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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早前，醫院管理局為因應紓緩專科門診的需求，決定在「普通科門

診公私營協作計劃」，引入「共同醫治模式」，讓病情穩定的專科門

診病人接受社區家庭醫生的治療。計劃會先在內科及骨科門診試行，

視乎推行情況再擴展至其他專科。

為此，香港病人組織聯盟已於 2021 年 11 月 4 日 ( 星期四 ) 下午舉辦

「共同醫治模式」交流會，邀請得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服務轉型）

陳允健醫生為病友以現場及同時線上直播的形式,作出詳細交流講解。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

共同醫治模式交流會

聯 盟 動 態
2021年度11月號



聯盟與醫委會業外委員交流暨聖誕聚會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將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主辦

「聯盟與醫委會業外委員交流暨聖誕聚會」。聯盟希望能藉著此交流會，

讓各醫委會業外委員與出席的病人自助組織朋友聚首一堂，彼此交流。

 聯盟最新活動消息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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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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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10月 17 日 ( 星期六 ) – 香港眼角膜關懷協會周年大會

11 月 4 日 ( 星期五 ) –醫管局共同醫治模式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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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11月 6日 (星期六 ) –病人為本學堂～領袖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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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11月 8日 (星期一 ) – 第十五屆「藥劑學院白袍慶典」

11 月 9 日 ( 星期二 ) –香港復康聯會 2021 至 2022 年度周年會員大會



 最近湊巧幾位朋友的家人都需要看醫生或入院，有病人最終康復，亦有病人於醫院

離世，但朋友們都不約而同稱讚醫護人員盡心盡力。筆者聽了，固然為醫護人員寬慰，

但也提醒朋友們，何不向醫護人員直接表達心意？

 固然，偶有投訴個別醫護人員態度欠佳的個案，但出心出力的始終佔多數。數月前

筆者因病住了二十一天醫院，衷心感謝醫護人員的細心照顧，但並非所有人在病榻中亦

有心思觀察身邊的人與事，於是遺忘多謝照料病榻的醫生、護士及工作人員。

 事實上，很多醫護人員亦對病人及家屬留下印象，以專科為例，由檢查、診斷、治

療到康復，動輒以年計，彼此亦變熟稔。有時候病人撒手塵寰，但離世前獲得悉心照料，

由醫護人員陪伴走完最後一段路，對家屬而言是無可比擬的安慰。另一方面，專職醫護

人員如物理治療師及職業治療師，與病人相處的時間亦長，他們細心的服務也令病人受

惠至深。

 然而香港人較為內斂，或怕麻煩，於是較少向醫護人員答謝。其實最簡單便是當面

向醫護人員說聲感激，或以致謝信件方式答謝。稍為花心思的，以感謝卡道出心聲亦可；

當然也有人送上錦旗、紀念牌等，對收到的醫護人員來說，他們感受到的並非物件的價

值，而是背後的意義。

 收到病人或家屬的答謝後，診所或院方會把感謝卡張貼於當眼處，或於會議時讚揚

相關同事；這些片言隻語，對醫護人員而言是極大的鼓勵。本地醫療工作一向繁重，特

別是疫情期間更為難捱，因此簡單幾句感謝話語，可讓醫護人員知道自己的辛勞是被看

在眼內的，可更鞏固對病人的愛心與專業。

 遇上好人好事，送上一句讚美，社會自然變得和諧。

 聯盟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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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別吝惜讚賞醫護人員



 以前本地藥劑人才皆由海外引入；但隨著人口增加及老化趨勢，市民對藥物及相關

服務需求大增，中文大學便於一九九二年成立藥劑學系，為社區、醫院及藥廠等培訓專

業藥劑師，從此成為本地醫療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現代專業藥劑師培訓的主題是藥事全面照顧，亦包括藥物研發及公眾藥物教育，已經

遠遠不止是配藥那麼簡單。傳統藥物以小份子藥物為主，但目前已是百花齊放，藥理愈

更複雜及廣泛，既有大份子藥物如生物製劑，亦有嶄新的疫苗，包括新冠疫情下普及的

信使核糖核酸（mRNA）疫苗。因此在藥劑學院中，近年特別注重創新（Innovation），

同學不只是背書，更需要創造力思維。

    藥劑課程必須迎合本地需要，因此我們與醫生及護士組成團隊，跟進真實個案，讓

學生提早培養團隊精神，並且適應實況工作環境。學生亦可選擇個人喜愛的就業方向，

包括公立機構如醫管局、衛生署，以及私營醫療機構、跨國及本地中西藥廠及社區藥房

等。本學院培養的藥劑人才，遍佈全港各大醫療範疇，在社會上有相當的認受性。當然，

藥劑服務也要與時並進。學生須不斷更新藥劑新知識，畢業後也要持續進修，才可與國

際接軌兼提升競爭力。

   二○二二年是中大藥劑三十周年。由創院時期第一屆只有三十名學生的一個藥劑學

系，擴展到今天每屆六十名學生的一所藥劑學院。現時師資除了講師及教授，更包括在

職資深校友及藥劑界領袖，為中大藥劑學生帶來最新資訊及人際網絡。展望將來，本學

院將繼續擴展本地與海外實習課程、師資及科研隊伍，特別是香港中文大學醫院啟用後，

為學生帶來更多實習機會。同時我們亦密切留意本地、大灣區及世界藥業潮流，更新課

程內容，助學生選擇藥劑專業的方向。

撰文：香港中文大學藥劑學院院長左中教授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及香港中文大學藥劑學院藥物安全專題系列

 聯盟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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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大藥劑學院 守護港人健康30年



 上月底醫管局宣佈讓原定六十歲退休的員工可延至六十五歲，護理職系亦會增設「副

顧問護師」職級，讓護士可有多一個晉升階梯，既可讓他們有持續發展的機會，同時也是

挽留人才的手段之一。以上種種，皆是德政。以延遲退休年齡為例，很多六十歲的人士仍

然有心有力，加上富於經驗，以不影響年輕人晉升為條件下，留住他們絕對有利。增設晉

升階梯也能鼓勵護士進修，從而提升服務水平。但從整體留住人手的角度看，這些政策未

必有很大幫助—首先是移民潮可能令大量人才流失，另外醫管局一大弊病是工作量龐大，

以上誘因未必可彌補醫護人員減失。

         近日香港醫學專科學院便發佈二〇一九年的調查，訪問了五百一十四名年輕醫

生，結果顯示逾七成受訪醫生過度勞累，大部份疲勞原因與工作及病人相關。就筆者多年

來所見，不管年齡，很多醫護人員也充滿熱誠；但年輕一輩已經這樣疲勞，憑熱血可以捱

多久呢？誠然在公營醫療服務有更多空間接觸新個案、鑽研醫術技巧及進行教學。但要是

純為求財或稍為舒適，於私營市場可賺得更多，醫管局還可如何留下人才？

         筆者及同工經年曾經多渠道提及，建議政府提升本地醫科生及其他醫護人員學

額，長遠持續增加人手。醫護培訓的時間比其他專業漫長，要以十年倍計的時間，才可讓

香港有充足的醫療界人手。同時醫管局也要留住有經驗的醫護人員，以舊帶新，勿要造成

斷層。當然，引入合資格的海外醫生只應是配合人手不足的措施。

         各個發達城市的醫療負擔亦相當龐大，香港也不例外；但提供優質醫療服務是

政府的職責，既然目前有九成人口使用公營醫療，顯示市民對公營醫療的信任，當局應落

力改善醫療架構，把病人推到私營市場只是權宜之策。

 聯盟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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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醫護延遲退休 未必可留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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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共同醫治模式 有賣豬仔之嫌？

 早前醫管局宣佈，為專科門診病人推出「共同醫治模式」，首先約一千名內科及骨

科病人（骨科預計第四季才推行）可僅支付普通科門診收費五十元，便能到私家診所求

醫及覆診，以騰出公立醫院的候診名額。這個計劃包括醫生診症、配藥及由醫生轉介的

檢查如化驗和 X光等。

　　在「共同醫治模式」之下，病友可節省輪候時間，亦能選擇距離較近的私家診所，

取藥時間亦較於公立醫院輪候為快。然而當中仍有細節未明，例如病友最擔心的是，如

果他朝希望回到公立醫院專科門診，是否可行？不少病友向筆者反映，擔心計劃是將患

者「賣豬仔」，日後無法再度回到醫管局覆診。據知「共同醫治模式」容許私家醫生將

病人轉介回公院，並且不被視為新症輪候。但是「轉介」一詞可圈可點，患者須基於哪

些條件下才可回公院覆診呢？似未有明文規定，難怪病友有此憂慮。以骨科為症，新症

輪候期長達過百星期，既然患者一直以舊症身份覆診，他們是否肯冒着變回新症的危險

參加計劃？

　　內科如糖尿病及高血壓等病友，病情相對穩定，覆診多數只為取藥及抽血化驗等；

但其他專科病情複雜，或是病友須於不同專科覆診，對他們而言在公院求診才是最便捷

的做法。此外，「共同醫治模式」為每名患者每年提供十次求診配額；但如病友自感病

情嚴重，相信亦會直接前往急症室，而非前往需要預約的私家診所。

　　政府的本份是為市民提供優質醫療服務，致力提升質素及增加受惠人數，但「共同

醫治模式」把責任推到私營市場，似乎有違醫管局初衷，就被轉介病人的各種擔憂提問，

還請在計劃內詳細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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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抗疫活動及物資派發記錄

2021 年 9 月 23 日（星期四）– 送贈病人組織外科口罩（第二十批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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