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專科醫生要在港執業，按現時的機制其實限制並不如外界所想像中

有如此多的關卡，最快捷的方法就是要在海外取得專科的資格，然後受

聘於醫管局屬下的公立醫院、衞生署或是兩間大學的醫學院；透過上述

三個公營機構的聘請，在受聘後，由所聘請的機構代為申請臨時註冊。

而此臨時註冊是可以續期的。現時所討論的方案其實是集中於如何讓那

些有臨時註冊的專科醫生透過執業考試及評核期而轉為一位全科醫生，

並可在其他的機構行醫，甚或私人執業。

聯盟於 5 月 1 日的會議中，除了說明近期事件的緣由，事態發展的情況

外，並討論徵詢了病人組織對整件事件的取態，以供三位由病人組織選

出的醫務委員會業外委員在投票時知所依歸。最後於 5 月 8 日的醫委會

投票上，聯盟感謝各位由病人組織選出的業外委員都能依照病人組織的

意願進行投票，令海外專科醫生在港註冊的條件足夠吸引，並期望有更

多醫生來港執業，有助紓緩現時醫生人手不足的情況。

2019年度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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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盟 動 態
醫委員改革

放寬海外專科醫生在港註冊



 聯盟最新活動消息

P.2

1) 如何與傳媒接觸及處理新聞發佈工作坊

活動簡要如下

日期：2019 年 6 月 1 日 ( 星期六 )

地點：九龍深水埗白田邨昌田樓地下一號慧進會服務中心 ( 港鐵石硤尾

站 C出口 )

時間：下午 2:30 至下午 5:00( 敬請準時出席 )

對象：香港病人組織聯盟會員團體病友代表

名額：每個病友組織 3名 (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

講者：資深傳媒人 李燦榮先生

截止報名：2019 年 5 月 24 日 ( 星期五 )

2)2019 年周年會員大會暨第四屆執行委員會選舉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將於 7 月 27 日 ( 星期六 )，舉行 2019 年會員大會

及舉行 2019 至 2021 年度第四屆執行委員會選舉；屆時將會報告聯盟的

工作進展、財務預算及財政報告；希望各會員團體都能派出代表踴躍出

席參與。

詳情如下：

日期：2019 年 7 月 27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

地點：九龍亞皆老街 147B 醫院管理局大樓閣樓研討室 (二 )

參加名額：鼓勵每組織委派出 1至 2位代表。

費用：費用全免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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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3月17日（星期日）–香港強脊會 2019 年週年大會暨春節聯歡晚會

3月 19 日（星期二）–立法會特別會議討論醫管局管治及人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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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3月21日（星期四）–與社聯及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組織考察團會面

3月 25 日（星期一）–2019 年度瑪嘉烈醫院 ｢ 病友組織與醫院管理層交流會 ｣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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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6 日（星期六）–世界衞生日健康嘉年華

4月 7日（星期日）–恆康互助社是屆周年大會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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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3 日（星期六）–B27 協進會 24 周年大會暨聯歡聚餐

4月 13 日（星期六）–2019 年吸煙 (公眾衛生 )(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P.7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有限公司

Hong Kong Alliance of Patients’ Organizations Litimed.
電話：2304 6371                   傳真：3011 6893      
網址：www.hkapo.org.hk  電郵：admin@hkapo.org.hk

4 月 26 日（星期五）–勞動節酒會

4月 16 日（星期二）–香港科研製藥聯會周年晚宴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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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 日（星期三）–醫務委員會放寬海外專科醫生在港註冊 - 病人組織聯合會議

4月 27 日（星期六）–康青會第 25 屆周年聚餐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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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 日（星期六）–香港護理專科學院周年晚宴

5月 4日（星期六）–癌症策略集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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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參與
1. 藥問101——醫健通之利與弊

 醫健通三年前啟用，它是一個全港性互通系統，讓公私營醫療機構互通病人的電子

病歷；只要病人認可，相關機構可獲得電子健康記錄。病人在公私營之間求醫，可讓醫

護人員便利地取其病歷，毋須再作重複檢查和治療，有助提供更快捷及準確的醫療服務。

 近日食衞局局長陳肇始表示，醫健通將於二○二一年前加入中醫藥資料及放射圖像，

甚至有「病人平台」，病人得以用手機來管理個人健康。筆者認為，除了病歷資料外，

如能列入個人健康數據如心率、血糖、血壓及膽固醇等，既能在覆診時讓醫生查閱，並

可向病人作出生活及飲食建議，同時也可協助病人作自我管理。客觀數字往往最能反映

身體狀況，病人可按數字升降而自我警惕。說到底，「治未病」是避免生病的最佳方法，

醫健通如能擴展到未患病的市民身上使用，或許有助改善整體人口健康狀況。

 電子病歷乃為醫護人員而設，但他日病人是否可以利用這些病歷呢？例如病人在不

同專科求診，各種藥物可能有相沖情況，此時就要依賴電子病歷，方便醫生及藥劑師查

探。但如果病人能夠多加了解，也可在日常生活提高警覺；假設在海外出了狀況，也可

及時告知當地醫護人員，免生亂子。

 固然，加強服務範圍，讓系統可以更全面地照顧病人需要，是值得嘉許的。但不能

忽略的是，通過互通系統將病歷轉移，無可避免要關注私隱問題。其實政府一直有提升

系統的保安及私隱保障，但仍然可做得更為盡善盡美，畢竟一旦病歷外洩，或會與買賣

個人資料有關，以及可能牽連詐騙事件，所以必須有嚴密的保安系統，以及訂定條例如

何界定具權限翻閱病歷的人士；如有不尋常的開啟檔案，現時可立即截停並調查，算是

有一定水平的保障，但仍要小心系統技術是否有漏洞。

 在政府與各界商討的會議中，各方均認同醫健通在保護私隱方面是相當重要的，包

括精神病、性病、不育、墮胎等敏感的個人疾病資料，應該在高度保障的範圍內。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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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參與

2. 藥問101——缺少醫生 誰是輸家

 醫委會全數否決四個放寬海外專科醫生實習期的議案，一石激起千層浪，不同持份

團體紛紛表態。本地醫療問題水深火熱，人所皆知，增加醫生人手雖非治本之計，但起

碼能緩減長久的輪候新症及治療時間，故此所有議案遭反對，確實令病人失望。

 公營醫療制度超負荷，一大原因是病人數目太多、醫護人員及各種資源不足，在供

求嚴重失衡下，即使添加海外醫生，未必可應付持續增長的病人數目之餘，他們又是否

能夠承受巨大的工作壓力？可能最終在約滿期後，這批醫生始終都會流入私營市場。儘

管預計到若干問題出現，但既然解決公營醫療問題非一朝一夕所能做到，其間引入外援

亦是無可厚非。

 四個方案中，最為人接受的一個，是海外專科醫生考獲執業試後，曾在醫管局、衞

生署或兩所大學醫學院儲足三年經驗，便可免去實習期，可惜票數是 14:15，以一票之差

受到否決。

 事前，病人組織、業內界別及醫委會的表態是，認同海外醫生只要考獲資格試，服

務足夠三年，便可註冊，但最後有人出爾反爾，導致投票結果出人意表。

 常說本地醫療有保護主義，筆者認為醫生的專業不應凌駕於市民的利益，單是維護

本地醫生，忽視社會實際需要，亦是不當。

 另一方面，政府亦是造成今天局面的最大幫兇，所謂「保護主義」的堅固圍牆，是

由誰賦予呢？一邊權力過大，自然傾斜。

 此外，本地公營醫療服務全港九成病人，在如此龐大的社會整體利益而言，這樣一

個重要的決策，是否應該只由一個組織決定所有決策？

 是否放寬海外醫生回流實習，只是眾多議題之一；今時今日醫療系統早就爆煲，有

關當局只着眼於目前問題，迴避背後原因，也難力挽狂瀾。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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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一日起，香港推行自願醫保，藉公私營合作，助市民有能力選擇私營醫療服務，

從而減輕公營系統負擔。計劃涉政府，保險內容亦與私人保險有所不同，例如保證續保

至一百歲、不設終身保障限額、投保時未知的已有疾病及先天性疾病亦接受，但是否真

能發揮作用呢？

 過往幾年筆者及其他病友界別代表，亦有參與自願醫保會議，我們的立場是，站在

基層病患而言，並不支持自願醫保。首先，計劃並無必定承保及高風險池，對長期病患

者及老弱一輩而言，已是毫無吸引力。事實上，這批人士醫療費較一般人高，隨時有中

產收入亦負擔不起，只有公營醫療才可幫助他們，所以自願醫保對連同筆者這種長期病

患、須定時覆診及檢查，亦對有較高風險併發症等的人士而言，實在不適用。

 說得清楚一點，自願醫保的對象是中產或年輕人，並非長期病患者。儘管由三月尾

至現在，傳媒及各大保險公司均發放大量相關資訊，亦多了市民對計劃好奇，但不等於

達致效果，鼓勵他們為此而參與自願醫保。稍有財力或教育背景的市民，早就為自己及

家人購買私人保險，現時自願醫保對他們的最大好處，是適合的舊計劃可轉至自願醫保，

並獲得免稅額，其實不會增加新購買保險的人數。另一方面，計劃要取公帑補貼投保者，

我們一眾團體早已向政府表態，是否可取？畢竟與私營企業合作，要保持界線，避免官

商勾結的嫌疑，實在要非常小心。在四月一日前，自願醫保的產品內容，仍未有具體詳情，

猶如匆匆上馬，令人難以放心。

 計劃推行至今一個月不到，固然難以評定效果，但如想得到市民信心，或達到疏導

公營醫療人潮效果，政府便要更顯示監管的細則及權力才可。

   自助互助
3.  藥問101——難靠自願醫保疏導公院人流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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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至感冒，大至心臟病及中風，以及長期疾病如三高及免疫系統疾病等，藥物是治

療重要一環。

 很奇怪，很多病人各有原因而不願依時服藥。較普遍是長者，他們身上多病，加上

體弱，每天不能缺了吃藥，或生性固執，不把醫生指示聽進去，以自己方式服藥。甚至

很多年輕病人，有一定教育水平，亦以為自己有能力辨別如何用藥。

 很多市民以為，只要吃藥便行，不準時或份量不對又有何妨？其實服藥時間及份量

是否準確，對健康影響很大。以糖尿病為例，據統計本地每十人就有一人為患者；他們

如果沒有持續按指示用藥，血糖指數波幅，會導致病情失控，出現併發症如心臟病、中

風或糖尿腳等。

 很多因素令病友未能正確用藥，例如用藥後在友儕引誘下飲酒。亦有情況是部份藥

物須早、午、晚服用，但較晚起牀或不吃早餐，所以第一次用藥延遲至中午，於是第二、

三次用藥的時距便拉近，這是不對的。

 有病友走進診症室，看見醫生，便舒服了一點，那是因為心理認為醫生值得信賴，

壓力減少。回家未必願意跟足醫生指示吃藥了。既然看了醫生，怎麼不聽從他們的指示？

醫生並無神力，只讓他們看一看就能痊瘉呀﹗醫生以專業知識作出對病情的判斷及處理，

由他們處方的藥物，經過計算，病人遵從，是療程的一部份。

 很遺憾，許多病友未有切身之痛前，不知道準確用藥的重要性。我們不必等到病情

惡化時才後悔，現在想一想，其實治病不僅是自己的事，而是一家人的事，萬一病情惡化，

家人將會多麼心痛，也要付出更多精神及金錢處理。

   自助互助
4. 藥問101——聽醫生話 做個盡責病人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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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問︰感冒時候，為何有時要用抗生素，有時卻不？

解藥︰抗生素（antibiotics）由來已久，二十世紀初，英國微生物學家 Alexander 

Fleming 放假後回到實驗室，發現培養皿中的細菌被真菌感染，生長被抑制，於是由真菌

中提煉並研製出盤尼西林，並於一九二九年發表論文。從此之後，醫學界便致力研發以

抗生素來對付細菌感染引致的炎症。除了細菌，我們有可能被其他微生物感染，如真菌、

病毒及寄生蟲，所以在抗生素以外，也有不同類型的抗菌藥（antimicrobials）。另外，

很多市民都將抗生素與消炎止痛藥混淆，兩者分別是抗生素具殺菌能力，而消炎止痛藥

包括類固醇消炎藥及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並無殺菌能力，只可抑制發炎及止痛，適用

於扭傷或免疫疾病導致的炎症。

 市民最常遇到的情況是，如果感冒病徵持續多於七日、喉嚨或扁桃腺有白點等症狀，

便很大機會是細菌感染，於是醫生便會處方抗生素。不過，感冒多數由病毒引起，如果

症狀不符合，醫生就會選擇其他藥物。另外，部份疾病成因多數由細菌而起，如尿道炎等，

因此醫生也會處方抗生素為主。醫生會按病型、病徵及嚴重程度，決定應否使用抗生素。

 感冒症狀與肺炎症狀相近，因此醫生可能會為病人進行 X 光檢查，如發現有細菌感

染跡象，便會先用抗生素來控制病情，同時抽痰化驗，了解致病原因，再綜合患者的臨

牀情況來決定是否繼續使用抗生素或改為其他藥物。

 不少患者擔心服用抗生素可帶來副作用。其實相對其他藥物，抗生素副作用較為輕

微，最常見是腸胃不適，如作嘔、作悶及肚瀉等，在飽肚服藥後，已可紓緩症狀。但要

留意部份抗生素須空肚服用，因此患者應嚴格遵照指示，以免影響藥效。抗生素也容易

引致敏感，如唇腫、面腫、出現紅斑或痕癢等；如果因為抗生素而出現敏感，應先暫停

用藥，並向醫生或藥劑師查詢及有可能需要更換藥物。

撰文：鄭偉健註冊藥劑師（香港中文大學藥劑學院校友）

顧問：周睿博士（香港中文大學藥劑學院講師）

   自助互助
5. 藥問101——何時要用抗生素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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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盟2018-19年會員團體代表會議時間表

歡迎會員團體，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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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地點 

2019年 5月 28日(星期二) 

晚上 

7:30 

至 

9:30 

橫頭磡邨宏禮樓活動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