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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綱要

• 健康是福：香港醫療制度的發展

• 福到與福利：評鑒本港醫療制度的成效

• 國際醫療制度的比較：案例研究
– 電影：米高摩亞Michael Moore 的《清一sick
檔案》(Sicko)

– 美國

– 英國

– 古巴

– 小組討論與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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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醫療制度的發展

• 1974年發表醫療政策白皮書，成為三十年
來基本的醫療政策

• 1985年發表顧問報告書，研究成立脫離政
府架構和公務員體系的醫管局，接管公營
醫療服務。

• 1993年發表了「彩虹書」諮詢文件，為醫
療服務引入「能者多付」的概念。

• 1997年回歸，特首的第一份施政報告承諾
進行全面的醫護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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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醫療制度的發展

• 1999年發表「哈佛報告」，提出醫療融資
計劃。

• 2001年融資方案遇到阻力，以聯合保健、
供款儲蓄計劃成為長遠方案。短期檢討重
整醫療費用架構，研究增加公共醫療服務
收費。

• 2002年底實施急症室$100的新收費，2003
年開始在公營醫院的其他醫護服務實施新
收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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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鑒本港醫療制度的成效

• 從一些宏觀的指標來看，香港醫療制度的
成就似乎不錯：

–嬰兒死亡率；

– 預期壽命；

– 公共醫療開支， 特別是開支小，成效大 （如

下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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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鑒本港醫療制度的成效

Source: http://www.fhb.gov.hk/beStrong/files/consultation/factsheetgraphic_eng.pdf

2007年嬰兒死亡率是1.7/1000, 2006年是1.8/1000。



9

評鑒本港醫療制度的成效

Source: http://www.fhb.gov.hk/beStrong/files/consultation/factsheetgraphic_eng.pdf

2007年男性預期壽命是79.4,女性是85.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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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鑒本港醫療制度的成效

。

一九七一年至二零零七年男性及女性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

註： 表內自一九九六年起的統計數字，是根據以「居住人口」方法取代「廣義時點」方法所得出的人口估計數
字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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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鑒本港醫療制度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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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鑒本港醫療制度的成效

Source: The World Fact Book 2006
http://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rankorder/2102ran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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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鑒本港醫療制度的成效

• 2007年各國人均公共醫療開支（港元）

– 加拿大 23645.6
– 英國 23721.3
– 美國 16466.8
– 香港 4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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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鑒本港醫療制度的成效

• 如何衡量本港醫療制度？ 原則是什麼？
一、對市民公平﹔

二、方便病人得取服務﹔

三、高度的醫療質素﹔及

四、制度必需是長期可持續性地發展

• 且看其他國家的情況：
– 英國模式

– 德國模式

– 美國模式

– 新加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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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鑒本港醫療制度的成效

• 英國模式

– 以稅為本

– 強調“不應有人因缺乏金錢，而不能獲得適當的
醫療服務”

– 英聯邦國家及香港沿用至今，醫療開支以稅收
支付，英國是百分百，香港資助百分之八十三
以上，藥費定價每項十港元，加拿大則資助服
務不資助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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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鑒本港醫療制度的成效

• 德國模式
– 以醫療保險法令管理全民保險

– 荷蘭及臺灣等地使用

• 美國模式
– 以設立安全網保護弱勢社群的私營保險

– 中國及印度均類似這個方向

• 新加坡模式
– 強制性儲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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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討論主題

• 電影《清一sick檔案》的啟示：健保真要命
–醫療制度與醫療保險

– 全民醫療保障

–醫療與醫護

–Victor Fuchs 的結語：
• Medical care is one thing, health is something 

else. I‘ve been doing research in this field since 
1965 and I almost invariably find that the health 
of people has little to do with the quality or 
quantity of health care。(FromWho Shall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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