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緊密交流  共建完善醫療機制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於 9 月 20 日舉行本年度新二次病友組織 
交 流 會， 主 要 介 紹 2012-13 年 度 的「 醫 管 局 藥 物 名 冊 」， 及 
撒瑪利亞基金藥物之申請，向病友講解有關放寬經濟審查的詳情，
並諮詢病友們，對現行機制下的藥物給予意見。

來自 26 個病友組織共 51 位代表，在會上積極表達對藥物名冊及 
資助機制的關心及訴求，讓局方在未來制定政策及推行服務時， 
更能切合病友所需。

醫管局已於 2012 年 9 月 1 日起，放寬申請撒瑪利亞基金自費
藥物資助的經濟審查，有關放寬措施亦適用於關愛基金醫療援助 
首階段計劃所涵蓋的癌症藥物。

總行政經理（專職醫療）鍾慧儀女士在病友組織交流會上講解這次放寬的經濟審查準則：

撒瑪利亞基金藥物資助申請

病人分擔款額的計算方法
每年可動用財務資源 =（每月家庭收入總額 – 每月認可扣減項目）╳12 +

（可動用資產 – 可扣減的豁免額）
病人所需分擔的款額 = 每年可動用財務資源 ╳ 分擔款額比率（%）

（上限設於 20%）

在計算可動用資產 
總值時，引入可扣減 
豁免額

簡化病人分擔藥費
的級別，令部分級別
的分擔比率調低

把病人所需分擔的款額，由每年可動用財務
資源的最高 30% 減至 20%，令更多病人可
被納入受資助的範圍內或獲更多資助

經濟審查現已放寬

個案示範
一個四人家庭

每年藥物開支

$300,000

每月家庭總收入

$40,000

可動用資產

$1,000,000

* 款額參照申請公屋的資產限額，按病人家庭成員人數釐定，並會於每年進行檢討。

放寬經濟審查前病人分擔的款額
每月家庭總收入 每月認可扣減項目 可動用資產 每年可動用財務資源 分擔款額比率 病人所需分擔的款額

（$40,000  $38,500） x12 + $1,000,000 = $1,018,000 x 30% = $305,400
> 每年藥費開支（= 沒有資助）

–

放寬經濟審查後病人分擔的款額
四人家庭可扣減的豁免額 *：$418,000
每月家庭總收入 每月認可扣減項目 可動用資產 可扣減的豁免額 每年可動用財務資源 分擔款額比率 病人所需分擔的款額

（$40,000 $38,500） x12 + （$1,000,000 $418,000） = $600,000 x 20% = $120,000
（資助 $18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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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年度有關藥物名冊的各種擴大資助措施

•	獲額外撥款2.3億元
•	藥物名冊新增3種藥物
•	擴大9類藥物治療組別的臨床使用
•	預計超過20,000名病人受惠
•	撒瑪利亞基金便增加了3項新藥物及擴闊
4項藥物的臨床應用及治療用途

•	關愛基金亦增加了3種癌症藥物。

醫管局自2005年開始推行藥物名冊，確保病人可公平地獲處方具成本效益、及驗證安全而有效
的藥物。高級藥劑師鄺耀深先生在會上表示，目前藥物名冊內的藥物約有 1,300 種，藥物名冊以外
的藥物需病人自費購買，病人若有經濟困難，可經安全網獲資助部分或全部藥費。

聽取病友意見  積極作出回應
聯網服務總監張偉麟醫生也指出，醫管局每年都會召開諮詢會，以大家的意見作專家檢討的參考。
事實上，政府過去數年，已額外撥款共達 7 億元，以增加名冊內藥物的類別。對於有經濟困難的	
病人，政府亦設立了撒瑪利亞基金及關愛基金，提供部分或全部藥費補助。而張偉麟醫生歡迎病友
今年繼續提供意見，讓今年年底召開的專家檢討會，能更切合病友的需要。

醫管局藥物名冊每年檢討  歡迎病友反映意見
醫管局藥物名冊現況（截至 2012 年 8 月）

藥物 數目

藥物名冊內藥物總數目 1239
通用藥物 929	(75%)
專用藥物 310	(25%)
自費藥物 70
安全網藥物 19
關愛基金藥物 9

2012-13 撒瑪利亞基金新藥物及臨床應用和治療用途（2012 年 7 月推行）

關愛基金新藥物（2012 年 8 月推行）

藥物 指定臨床適應症

三項新藥物
戈利木單抗 類風濕性關節炎、強直性脊椎炎、牛皮癬關節炎

阿巴西普
類風濕性關節炎

托珠單抗

四項擴闊臨床應用和治療用途
達沙替尼

新診斷的費城染色體陽性慢性粒細胞白血病的慢性期
尼羅替尼

硼替佐米 前線誘導治療適合移植的多發性骨髓瘤

替莫唑胺 復發的膠質母細胞瘤

藥物 指定臨床適應症

達沙替尼	 耐藥的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

吉非替尼	 表皮生長因子受體突變呈陽性的
非小細胞肺癌（一線）	

索拉非尼	 無法手術、移植或局部治療的肝
細胞癌

很多新藥已獲美國 FDA 批准註冊，在香港亦已註冊，但為何仍要經多個程序才能納入藥物名冊呢？
美國 FDA 是規管機構，醫管局是用家，無論在科研評估、引進藥物名冊、對病人的資助模式和審批等各有不同，
加上不同國家本身的醫療制度各異，因此不宜籠統地作出比較。

新藥的價錢非常昂貴，若藥廠不給予優惠，醫管局可否給予津貼呢？
醫管局會經常跟藥廠洽談，也希望病人與醫管局加強協作，與藥廠爭取合理價格。

有藥物遲遲未被列入《藥物名冊》，病人每次均需到藥房配藥，有些更是長者，令病人身心疲累。
醫管局明白病人處境，但有些《藥物名冊》外的藥物，療效並非特別顯著，價錢亦昂貴，局方一直致力為病人提供全面的
醫療服務。展望將來，我們將會繼續虛心聆聽和參考病人組織的意見，並歡迎貴會向我們提出意見。

藥物名冊其中一個原則是成本效益，什麼是成本效益呢？怎樣的價錢才算符合成本效益？
成本除了藥物價錢外，還有醫療成本，例如某些藥物需注射，因此病人要住院，若轉用口服藥便不用住院，可節省住院費。
成本效益就是考慮整體臨床效果，以癌症藥物為例，會考慮它可延長壽命的時間、病人的生活質素、併發症等。

病人互助組織聯盟早前進行了調查，發現大部分會員認為病人有權參與藥物名冊的決策過程，但只有一半會員表示認識其運作，
有些更認為其運作沒足夠的透明度。
醫管局已把每次藥物建議諮詢會討論的藥物及研究資料上載網站 (http://www.ha.org.hk/hadf/welcome.html)，歡迎大家發表
意見，有些病友組織過去幾年都有參與諮詢會討論，因此對有關運作會比較清晰。 當天，不同病科的病友代表都就加入《藥物名冊》，及其他有關藥物的事項提出建議，	

有助醫管局進一步檢討和制定政策。



「健康資訊天地」成立於 1999 年，是病人賦能及社區協作的一個
重要平台，至今已累積了近 600,000 訪客。為支持病友互助組織
及其他社區夥伴的推廣活動，如講座、展覽及工作坊等，「健康
資訊天地」會借出場地，使病友提高自我照顧能力，亦加深公眾
對主要疾病的認識。

政府防疫注射計劃
進入流感高峰期，2012–13 年度的政府防疫注射計劃將
於 11 月 1 日開始，為合資格人士，免費注射季節性流感
疫苗及肺炎球菌疫苗。醫管局轄下各公立門診診所亦會
提供此項服務，現附上有關服務的宣傳海報，方便病友
了解安排，敬請各位病友留意。詳情亦可留意「智友站」
及政府公佈。

在 2013 年，「健康資訊天地」計劃進行翻新工程，讓展覽廳的設施及 
展示可更與時並進。一直以來，病友和照顧者都是「健康資訊天地」 
的主要對象，為讓內容及設計在翻新後更能配合你們的需要，我們在 
今年 9 月，舉辦了聚焦小組，初步收集病友及社區組織的建議，務求 
新展覽廳更切合需要，並給大家煥然一新的感覺。

工程招標剛於 2012 年 10 月開始，經過設計後，預計翻新工程將於下年
中展開，並於 2014 年初峻工，到時會以全新形象歡迎大家！

現時，由於醫管局大樓正有工程進行，「健康資訊天地」展覽廳受工程
影響需要暫時關閉，直至 2013 年第 1 季。這段期間，病友互助組織資
料及智友站仍會維持給各病友和公眾取閱或瀏覽。

至於借用場地舉辦會議、講座等則如常安排，不受影響。

www.smartpatient.ha.org.hk

智友站最近推出第二個 iPhone 應用
程式─『病人組織一覽』，讓病人及
其家人可透過輕觸式屏幕，即時找到
與疾病相關的病人互助組織資料

感謝大家對智友站的支持和愛戴 !

下載方法 :

1.	於 iPhone	App	Store 內搜尋關鍵字：病人組織一覽、醫管局，醫院管理局，病人，病人互助組織，疾病資訊，智友站	或	病人資訊 ;
2.	下載並安裝免費的『病人組織一覽』應用程式

~ 要即時掌握“病人互助組織資料”， 
      記住下載我們的應用程式呀 ! ~ ^_^

《關懷短訊》由醫院管理局健康資訊天地編印，並上載智友站（http://www.smartpatient.ha.org.hk/），歡迎轉載，請列明出處。
如對內容有任何意見，請與王小姐聯絡。  地址：九龍亞皆老街147號B醫院管理局大樓地下  電話：2300 7159  傳真：2300 7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