只因香

港的大學學額不足而遭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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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地，我們想成為在港執業醫生的出色學生很多，在他們

於海外完成臨床前訓練或完整訓練後聘用他們回港執業對他

們及病人而言是雙贏計劃。如此計劃確保這些海外畢業回流

的醫生能跟本地病人溝通和了解其文化，並熟悉本土流行的

疾病。這計劃能解決不少人對海外受訓醫生可能未能符合本

地要求的擔心。此外，只提供最後兩年的醫科課程訓練將是

一個有效率增加醫科畢業生的方法。此計劃的學額可按香港

對醫生的需求快速調整。

醫管局已為本地放射治療師提供全面訓練，包括安排25個見

習治療師到英國接受專科訓練，條件是他們須在醫管局內工

作至少五年。同樣地，醫管局於二O一O年亦聘請了共36名海

外放射治療師，主要來自英國，以舒緩本地治療師的沉重工

作量，並縮短磁力共振及電腦斷層掃瞄的輪侯時間。這些都

是可行辦法，應在其他部門應用。

明顯地，我們想成為醫生的

出色學生很多，在他們於海

外完成訓練後聘用他們回港

執業對他們及病人而言是雙

贏計劃

香港已開始引入海外放射治

療師的計劃，這可延伸至其

他醫療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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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合資格醫生獲頒執照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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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改善海外醫生執業資格試的透明度與實用相關性

一九九七年前，在英聯邦國家的合資格醫生在香港這前英國

殖民地自動獲得執業資格，而在其他地方獲得資格的醫生亦

可以通過簡單考核而在公立醫院取得訓練空缺。可是，九七

年後，我們的城市不再歡迎海外——即使是在可靠的英聯邦

國家——醫生在此行醫。不論在任何地方受訓、不論資歷如

何深厚的醫生，都要通過三重執業資格試才可獲得一個完全

的執照在港行醫。理論上，這是絕佳方法讓我們的市民免受

不合資格的醫生之害，但當連哈佛大學和劍橋大學醫學院的

畢業生亦因為未能通過考試（只有8至10%合格率）而無法在

港行醫，很多人不禁懷疑，此試到底是否為了保護本地醫生

利益而設。

我們建議改善海外醫生執業資格試的透明度與實用相關性。

現時，海外醫生執業資格試並無以往試題可供參考。我們訪

問曾參與該考試的醫生，我們得知該考試包涵大量實際行醫

上不大需要或相關的教科書知識。舉例說，執業資格試好像

只反映外科醫生能否緊記他們在醫學院時的教科書內容，而

非外科醫生施手術的技術和能力。醫學會實應重新審視執業

資格試的範圍，讓考試與實際行醫更加相關。

一九九七年起，海外合資格

醫生在港行醫需要通過只有8

至10%合格率的執業資格試

九七年後，批給海外合資格

醫生的執照大幅下跌

改善海外醫生執業資格試，

讓其更有效反映醫生行醫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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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地都有醫生希望在港執業，但卻面對連教科書與詳細

考試範圍都欠奉的執業資格試望而卻步。執業資格試的考生

只能依靠曾參加考試的醫生口口相傳。如此考試有保護主義

之嫌，阻礙海外資歷深厚的醫生進入本港市場。我們希望執

業資格試可以共布其詳細範疇以及過往試題，令考試更加透

明。

僵化的執業資格試制度令醫管局聘請海外醫生困難重重，大

大限制了醫生供應。在對醫療服務需求預期將不斷增加下，

修改這項政策刻不容緩。一些管理階層的醫生粗略估計，香

港若把執業門檻降低，每年可招聘約150至200名（相當於醫

生總數1%）海外合資格醫生。更多海外合資格醫生的流入將

能舒緩香港醫療人才的短缺。

(2.5) 改組醫務委員會會員的組成，加快其對社會需求的反應

執業資格試由28位成員組成的醫務委員會監管，醫生註冊條

例第3條列明何人可獲委任為醫務委員會成員。雖然條例沒有

訂下委任公營或私營市場成員的限額，近半成員為在私營市

場執業的醫生，其餘則為在公營醫療系統執業的醫生、不同

大學的教授和醫生、以及行外成員。其他系統（如英國、澳

洲與新西蘭）的醫務委員會行外成員佔逾一半，以確保公眾

利益凌駕醫生利益。本港系統只容許四位行外成員由行政長

官委任，故比較下香港醫務委員會並不中立。如此醫務委員

會的決策究竟偏側於醫生利益，還是真正顧及公眾利益，值

得存疑。

我們建議改組醫務委員會成分，增大行外成員比率；最理想

逾50%成員（共28人之中的14人）為行外成員。

醫務委員會現時成分醫生成

員比例高，行外成員不足，

影響委員會公正運作

提升執業資格試和歷屆試題

的透明度，確保考試系統對

每個考生都公平

放寬現時的要求可每年增加

150名 （相當於醫生總數1%

） 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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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0%

英國醫學總會成員分佈

資料來源：英國醫學總會

醫生

業外委員

33%

67%

澳洲醫學公會成員分佈

資料來源：澳洲醫學公會

醫生

業外委員

33%

67%

新西蘭醫藥理事會成員分佈

資料來源：新西蘭醫藥理事會

醫生

業外委員

14%

46%

40%

香港醫務委員會成員分佈

資料來源：香港醫委會*2012年6月情況

公共醫療醫生

私人執業醫生

業外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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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立委員會以統一中央計劃人力資源

現時沒有委員會以全面計劃人力資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

會（教資會）規劃每年醫學生入學學額，而這程序與規劃聘

請公共醫院醫生和護士的醫管局分離。若醫管局需要更多

醫生和護士，教資會可拒絕訓練更多醫學和護理學學生的要

求，故我們應該要有一委員會以統一中央計劃人力資源，審

視包括公營及私營的整個醫療生態系統，包括治療師、護士

以至健康服務助理，參閱同行（如經合組織國家）為數量、

薪酬、工時及格其他數字訂下基準，並根據人口及其他社會

趨勢追蹤我們醫療服務的發展。委員會的目標為確保醫療生

態系統跨界別人力資源統籌合作。

(4) 主動幫助欲回醫管局之私營市場執業醫生

我們在私營市場執業的世界級醫生應有回醫管局幫助訓練初

級醫生的機會，以確保我們的資深醫生能將他們的世界級知

識和經驗傳授給初級醫生。醫管局應繼續建立其「旋轉門」

制度，讓在私營市場執業的醫生參與導向課程更容易回到公

營系統。

(5) 擴充醫療支援人員最少三分之一

一個有效的醫療系統需要部門內外的團隊合作，醫生需要稱

職的護士、健康服務助理、治療師及綜合醫療保健人員團隊

以全面照顧病人需要。

委員會的目標為確保醫療生

態系統跨界別人力資源統籌

合作

我們在私營市場執業的世界

級醫生應有回醫管局幫助訓

練初級醫生的機會，以確保

我們的資深醫生能將他們的

世界級知識和經驗傳授給初

級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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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培訓新護士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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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2006 2007 2008 20102009 2011

現時香港尤其缺乏老年科和精神科的護士和健康服務助理，

精神健康尤其因精神病住院病人的病床缺乏而備受忽略，不

少慢性病導致抑鬱，應由治療師而非醫生治療，而健康服務

助理能頻密家訪以確保精神病人定時服藥。隨著將臨的老年

人口急升，我們必須聘請並培訓醫療支援人員以支援醫生，

推廣病人的精神與身體健康。

(5.1) 在大學外培訓綜合醫療保健人員

重設護理學校為正確的政策，應在其他所有醫療支援人員系

統實施。自二ＯＯ八年重設護理學校以後，護士數量增加逾

100%。私家醫院如養和、浸信會和聖德肋撒醫院護士短缺，

以至於給訓練期間的護理學生付每月7,000至8,000港元以吸

引更多學生。隨著我們社會老化，醫療需求只會繼續攀升，

故政府及職業培訓學校應分配更多資源培訓綜合醫療保健人

員，如物理治療師及放射治療師，以應付醫療需求。

隨著我們社會老化，醫療需

求只會繼續攀升，故政府及

職業培訓學校應分配更多資

源培訓綜合醫療保健人員，

如物理治療師及放射治療

師，以應付醫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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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護士協會

雖然護理專才人數增加，公營系統仍然缺乏護士，流失率高

達每年5%，個別專科（如婦產科及兒科）更達8至9%。護

士協會一項調查顯示，護士對病人比率持續急跌，尤其是夜

更。國際標準建議護士對病人比率在1：4與1：6之間，香港

的情況卻平均為1：20至1：24，比建議比率高四至五倍。人

手最緊絀的專科不滿程度亦最高，這些專科需要更多護士，

無論在醫院裡、社區中心還是護理院。

根據專科需求培訓護士

 早更 午更 通宵更

2011年 1 : 12 - 14 1 : 14 - 16 1 : 22 - 24

2010年 1 : 10 - 12 1 : 12 - 14 1 : 20 - 22

2009年 1 : 8 - 10 1 : 11 - 12 1 : 20 - 21

 早更 午更 通宵更

2011年 1 : 12 - 14 1 : 14 - 16 1 : 22 - 24

2010年 1 : 10 - 12 1 : 12 - 14 1 : 20 - 22

2009年 1 : 8 - 10 1 : 11 - 12 1 : 20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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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增強社區的基層醫療

香港一直缺乏基層醫療，隨著將臨的住院護理需求上升，增

強我們的基層醫療可紓緩我們醫院的壓力。世衛組織已指出

基層醫療的最終目標是所有人均有更好的健康，如此一成功

的基層醫療系統需要充足的家庭醫生供應，以更符合成本效

益的作把關、提供持續醫療進程及防治疾病。

增強基層醫療為全球趨勢，研究顯示基層醫療系統較強的國

家，人口一般也較健康。連杜拜健康醫療局最近也在卓美亞

（Jumeirah）買地興建最先進的基層醫療中心，貫切其對基

層醫療中心作為令人口健康更好的前線之信念。

除了所有人更好的健康，世衛組織和不少政府鼓勵基層醫

療，因為其符合成本效益。住院成本高昂，而基層醫療能從

根本防治疾病，由此減低住院比率。香港近年引入一些預防

措施，但整體來說篩選和預防計劃資金嚴重不足，如此若

我們投資更多予基層醫療，香港的醫療開支可更符合成本效

益。

現時基層醫療基本上由私營家庭醫生供應，市民需自掏腰

包，因此基層醫療因下列原因被批評為過於零碎及協調不當

──家庭醫學並不當作專科、習慣選購醫生、缺乏清晰診所

標準、缺乏註冊基層醫療人員、及缺乏全面資料系統。

基層醫療符合成本效益──

更多基層醫療投資，為投資

在醫療的每一元運用的更有

效

基層醫療被批評為過於零碎

及協調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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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儘快投資予社區醫療中心，一站式提供診斷及醫藥服

務。這種概念的社區醫療中心在過往20年不少報告中已提

出過，但香港政府至今仍未準備改革。香港現有巨額儲備，

在將臨的醫療需求上升前，現在正是投資予一健全的基層醫

療系統之時，帶領全球供應最符合成本效益的世界級醫療系

統。

(6.1) 投資予綜合療法

綜合療法結合西醫與另類療法，如中醫。香港市民長久以來

一直以自己的方法使用綜合療法，如不少癌症病人以中藥紓

緩化療的副作用。創新的診所與醫院，如廣華醫院，並不會

無視病人服用中藥，而是發展一種協調的綜合療法，為病人

提供中藥，記錄他們的劑量。

香港正在獨一無二的位置以成為全球綜合療法之首，因為我

們已有中藥的硬件與軟件，亦有長期成功調合最先進西醫與

中醫學的紀錄。香港的中藥中心已根據病人的詳細劑量紀錄

將整套系統電腦化，先進技術令中醫藥更有系統，增強病人

的自我信心，他們現在能在劑量中分辨到不同的草藥，將混

和了的藥粉冲熱水飲用；這技術的躍進增進中藥的質素。

正好機會成為全球綜合療法

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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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中醫藥亦為長者帶來莫大裨益。長者最大風險之一為滑

倒意外，一旦長者需要做髖關節置換手術，他們的健康便會

急速惡化。研究顯示若長者打太極，腿肌肉增強尤其，他們

的滑倒意外風險會大幅降低。此外，中藥為有效的基層醫療

策略的重要一環，推廣全面醫療，如針灸和推拿療法適合長

者，可定期提供給他們，逐漸推廣健康，預防急性衰竭。隨

著將臨的長者人口急升，發展綜合療法能紓緩醫院的負擔，

並向香港市民推廣更好的健康。

隨著中醫持續並愈加得到全球科學家的關注，香港應乘勢加

緊發展中醫，尤其我們有充足中醫醫生供應，當中不少是未

被注目的專家。不過現時香港中醫業的成長受制於中醫藥研

究及發展資源分配不足與行業前景黯淡──新入行中醫起薪

遠低於如護士、生理學家或職業治療師等西醫支援人員，遑

論註冊西醫。二Ｏ一Ｏ年政府分配的微薄7,700萬港元中醫

藥研究經費遠遜於給予控制傳播疾病的4.5億港元西醫藥研究

經費。此行業發展空間無限，我們這國際都會的臥虎藏龍正

是中醫藥專家，我們為國際病人和香港的老化人口提供中西

兩個世界之中的最好。我們建議投資更多予大學的中醫藥研

究，並為所有公共醫院和診所投資予綜合療法。

滑倒意外十分常見，為對長

者健康一大威脅；中藥及基

層醫療能協助他們預防這些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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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建立跨專科社區中心及護理院予長者

隨著嬰兒潮年紀增長，社區中心及護理院需求有增無減，我

們必須開始發展這些中心並訓練護士及其他綜合醫療保健人

員以照顧我們的長者；這些措施目的為提升我們長者的生活

質素。我們的平均壽命為全球最高之一，當然並不希望我們

的長者受更長期的折磨。

為所有人更好的健康，我們應帶頭資助所有合資格市民的預

防治療及衞生防護中心建議的全部疫苗計劃；這些投資減低

市民患病機會，符合長遠成本效益。

(6.3) 探索部分採用日本家庭護理的黃金計劃

除了通過本地培訓和海外招聘大幅提高人力資源供應，我們

也可以借鏡日本以家庭護理模式減低住院需求。日本於一九

八九年開展了一個雄心勃勃的10年計劃，目標是建設國家的

基礎設施以照顧其人口老化，而同時降低成本。這後來被稱

為黃金計劃，投資400億美元，比過去十年增長了4倍。該計

劃將從醫院和護理院長期住院轉變為以社區康復設施為基礎

護理家庭計劃。根據大阪大學隆大森教授，該方案節省國家

生產總值的1.3%。在九十年代政府鼓勵家務助理，人數從一

九九一年的40,900人增加至一九九九年的100,000人，護理病

床數目從約144,600張增至240,000張。從那時起，日本每十

年計劃一次長者醫療服務（其後每隔五年），包括提供足夠

的醫療設施以應付長者人數增長。

日本黃金計劃的一課──家

庭護理能節省金錢；培訓家

庭護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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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建立精神健康中心

由於快節奏的生活和狹小居住空間，在香港居住非常大壓

力。700萬人口中估計100至170萬人有精神障礙，估計有

70,000至200,000人患有嚴重精神病。根據醫管局二Ｏ一Ｏ至

二Ｏ一五年成年人精神健康服務計劃，大約有40,000人被診

斷為精神分裂症患者，38,000人躁狂抑鬱症（抑鬱與躁狂抑

鬱症），32,000人神經質、與壓力相關的及軀體形式障礙，

還有8000名診斷有老年癡呆症。

我們需要加強對精神疾病的支援，並建立精神健康中心，以

治療日益增加的精神病患者人口。精神健康中心將為精神病

康復者提供空間，在一個壓力相對小的環境中和專業人員的

監督下康復，與社區融合。精神病患者門診設施和服務明顯

不足，導致精神病患者離開醫院後犯罪。世衛組織已確定至

二Ｏ三Ｏ年抑鬱症是在世界上的頭號疾病，因此香港認真對

待精神病和建立社區支持和心理健康中心，對於我們的公民

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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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回到工作」計劃以支持殘疾公民

我們需要社區支持以讓更多殘疾公民康復後進入勞動力市

場。許多殘疾患者，特別是那些滑倒意外後的，離開了醫

院，身體康復了，但精神上無法接受他們的殘疾現況。目前

非政府組織與私人僱主合作支持殘疾公民，政府可進一步通

過一個正式的「回到工作」計劃幫助他們重拾自信，並返回

合適的工作崗位回報社會。最終，醫療保健的目的是將我們

的患者帶回我們的社區，因此我們應該看到患者確實離開醫

院，繼續以可接受的生活質量生活著。

(7) 推廣醫療旅遊

中國日益富裕，尤其是在我們面前的1.04億人口腹地廣東

省，人口最多和最富有的省，還有全國最高收入的深圳市，

將造就極大香港醫療需求，尤其是外科手術服務。這種需求

與我們經濟之前從零售到融資的J曲線一樣。

不用思量也知道跟隨未來醫療服務的需求熱潮，我們現時只

在這種發展模式的早期階段。由於過去5年15萬以上內地母親

在港生育帶來問題的壞經驗，當我們的私營醫療被淹沒在各

種醫療服務需求者中，將可能更糟糕。正確的做法是歡迎這

機遇以提升我們的醫療行業，顯著增加我們醫學院的容量與

本領，並同時招聘海外人才。

建好他們自然來──香港的

醫療服務需求結構將以J曲

線上升──未來的「蝗蟲」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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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跟從新加坡成功的例子推動醫療旅遊。新加坡政府

於二ＯＯ三年成立Singapore Medicine，一個多機構的政府

行業組織，以發展成一個醫療中心吸引醫療遊客為目標。

由衛生部和旅遊局主導，成功利用新加坡的高品質醫療服

務，積極推廣和加強新加坡作為東南亞領先的醫療保健提供

者。Singapore Medicine積極向潛在醫療旅客推廣，並有營

銷預算、贊助，如「Patients Beyond Borders」出版物和行

業會議。他們的營銷策略已使他們在二ＯＯ七年和二ＯＯ八

年連續兩年成為TravelWeekly（亞洲）最好的醫療保健旅遊

目的地。

這些誘因使新加坡的私人醫療保健擴張，醫療旅客於2006

年超過40萬，是2003年的雙倍。醫療旅客的組成也明顯多

元化，超過10%的醫療旅客來自擁有先進醫療的國家；加拿

大、美國和英國的醫療旅客佔所有的9%，忍受8至20小時長

途飛行都願意到新加坡接受醫療服務。平均而言，美國醫療

旅客到新加坡所付的只是美國同等待遇的三分之一。

獅城目標為增加醫療服務容量一倍以上，至二Ｏ一二年服務

100萬外國病人。Frost & Sullivan報告顯示，二ＯＯ九年新加

坡外國病人以達66萬，比二ＯＯ八年升3%。二Ｏ一Ｏ年再增

加約70萬名醫療旅客，很快就在二Ｏ一二年或以前達到100

萬病人的目標。

新加坡目標明確，發展成為

亞洲醫療中心

新加坡在二ＯＯ四至二ＯＯ

八年醫療服務總支出增長近

30%

二ＯＯ六年以來，新加坡已

計劃增加醫療服務容量一倍

以上，至二Ｏ一二年服務100

萬外國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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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見到即將到來的醫療需求，新加坡政府過往10年積極招募

了3,500名醫生（其醫生供應增加一倍）。在二ＯＯＯ年一

個新加坡醫生平均照顧70名病人，二Ｏ一Ｏ年下降28%至50

名，反映新加坡政府在醫療人力資源規劃所起的積極作用。

由於新加坡政府批准的外國醫療學校名單在二ＯＯ三年從23

間擴大至140間，醫生的人數每年平均增長5%。

新加坡積極聘請海外受訓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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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二：建立世界級醫療硬件

(8) 興建新醫院和擴充現有設施的容量以增加5,000張病床（現時

共35,525張病床的14%）

當「服務差距」在未來十年隨增長速度擴大，公營部門在整

體醫療系統中所佔的份額將會上升。目前香港人口的43%

（290萬人）有權通過他們的就業安排使用私營醫療服務。只

有大約35%香港人口（240萬人）自行購買私人醫療保險。隨

著即將到來的退休潮，許多公司保險所涵蓋的300萬人將不再

受公司保險覆蓋。香港只有一至兩間保險公司提供65歲或以

上住院保險計劃，而65歲或以上加入計劃後保險公司會多收

50%保費，高昂保費令不少欲購買自己保險計劃的人卻步。

目前只有38%的55至64歲人口已有私營醫療保險。換句話

說，在未來十年內將有50萬人退休，將要依靠公共醫療，

他們將令公立醫院的病人數目增加80%。如果我們甚麼也不

做，公立醫院等候名單十年後將是現在的兩倍長。情況很清

楚──我們需要興建更多公立醫院以應付這升勢，或將他們

其中一些轉移到迅速增長的私人服務。

約62%的55至64歲嬰兒潮沒

有私人保險，他們在未來十

年退休後將要依靠公共提供

──這將增加我們目前的負

載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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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醫生未來將短缺，我們

的首要目標必須是擴充整體

容量，而不是如何分配公營

和私營部門之間的功能

由於目前的容量短缺在未來的十年日益嚴重，轉移部分公共

部門的病人到私營部門並不實際，因為私營部門要從公共部

門聘請醫生以增長擴大；從本地和海外的人才庫中增加醫生

供應為未來十年的重中之重。如何將新增容量從公營分配到

私營部門，尤其公共部門將在未來十年接收80%不受保的

嬰兒潮，只略為減緩公共開支的負擔覆蓋。這個邏輯的一個

最近例子是由將軍澳醫院決定推遲產科病房開放，為吸引來

自其他公立醫院的醫生和護士以支持其使用。因此，直到更

多醫生可從新源頭供應以前，單單增加設施並非有效率的做

法。

一個值得探討的實際選擇是顯著增加公立醫院的「溢價」。

例子是，在容量嚴重超荷的時候，私營部門「道德危險」較

高（這可能會創造更多的非必要工作），若公共部門佔總醫

療系統份額更大，則能整體更有效率提供服務。公立醫院也

可作病人入息調查，以便知道這些家庭和病人誰能夠負擔得

起更高的醫療費用，減低補貼。目前每名病人的成本回收率

為微不足道的7%。我們應該將公共醫療系統改造成不同類

別，並允許願意花更多錢的中產階級病人得到溢價服務，如

私人房間和菜單選擇。

幫助有需要的人──一個更

公平的收費制度，向高收入

者徵收更高的費用，可以提

高公共部門收回成本，從微

不足道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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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興建新公立醫院

香港醫院病床數目過去十年僅增加1%，但我們的人口同期已

增長了6%，還全部大十歲；醫院容量的增長根本沒有跟上，

甚至在新技術和治療方法改進之後。到二Ｏ一四年我們將需

要約多270張床（1%），到二Ｏ一九年則需要約多3,000張床

（10%）。後者的供應缺口相當於目前病床約10%或兩間瑪

麗醫院的病床數目。換句話說，我們需要提供相當於兩間瑪

麗醫院的空間，或八間將軍澳醫院的規模，以適應未來八至

十年醫院病床的需求增長。

按照目前新床位供應的速

度，到二Ｏ一九年我們將缺

3000張病床（10%），相當

於兩間瑪麗醫院的病床數目

受醫療保險/福利保障人口比率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局

只受個人購買的私人醫療保險保障 (17%)

同時受個人購買的私人醫療保險保障及享有
私營機構僱主 / 公司所提供的醫療福利
保障 (8%)

只享有私營機構僱主 / 公司所提供的醫療福利
保障 (13%)

只享有公務員 / 醫院管理局的員工醫療福利
保障 (4%)

無醫療福利保障 （57%）
4%

17%

8%

13%
57%

按年齡劃分的受醫療保險/福利保障人士比率

70%

60%

50%

40%

30%

20%

10%

0%
0至14歲 15至24歲  25至34歲  35至44歲 45至54歲  55至64歲 65歲以上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局

只受個人購買的私人醫療保險保障
同時受個人購買的私人醫療保險保障及享有私營機構僱主 / 公司所提供的醫療福利保障
只享有私營機構僱主 / 公司所提供的醫療福利保障
只享有公務員 / 醫院管理局的員工醫療福利保障

86萬
87萬

95萬 108萬
127萬

83萬

8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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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床需求總數

資料來源：香港醫管局

考慮到需要長達十年興建一

間新醫院，我們在未來十

年必須增加約5,000張病床

（+14%），規模相當於三間

瑪麗醫院

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在興建新醫院的長期拖延。香港大學

外科學系系主任及講座教授盧寵茂提到，瑪麗醫院重建將需

十多年。如果需要同樣長的時間興建一間新醫院，我們必須

根據我們十幾年後的社會需求（即二Ｏ二二年）開始生產。

隨著人口在二Ｏ二四年增加至800萬（+14%），我們將需在

未來12年內增加至少5,000張病床（+14%），在未來30年內

增加約9,000張病床（+29%）。

如果我們繼續保持我們目前增加病床的速度，每十年張只增

加200張左右，未來二十年內我們的病床將缺20%。政府需要

增加至少400至600張病床，現有的擴建和重建應考慮到未來

需求的熱潮。廣華和瑪麗醫院的重建計劃在幾個星期前宣布

不增加病床，這看起來不合理，因為現有的短缺和需求在未

來二十年必然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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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延遲近三年後的沙田至中環線（鐵路）的成本由約港幣

300億港元上升至800億港元，在目前的環境中，當我們境內

有5至8%的高通脹，但全球建材價格低企，我們應把握儘快

開始我們的醫療硬件建設；如在沙田至中環線的延遲，已經

花費了相當於約四間瑪麗醫院的建築成本。這約5,000張病床

的新容量，費用估計為220億港元（目前成本），但成本將在

較長時期攤分，實際支出將隨建築工程進一步開展而超過預

期。為了慎重起見，我們假定通脹率6至8%，最終成本200億

港元。

(8.2) 醫療硬件嚴重不足的地區興建護理院和增加醫院病床

註冊的香港護理院只有46間，床位4,000餘張，二Ｏ一二年內

的輪候名單已經有6,500人，平均輪候時間三年。約75%輪候

名單上的長者在政府能答允他們的最後願望之前已去世──

願望只是簡單的有人有地方他們可獲照顧。護理院是迫切需

要的社會資產，尤其可以減輕長者在醫院的病床空間。目前

40%留在公立醫院的病人為65歲或以上，若可以將情況穩定

輕微的轉移至護理院，那裡提供專業的醫療照顧老人，則能

更好地運用我們的醫院空間，集中處理那些有更緊急或醫療

需求更為嚴重的病人。

約75%在護理院輪候名單上

的長者在等待期間去世

我們應該加強建設容量，儘

快充分把握現時材料成本

低，在通脹侵蝕我們的預算

前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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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養院病床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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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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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增加私家醫院容量

私家醫院服務香港總住院病人的20%，但只佔香港總床位的

15%。如前所述，床位不足已經迫使一些醫生轉介病人回公

營系統。雖然擴大私營醫療供應有潛在的道德風險，醫生的

專業知識遠遠超過病人，而那些無良醫生可以引導病人接受

並支付不必要的治療，但私家醫院是世界級醫療系統的重要

組成部分，為能負擔得起的病人提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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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自二ＯＯ九年以來已預留四幅土地為私家醫院，然而三

年後仍沒任何規劃、動工的跡象。決策延遲兩年已由於通脹

增加8%成本，此乃原來十多位表示有意在黃竹坑和大埔區興

建私家醫院的投標者現在只剩兩位的部分原因。政府需要釋

放土地，儘快趕上醫療服務的需求和對沖通脹引起的醫療費

用急升。招標要求投標者提供至少300張病床，醫院開始運作

後其服務容量的一半為香港居民服務，至少30%容量以套餐

收費為本區病人服務，產科病床的數目限制為20%。

醫療中心擴大私營醫療服務

的容量，為一石二鳥之舉

Note: Data for China and Taiwan not available
Source: Friends of the Earth, WHO

 黃竹坑 大埔

總樓面面積 28,050 - 46,750平方米 38,742 - 64,570平方米
土地面積 27,500平方米 54,851平方米
床位 >300 >300

 黃竹坑 大埔

總樓面面積 28,050 - 46,750平方米 38,742 - 64,570平方米
土地面積 27,500平方米 54,851平方米
床位 >300 >300

(8.4) 在機場環球薈發展醫療中心

我們在第三份報告中提到，在目前位於赤鱲角機場旁邊的高

爾夫球場上興建一間多用途綜合中心，這中心（環球薈）可

作一站式的醫療綜合中心，服務想得到我們世界級服務的國

際旅客。這可以照顧到內地人對香港醫療服務的需求，置換

並減輕他們對我們公營和私家醫院的需求壓力。100萬平方呎

醫療中心提供400張病床，兩倍於港安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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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薈空間無限（總樓面面積比目前香港最大的私家醫院

──聖德肋撒醫院──大35%），醫療中心並非普通一間醫

院，它是一個全面的醫療旅遊目的地，為所有年齡組的顧客

提供一站式醫療保健方案。除了醫院的病床和手術間，「休

閒保健」設施，如健康水療中心、按摩中心、水上公園和瑜

伽俱樂部等，比正規醫院提供更舒適和鬆弛的經驗。醫療中

心不僅可為有需要的本地人騰出本地醫院的服務供應，也可

跟隨目前在該領域的領導者新加坡定位，建設香港成為主要

的醫療旅遊目的地。香港醫療服務的需求隨之湧入，促進我

們已經世界領先的醫學研究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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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更換和升級十年以上的醫療設備

醫療設備只佔醫管局約400億港元開支總額的4%（約16億港

元）。隨著政府至2009/10兩個財政年度一次性撥款12億港

元（我們二Ｏ一二年公共盈餘的僅1%），醫管局將十年以上

的主要設備比率從42%減至36%。隨著科學迅速發展，技術

快速過時，任何新的設備都很可能比十多年的數倍更有效。

當服務容量嚴重超荷，更換舊設備絕對是非常快增加生產力

的方法，尤其是當一年財政盈餘的1%支出已可將舊設備比率

降低了6%，財政盈餘6%的開支可以更新所有舊設備。

Source: Hong Kong Home Affairs Bureau, www.culturalpolicies.net, www.usgovernmentspending.com

  成本
設備   (百萬港元)

放射線設備  522
生理設備 91
通風機 46
麻醉機  41
病理設備 82
核醫學  17
手術設備 59
手術台 20
腎設備 10
內窺鏡設備 29
滅菌器  20
電話系統 59
眼科設備  12
放射治療設備 144
其他設備（如語音診斷科；走路機，電梯）
 128
總數 1,280

  成本
設備   (百萬港元)

放射線設備  522
生理設備 91
通風機 46
麻醉機  41
病理設備 82
核醫學  17
手術設備 59
手術台 20
腎設備 10
內窺鏡設備 29
滅菌器  20
電話系統 59
眼科設備  12
放射治療設備 144
其他設備（如語音診斷科；走路機，電梯）
 128
總數 1,280

醫管局2007/08至2009/10年度一次性財政資金購置之醫療設備

資料來源：立法會

花一年的財政盈餘的6%就可

更新我們所有十年以上的醫

療設備，並立即提高醫療生

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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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擴充港大及中大醫學院設施

為了應付每年從420增至約800名醫科學生入學，我們必須擴

充港大及中大醫學院設施。我們應該置入先進設備，並聘請

世界著名教授，教育我們的下一代成有抱負的醫生。我們的

目標是成為世界級醫療中心，培訓一流醫生。

應使則使以捍衛我們其中一

個核心價值——在我們負擔

得起下，決不讓長者因財政

理由無法享用醫療服務

投資在我們的公營及私營醫療服務的容量及能力能創造。我

們應秉承應使則使的原則，捍衛我們的核心價值之一——尊

敬對社會貢獻良多的老年一輩，不讓長者因財政理由無法享

用醫療服務，這情況在我們現在有充裕資金可供投放於醫療

體系尤其不能接受。現時，我們公立醫院的開支僅佔本地生

產總值2.1%（約每人5,400港元），這數據自二〇〇三年起

滑落，在二〇〇七年開始則緩緩反彈。正如前述，我們的人

均醫療開支僅美國的三分一、英國的三分二、組合組織平均

的72%。 

醫管局支出佔本地生產總值百分比

3.0%

2.5%

2.0%

1.5%

1.0%

1.5%

0%

資料來源：香港醫管局，香港統計處

2003200220012000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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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總醫療開支為本地生產總值5%，公共醫療開支則為

2.5%的低水平。相比之下，絕大部分發達國家（如美國、加

拿大、英國、澳洲等）的公共醫療開支均佔其國民生產總值

逾5%。

醫療支出佔生產總值百分比

20%

18%

16%

14%

12%

10%

8%

6%

4%

2%

0%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各地本土醫療數據

香港 新加坡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澳洲

公共 總計

額外聘請或不額外聘請醫生下的每年醫療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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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醫管局，HKGolden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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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聘請醫生 不額外聘請醫生

我們的總計及公共醫療開支

佔生產總值百分比差不多是

發達國家中最低

若我們在公營醫療體系增聘

醫生至足夠應付需求的水

平，我們的公營醫療開支在

二〇一九年將比現時高出88

億港元（二〇一一年生產總

值的0.5%），在二〇二九年

將比現時高出229億港元（二

〇一一年生產總值的1.2%）

，在二〇三九年則會比現時

高出319億港元（二〇一一年

生產總值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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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們在公營醫療體系增聘醫生至足夠應付需求的水平，我

們的公營醫療開支在二〇一九年將比現時高出88億港元（二

〇一一年生產總值的0.5%），在二〇二九年將比現時高出

229億港元（二〇一一年生產總值的1.2%），在二〇三九年

則會比現時高出319億港元（二〇一一年生產總值的1.7%）

。我們不但有充裕財力應付這些支出，醫療投資可帶來龐大

的正面界外效應。更大的醫療服務容量除直接惠及年老體弱

的一群，亦可通過創造大量醫療相關職位，使活躍勞動人口

得益。毫無疑問，垂手可得的高質素醫療服務也令普羅大眾

更健康快樂。

香港有潛力發展醫療成支柱產業之一，我們擁有的技術、人

才、設施，並有提供世界級醫療服務的聲譽，我們缺乏的是

將行業規模擴充至可以創造數以百萬計就業機會的承諾。我

們需要建立我們的醫療服務容量應付人口老化的需求，以及

掌握下一世紀將蓬勃發展的行業流入的機遇，我們需要儘快

起行。隨著全球人口老化加劇，香港並非唯一已將出現醫生

短缺潮的地方。若我們能現在儘快擴充我們的醫療能力，這

將會是我們的優勢。解決方法很簡單──我們需要開始建設

我們的醫療硬件──更多醫院、護理院、醫療中心，同時建

設我們的軟件，留住並培訓我們所需的醫學人才，保持這個

城市的健康和活力。

醫療投資可帶來正面界外效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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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報告僅供說明，並非對任何行業或經濟每項重大事實的全面分析。事實陳述乃從可靠來源獲得，但香港黃金五十或任何聯屬公司不會就其完備性或準確性作出聲明。本報告中所有估
計、意見及建議構成截至本報告日期的判斷。本報告或當中所發表任何意見不應詮釋為任何類別的意見。香港黃金五十不會就使用本報告或其內容而產生的任何直接或由此招致的損失承
擔任何責任。本報告不應與任何合約或承諾予以依賴。

六十歲以上人口佔全球總人口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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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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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中國家

我們希望本報告能為你提供寶貴資料，讓你更明白香港未來

五十年面對的重大機遇及挑戰，作為香港這群體的一分子應

如何在這關鍵的黃金五年如何前進。如有任何意見和建議，

請電郵至friends@hkgolden50.org，並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hkgolden50.org查詢我們最新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