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是香港病人組織聯盟首次舉行的會員團體交流活動，活動的目的

是讓聯盟的會員團體代表能聚首一堂，亦可讓新加入聯盟的會員團體代

表進一步認識聯盟。

　　是次聯盟交流同樂日共有16個會員團體派出共接近40位代表參與。

活動由會員團體自我介紹開始，這次帶領大家從陌生到熟悉的過程，亦

對新加入的會員團體代表會有一定的幫助，能更好地面對未來每次在聯

盟這個新環境的成長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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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最新活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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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聯盟 2015 年會員大會暨第 2屆（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執行委員會		

	 		選舉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將於 7月 25 日 ( 星期六 )，舉行 2015 年會

員大會及舉行第 2屆（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執行委員會選舉；會上將

會報告聯盟的工作進展、財務預算及財政報告及舉行第 2屆執行委員會

選舉；希望各會員團體屆時都能踴躍出席參與及投票。

　　詳情如下：

日期：2015 年 7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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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廳

參加名額：鼓勵每組織委派出 1至 2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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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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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2 日 ( 星期日 ) – 香港強脊會 2015 年周年大會暨春節聯歡晚會

4月 11 日 ( 星期六 ) –臨時香港護理專科學院「健康嘉年華」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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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4 月 11 日 ( 星期六 ) –再生會廿三周年會慶

4月 25 日 ( 星期六 ) – B27 協進會 20 周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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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5 月 1 日 ( 星期五 ) – 2015 年慶祝國際護士節─『護‧愛運動』同樂日

5月 2日 (星期六 ) –健樂社二十一周年大會聯歡晚會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以下簡稱「聯盟」）對於由食物及衛生局發出

的《自願醫保計劃》（以下簡稱「自願醫保」）諮詢文件，經已向其病

人組織團體會員收集意見，聯盟有以下的看法：

　　1.	 自願醫保計劃原意是透過鼓勵市民購買適合自己的保險，在有需

要的時候享用私家醫院的服務，因而減輕公營醫療服務的壓力，所以推

行計劃的同時不應影響現有公營醫療服務的質素。計劃目的是希望利用

法例的修改使現有的醫保條款，令投保人可以獲得較多和較闊的優惠，

從而令較多的人由公營醫療系統轉到私營醫療系統。

　　2.	 按食物及衛生局較早時提交的文件，聯盟可以看得到計劃得以成

功感到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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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就食衞局自願醫保及私營醫療機構規管計劃舉辦發佈會

	 自助互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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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就食衞局自願醫保及私營醫療機構規管計劃舉辦發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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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選擇權和保費的升幅

　　3.	 首先，大家要明白現時醫保的對象是中產人士或打工仔女。僱員

在由公司提供的醫保一般都視為福利，沒有議價能力。而中產人士則視

醫保為一種公營醫療以外的一項消費品。對於產品的內容他們都可以在

現有市場上作出選擇。

　　4.	 自願醫保設計方面是令受保人得到更多的保障，包括「必定承

保」、「終身續保」，「最低承保範圍及保障限額」等等。乍聽之下，

消費者好像得到更大的保障，但大家不要忘記一點，就是保險不是免費

午餐，承保人 ( 即保險公司 ) 開出的保單條件是按照多個元素的計算得

出的成果，這些元素包括：投保人日後患病的機會率、治療的成本、保

險金用以投資的效益、保險產品的成本 (如佣金 )和利潤等。簡單來說，

若要更多的保障，投保人便要付出更多的保費。

　　5.	 反過來說，若要保險公司提供更多的保障而不能收取額外的保

費，無利可圖，甚至虧本，保險公司只好索性放棄提供醫療保險。	要是

這樣，醫療保險甚至整個醫療體系會失去平衡。市民會因為保險市場收

窄，放棄購買保險，回流到公營醫療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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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就食衞局自願醫保及私營醫療機構規管計劃舉辦發佈會

自助互助1

P.8

　　6.	 聯盟認為，以下的因素將會影響到市民購買醫療保險的意欲：

a)	保費金額

b) 保障範圍

c)	市場（保險公司）選擇性

d) 對醫生，醫院，藥物和服務的選擇和決定權

e)	政府資助多少

　　7.	 諮詢文件中對於將來的醫療保險中的條款有多方面的規管。	聯盟

認為該些條款對保險費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即使局方倡議不同的誘因吸引

市民購買保險，市民的著眼點仍然是上述的因素。再者，若是保險條款有

多方的限制，保費上漲是必然的，只是漲幅多少的問題。但從諮詢文件來

看，政府以平均標準保費 $3,600 作為日後保費的參考，是有	之	。首先，

這金額是一個平均數，以 15 歲以下人士到 70 歲以上得出，而金額更是

以 2012 年作參考，但沒就日後推出計劃的市場價格給市民參考。

　　8.	 聯盟認為政府應小心考慮各項可能影響醫保計劃的地方，包括 :-

(i)	私家醫院日後的收費漲幅如何規管

(ii) 保險公司提供的保單會否有任何漏洞，令投保人在索賠或續保時遇到

困難



挖角潮

　　9.	 從政府宣傳文件來看，現時公謍醫療系統共有醫生 5,400 名，床

位數目共 27,600 張。而私營醫療系統內有超過 5,000 位醫生 , 床位數目

有 4,000 張。聯盟擔心醫保計劃會令醫生及醫護人員失衡。原因是醫保計

劃的原意正是將公營醫療的服務使者引入私營醫療市場，此舉必然會令私

營醫療系統對醫生及醫護人員需求增大，在本港的一個封閉系統而言，私

營醫護人手短缺定必會增加挖角潮，令公營醫療系統減少病人的同時，失

去相關醫護人手，而導致公營醫療服務質素下降。

　　10.	政府曾經解釋，兩間大學已經增加醫科生學位數目，日後可以舒

緩人手不足的情況。然而，這個話法值得商榷。原因是，公營醫療正面臨

人口增加，人口老化和人手不足的三大難題。增加醫科生學位只可以解決

數字上面對的困難，而實際上，私營醫療的挖角對象多數是富有經驗的公

家醫生。因此聯盟擔心日後公營醫療系統會受到人手惡性競爭而減低服務

質素。

公帑使用

　　11.	另外，以稅務優惠吸引市民購買醫療保險，實際是以公帑補貼，

最終受惠將會是保險公司和私家醫院，病人如何從計劃中得益仍然有待觀

察。然而，聯盟從問卷調查和從社區聯繫得知，稅務優惠的吸引力其實不

大。當中原因可能是稅務優惠未必能夠抵消保費加幅。

　　12.	另外 ,	對於政府準備投入 50億元以資助部份投保人以取得某些額

外醫療保險的保障 ,	聯盟認為此舉亦可能做成不公平 ,	因為明顯地 ,	政府

準備投放的金額部份其實亦可以用來改善公營醫療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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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宣傳不足

　　13.	聯盟認為有關計劃不是一項簡單易明的構思，但對日後本港醫療

體系有深遠影響，政府認盡力確保市民了解計劃的詳情和重點，不應著重

優點而忽略計劃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14.	政府推出諮詢文件的同時，在港、九、新界分別舉辦了三場

公眾諮詢論壇，除此之外，便沒有進行其他推廣有關計劃的活動。	政

府強調有網頁，FACEBOOK，和 YOUTUBE 等媒體宣傳。可是，有

關的 FACEBOOK 讚好的人數只有 2944（至 13-4-2015 為止），而

YOUTUBE	觀賞的人數更是寥寥無幾，三個月以來，最多市民觀賞的一個

短片不足 400（VIEWS），最少的更只有 36（VIEWS），最諷刺的竟然

是 YOUTUBE 中有三個短片是「試片」而局方都不察覺和刪除它們。至

於電視廣告方面，只有三個簡短的陳述，重複 12項最低要求作為賣點，

要求市民就諮詢文件提交意見。簡單而言，聯盟認為政府宣傳醫保計劃有

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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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

　　15.	聯盟認為，政府必須小心考慮自願醫保的長遠成效，以免對現有

的醫療保險做成影響之餘，更會對公營醫療體系做成衝擊。舉例說，如果

有條件和打算購買醫療保險的市民因為計劃的推行令致他未能選擇合適的

保單，那麼他可能最終會決定放棄購買醫療保險而選擇公營醫療服務。

　　16.	聯盟希望政府推行醫保計劃之前能夠提交更多數據，以說服市民

有關計劃可以順利推行，特別是 :

	 1)	保費的加幅如何受到監管和控制。

	 2)	如何確保公營醫療系統的醫護人手不會受挖角潮影響。		

　　17.	聯盟認為，自願醫保是一個不容易理解，卻又十分重要的項目。

從字面上看是的確是令人討好的東西，既自願，又醫保，但是，從實質角

度來看，自願醫保推翻多年來保險業界和消費者之間的遊戲規則，重新訂

定新標準，是禍是福，仍然有待觀察。作為病人組織，聯盟需要政府和保

險業界就日後的醫療保險市場交代有關的計劃落實時候的景況，令市民放

心計劃對本港整體的醫療服務是有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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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交流同樂日後記

　　記得聯盟的成立背景是由於政府在一九九二年公佈的「復康政策及服

務綠皮書」，對長期病患者的復康服務未有清晰的交待，致令多個長期病

自助組織組成關注小組，進行各項跟進工作，再而組成病人互助組織聯

盟，團結各個長期病患者組織，反映需要。一九九二年十一月經社團註冊

處註冊，並於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正式成立，現為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會員機構，並獲香港稅務局核准為慈善團體。現有共四十四個團體會員，

其中會員人數更達四萬多人。

　　「聯盟」徽號是由六個箭咀圍繞著心型而製作，象徵集結各方的力量，

使長期病患者得到更理想的服務。同時，箭咀隱藏著雙向的意義，意味著

長期病患者得到支援後，便能發揮所能，作出貢獻，回饋社會。

　　踏入二零一五年，是聯盟的第 23個年，期望各個會員團體能繼續支

持聯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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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交流同樂日活動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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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會員大會

日期 時間 地點 

2015年 7月 25日(星期六) - 

聯盟 2015年會員大會 

下午 2:30 至

下午 5:00 
HA閣樓演講廳 

 

歡迎會員團體，積極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