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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擇要：香港的醫療體系全
球首屈一指但已問題叢生——
現在是時候把我們醫療體系造
好造大，由更好投資及組織我
們的醫療硬件和人才做起

這是香港黃金五十的第四份研究報告。香港黃金五十為一獨

立非牟利研究組織，旨在透過客觀的事實和數據，闡釋香港

社會和政府必要完成的重大任務，以期把我們稱為「黃金五

年」的二Ｏ一Ｏ至一四年間湧入的商機、人才和資金，轉化

為一個更繁盛、更富動力、更人性化社會的基礎給我們的下

一代。香港黃金五十有兩大核心信念：（一）香港最美好的

五十年在我們面前，而非過去；（二）接棒把香港建得更美

好的將是我們教育水平最好的「八十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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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世界級醫療體系，香港

躍升國際都會的美夢勢將落

空

「如何建立世界級醫療體系」建基於我們首三份研究報告，

並指出香港在黃金五年內必須作出的行動，以躍升國際都

會。一個國際都會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亦是每個國際公民

夢寐以求可以落地生根、成家立室的地方，因此其中一個國

際都會必需的條件就是當我們的健康因疾病、意外或年老，

都會得到最佳醫療照顧的這種安全感。這種保障和其他因素

（詳見我們第二份報告「實現香港潛能　躍升國際都會：借

鏡倫敦」第3頁）都是一個國際都會不可或缺的質素，皆因金

錢換不到健康，所以疾病帶來的風險，只能透過世界級的醫

療體系來減低。

本報告旨在警醒香港人，雖然我們中西醫療都達世界級水

平，但由於硬件和醫療人員的短缺，我們的醫療體系已在崩

潰邊緣。考慮到可以令香港成為區內主要醫療服務樞紐的有

利因素，以及醫療體系正面對自我誘發的公共及私人醫療投

資減少帶來的瓶頸，我們在此列出十三個把香港醫療體系容

量擴充的原因。

我們的醫療體系確是世界一

流，但由於日益嚴重的硬件

及醫療人員短缺，現已瀕臨

崩潰



6

(1) 13個我們必須擴充醫療服務容量的原因

一、醫療服務需求將加速上升

(1) 人口老化：香港的老年人口（即65歲或以上）預期將於二

Ｏ二九年前幾乎增加一倍至逾二百萬人（每年增加4%）；

(2) 老年人的住院需求差不多是年輕人口的六倍；

(3) 人口增長：根據政府預測，我們的人口至二Ｏ三九年將增

加190萬到890萬，或30年增長27％（每年增長0.8%）；

(4) 區內對優質醫療服務的需求大增：中國大陸的病人對非產

子醫療服務需求在過去四年大增50%（約每年增長11%）。

這個增速預期將繼續高企，箇中原因正如訪港旅客在二ＯＯ

九至一一年增加50％一樣

二、醫生供應正在減少

(1) 退休潮：隨著我們老化的人口需求空前龐大的醫療服

務，5,000名屬嬰兒潮的醫生（或現時共12,800名醫生人手的

40%）卻將於未來二十年退休。這意味著醫生能提供的工作

時數相對社會所需，距離將愈來愈遠——醫療人手的短缺將

由二ＯＯ九年的4%增加至二Ｏ一九年的25％（自二ＯＯ九年

至二Ｏ一九年每年增加2.1個百分點）、二Ｏ二九年的45％（

自二Ｏ一九年至二Ｏ二九年每年增加2.0個百分點）和二Ｏ三

九年的47％（自二Ｏ二九年至二Ｏ三九年每年增加0.2個百分

點）。這反映我們頂尖的醫療系統現已或快將到達負荷的臨

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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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力差距：一個退休醫生理所當然比年輕醫生更有經驗和

資歷，接棒即將退休的嬰兒潮醫生的每年420個醫學院學生要

到二Ｏ一八年方可畢業。個人而言，他們的經驗和能力都與

由現在起到二Ｏ三Ｏ年將達退休年齡的5,000個醫生有一段距

離。事實上，每年420個本地訓練的醫生，要到二Ｏ二Ｏ年代

中期，方能累積足夠經驗成為專科醫生；

(3) 年代差距：與社會正在改變的常規一樣，年輕醫生希望減

短工作時數、更佳的工作與生活平衡以及選擇更低挑戰性的

專科；

(4) 更多女醫生：每百名男醫生的女醫生數目過去三十年上升

了一倍，由19升至現在的40。女醫生通常因為產子及照顧家

庭，會在三十多歲選擇退休或轉為兼職。這趨勢將減少醫生

的工作時數；

(5) 對海外合資格醫生的限制門檻極嚴：二OO六至一Ｏ年間

的合格率僅5至8%，平均每年只有九名海外合資格醫生（每

年新醫生人數的2%）加入本地醫療人手；

(6) 支援人手不足：支援人手（如護士、行政人員等）將進一

步加重醫生負擔，減低醫療人員和設施的效率

三、醫院設備日益不足

(1) 公立醫院設施十年如一日：雖然總人口及住院病人在過去

十年分別增加6%及8%，但床位數目卻只增加1%，新落成醫

院則一間也沒有，但再早十年卻有八間；公立醫院佔總住院

病人人次和床位數目80%和75%；

(2) 醫療設備投資不足：二OOO至O九年間的預算減少導致嚴

重的硬件不足；36%的公立醫院設備已使用超過十年，正逐

漸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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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增長對比佔床日數增長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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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HKGolden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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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私家醫院供應有限：四分之一病人輪侯手術房需要至少十

日；私家醫院希望擴充，但政府政策卻不配合

下圖展示對醫療服務需求與醫生服務供應日益擴大的差

距——此趨勢實令人憂慮，需要即時（增加供應需較長時間

的滯後）及積極的供給反應（因供求差距並不會縮小）：

醫療服務的需求與供應差距

將為香港歷來最大

加權因素：
i. 年輕醫生較早離開公營系統，亦因此在三十多歲後期工作時數將減少
ii. 女醫生工作時數比男醫生少2.8%（根據美國醫學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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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名屬嬰兒潮（現45至54歲）的醫生（或現時總醫生人

手的40%）將於未來二十年退休，而香港老年人口亦將在二

Ｏ二九年增至破紀錄的二百萬（幾乎是二Ｏ一二年的兩倍； 

每年增長4%）。不同研究均指出在二ＯＯ九年，現時醫管局

內的醫生短缺已達200人（或整體醫生人手1.5%）。我們的

推算亦發現香港現時已達4.5%的醫生短缺將在未來二十年以

每年280人（約整體醫生人手2%）的速度惡化。長此下去，

至二Ｏ二九年，我們將總共缺少6,050名（或約45％）醫生，

至二Ｏ三九年更將增至7,000名（或46%）醫生。

這些數字反映，假如像沙士般的疫症再度襲港，我們已瀕臨

崩潰的醫療系統將無法應付，病人將得不到所需的醫療照

顧。我們訪問過的醫生亦表示，他們相信如現時的醫療體系

沒有任何「冗餘容量」，根本無法容納如此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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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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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短缺人數（等同全職人員數目）

現時已達4.5%的醫生短缺將

以每年2個百分點的速度惡

化。數字顯示假如沙士再次

襲港，我們瀕臨崩潰的醫療

系統將無法應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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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能提供世界級醫療服務的四大理據

縱然如此，香港的醫療服務無容置疑是世界一流。第三章將

列出四個指標解釋為可香港有條件成為世界級醫療樞紐：

(1) 最佳排名：香港人的平均預期壽命世界數一數二，嬰兒夭

折率亦是全球最低之一、癌症存活及器官移植存活率全球最

高之一；

(2) 最佳醫學院：香港的醫學院在亞洲排名首兩位，我們世界

級的學院亦有相當多在國際得獎的醫療研究和治療方法；

(3) 醫療服務物超所值：香港的人均醫療開支在發達國家中屬

最低之一，只有美國的三分一、英國的三分二、經合組織平

均的72%；

(4) 病人滿意度極高：超過80%病人給予公立醫院系統「非

常好」或「極佳」的評價，只有3%對佔全港總住院病人人次

80%的醫管局服務不滿

(3) 兩個香港醫療體系質量正在下跌的徵兆

雖然我們的醫療水平世界一流，但我們的醫療體系已紕漏處

處，百病叢生：

(1) 醫療事故增加：嚴重醫療事故二ＯＯ九至一Ｏ年間增加三

分之一，和解二ＯＯ六至一一年間600多宗醫療事故糾紛花費

共港幣4,000萬港元；

(2) 冗長等候時間：當急症服務等候時間長達3.5小時，專科

醫療服務更要等上一年，病人可獲的醫療服務實相當有限

四大理據論證香港能提供世

界級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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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是我們系統不勝負荷的先兆，印證我們的推算。第8及9

頁的兩圖明確指出聘請更多醫生的需要，然而訓練一個專科

醫生需十年時間。換句話說，即使我們現時立即行動，增加

醫學院收生，我們的新增醫學生也要到二Ｏ二五年才可以成

為專科醫生。因此，由現在起至二Ｏ二五年的13年「真空」

期，增加聘請海外醫生以減輕負擔實在無可避免。

現時海外合資格醫生在港執業受「醫生註冊條例」第八條所

限，基本上非港大或中文畢業生便不能在港成為合資格醫療

人員，除非他/她：

(1) 已通過執業資格試

(2) 完成一段時間醫委會批准類型的全時間醫學訓練（一般

為12個月）

要令引入海外醫生更具靈活性，醫生註冊條例的相關條例需

要修訂。雖然基本法142條訂明專業團體「可自行審核和頒授

專業資格」，但需注意此條例並不限制專業團體只能自行審

核和頒授專業資格。條例使用「可」一字顯表這是一個可行

選項，而非必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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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142條亦訂明政府「可根據社會發展需要並諮詢有關

方面的意見，承認新的專業和專業團體」。換句話說，政府

有權按需要引入一個新的專業團體，與醫委會一同或獨立運

作。法例並訂明政府可「自行制定有關評審各種專業的執業

資格」，故此政府其實有廣泛權力重訂醫生執業資格的評審

辦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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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四章我們將述改善我們醫療體系硬件和軟件的行動綱領

和目標，以確保我們的醫療體系長遠有充足資源支持我們的

社區，同時令香港成為醫療服務樞紐，以同時服務本地與外

地病人，保障所有人的身心健康。

我們有責任讓香港的醫療體系在人口老化下免陷崩潰：在黃

金五年的首四年預期出現共3,500億財政盈餘下投放更多資

源在醫療體系中。醫療體系必需建立冗餘容量，以應付隨時

降臨的災害，但過去十年我們卻背道而馳（一間新醫院也沒

建）。坐言起行，由現在起為我們的市民投資一個更健康的

未來，刻不容緩。

政府有廣泛權力重訂醫生執

業資格的評審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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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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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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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項投資改進我們的醫療體系

我們誠摯希望您覺得本報告資料齊備，有所價值。請隨時把

您寶貴的意見電郵至friends@hkgolden50.org，並瀏覽我們

的網頁www.hkgolden50.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