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患「視訊」相聚   聆聽交流互勉
醫	 院管理局（醫管局）於2021年5月24日與病友組織透過	
視訊會議進行交流會，當日共有24個病友組織，合共37位
病友組織代表出席。病友們以視訊方式熱切表達關注和意見。

醫管局基層及社區醫療服務總行政經理夏敬恒醫生歡迎各病
友組織代表出席交流會。在會上，夏醫生提到本年度醫管局
研討大會已於5月3日及4日舉行，就不同專題分享專業意
見、醫療新知和經驗。

是次交流會主要簡介藥物名冊2021/22年度的新藥項及相關
優化措施，病友們踴躍發言，提出建議。

「智友站」紓緩治療平台   
提供相關實用資訊，支援
身、心、社、靈需要

	 緩治療是為照顧患有危疾重症的病人和其家人／照顧者
的方法，以改善其生活質素。透過及早識別、評估及處理
痛楚和其他身體上、心理社交上或靈性上的問題，紓緩治
療可預防及減輕病人的痛苦。為方便病友及其家人／照顧
者獲取紓緩治療的相關資訊，	智友站推出了「紓緩治療平
台」，提供多項實用資訊，如：常見徵狀處理、照顧貼士、
社區資源、相關專題及醫管局服務等，以支援病人身、
心、社、靈的需要。

紓

想知更多紓緩治療資訊？
請掃描二維碼或瀏覽以下網址：	
www21.ha.org.hk/smartpatient/PalliativeCare

紓緩治療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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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21.ha.org.hk/smartpatient/PalliativeCare


2021/22年度醫管局藥物名冊 – 
新藥項及相關優化措施

醫管局聯網服務總監楊諦岡醫生鼓勵病友透過交流會或其他平
台積極提出意見，	以便了解病人在使用藥物方面的需要及適時作
出回應。醫管局高級藥劑師（藥劑專業及臨床服務發展）陳曼姿
博士於交流會上指出，醫管局於2021/22年度獲政府額外撥款
一億二千七百萬元以擴闊藥物名冊，當中涉及將七類藥物納入藥
物名冊的資助範圍，包括三類藥物從安全網或自費藥物轉為專用
藥物；四類藥物獲擴闊藥物治療組別的臨床應用標準。預計有四
萬二千名以上的病人受惠，措施已於今年四月起生效。

藥物名冊現況（於2021年5月下旬生效）

藥物類別 數量

通用藥物 899

專用藥物 411

安全網撒瑪利亞基金藥物 54

安全網關愛基金藥物 39

自費藥物 58

藥物名冊內總藥物數量 1,461

2021/22年度專用藥物

從安全網藥物納入為專用藥物

治療用途 藥物

結節性硬化症相關的癲癇
（Seizures associated with 
tuberous sclerosis complex）

依維莫司
（Everolimus）

高度活躍性復發緩解型 
多發性硬化症

（Relapsing remitting multiple 
sclerosis with active disease）

阿侖珠單抗
（Alemtuzumab）

從自費藥物納入為專用藥物

治療用途 藥物 

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
（Familial hypercholesterolemia）

PCSK9抑制劑
（PCSK9 inhibitors）

獲擴闊臨床應用之專用藥物
治療用途 藥物
慢性腎病

（Chronic kidney disease）
促紅細胞生成劑

（Erythropoiesis-stimulating 
agents）

良性前列腺增生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α 阻斷劑
（Alpha blockers）

糖尿病
（Diabetes Mellitus）

第二型鈉 - 葡萄糖協同轉運
蛋白抑製劑

（SGLT2 inhibitors）

預防肺癌引致的骨骼相關狀況
（Prevention of skeletal related 
events in lung cancer）

地舒單抗
（Denosumab）

撒瑪利亞基金新增、獲擴闊臨床應用之藥物 
（於2021年5月下旬生效）

治療用途 獲納入基金資助範圍藥物
嚴重銀屑病（Severe psoriasis） 利生奇組單抗（Risankizumab）

白血病（Leukaemia） 泊那替尼（Ponatinib）

多發性骨髓瘤
（Multiple myeloma）

泊馬度胺（Pomalidomide）

乳癌（Breast cancer） 培妥珠單抗（Pertuzumab）

乳癌（Breast cancer） Trastuzumab emtansine

治療用途 獲擴闊臨床應用之藥物
嚴重再生障礙性貧血

（Severe aplastic anaemia）
艾曲泊帕（Eltrombopag）

牛皮癬關節炎
（Psoriatic arthritis）

托法替布（Tofacitinib）

多發性骨髓瘤
（Multiple myeloma）

卡非佐米（Carfilzomib）

牛皮癬關節炎
（Psoriatic arthritis）

烏司奴單抗（Ustekinumab）

撒瑪利亞基金涵蓋藥物之詳情，可瀏覽醫管局網頁：	
https://www.ha.org.hk/haho/ho/sf/SF_items_tc.pdf

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

首階段計劃（特定自費癌症藥物）（於2021年5月下旬生效）
指定治療的癌症類別 獲納入基金資助範圍藥物
上皮性卵巢癌、輸卵管癌或
原發性腹膜癌（Epithelial 
ovarian, fallopian tube or 
primary peritoneal cancer）

奧拉帕利（Olaparib）

指定治療的癌症類別 獲擴闊臨床應用之藥物
膀胱癌（Bladder cancer） 匹博利組單抗

（Pembrolizumab）

肺癌（Lung cancer） 奧希替尼（Osimertinib）

極度昂貴藥物項目（於2021年4月10日生效）
治療用途 獲納入基金資助範圍藥物
淋巴瘤、白血病

（Lymphoma / Leukaemia）
替沙侖賽

（Tisagenlecleucel）

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涵蓋藥物之詳情，可瀏覽醫管局網頁：
https://www.ha.org.hk/haho/ho/ccf/CCF_items_tc.pdf

https://www.ha.org.hk/haho/ho/sf/SF_items_tc.pdf
https://www.ha.org.hk/haho/ho/ccf/CCF_items_tc.pdf


藥物名冊全面檢討後的變更 （於2021年4月生效）

從自費藥物納入為專用藥物

治療用途 藥物

胃腺癌（Gastric cancer） 多西紫杉醇（Docetaxel）

從專用藥物納入為通用藥物

治療用途 藥物

高血鈣併發症及癌症引發骨骼受
傷併發症（Hypercalcaemia and
Prevention of skeletal related 
events with advanced 
malignancies）

唑來膦酸 
（Zoledronic acid）

膀胱過度活躍症
（Overactive bladder）

索非那新（Solifenacin）
托特羅定（Tolterodine）

青光眼（Glaucoma） 貝美前列素（Bimatoprost）
溴莫尼定（Brimonidine） 
布林佐胺（Brinzolamide）
多佐胺（Dorzolamide）
拉坦前列素（Latanoprost）

良性前列腺增生
（Benign Prostate Hyperplasia）

阿夫唑嗪 XL（Alfuzosin XL） 

偏頭痛（Migraine） 舒馬坦（Sumatriptan） 

過敏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 莫美他松（Mometasone） 

皮膚癬
（Anti-fungal skin infection）

特比奈芬（Terbinafine） 

淋巴瘤（Lymphoma） 博萊霉素（Bleomycin）

獲擴闊臨床應用之專用藥物

治療用途 藥物

肺動脈高壓（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波生坦（Bosentan）

降血脂（Hyperlipidemia） 瑞舒伐他汀（Rosuvastatin）

慢性乙型肝炎
（Chronic Hepatitis B infection）

恩替卡韋（Entecavir）
替諾福韋（Tenofovir disoproxil 
fumarate）
替諾福韋（Tenofovir 
alafenamide）

乳癌（Breast cancer） 多西紫杉醇（Docetaxel）

便秘（Constipation） 聚乙二醇4000（Macrogol4000） 

膽酸性腹瀉
（Bile acid induced diarrhea）

考來烯胺（Cholestyramine）

神經疼痛（Neuropathic pain） 度洛西汀（Duloxetine）
加巴噴丁（Gabapentin） 
普瑞巴林（Pregabalin）

肢端肥大症（Acromegaly） 帕瑞肽（Pasireotide）

骨關節炎（Osteoarthritis） 塞來考昔（Celecoxib）
依托考昔（Etoricoxib）

肺癌（Lung cancer） 培美曲塞（Pemetrexed）

抗麴菌及黴菌
（Mucormycosis infection）

泊沙康唑（Posaconazole）

膀胱過度活躍症
（Overactive bladder）

米拉貝隆（Mirabegron）

問 答
慢性乙型肝炎藥物

問：	治療慢性乙型肝炎的藥物替諾福韋	（Tenofovir）
是資助藥物還是自費藥物 ?

答：	現時藥物名冊中，有兩種含有替諾福韋
（Tenofovir）成分的藥物，分別為	Tenofovir	
disoproxi l 	 fumarate（TDF）和	Tenofovir	
alafenamide（TAF），兩種藥物均已納入為專
用藥物。而這兩種藥物應用在治療慢性乙型肝
炎的適應症亦在剛完成的藥物名冊全面檢討中
獲擴闊，醫生會因應病人的臨床情況，在需要
時作出處方。

白血病藥物
問：	治療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藥物達沙替尼

（Dasatinib）會否被納入藥物名冊中 ?
答：	現時藥物名冊中，達沙替尼（Dasatinib）用於

慢性骨髓性白血病已納入為安全網撒瑪利亞
基金資助範圍的藥物。病人只要符合相關適應
症和標準，經醫管局醫生轉介並通過醫務社
工的經濟審查，就可獲撒瑪利亞基金資助。	

脊髓肌肉萎縮症藥物

問：	藥物Nusinersen（Spinraza©）可用以治療脊髓性
肌肉萎縮症，醫管局會否將此藥物納入藥物名
冊 ?	可否擴大此藥物的使用年齡 ?	病人又可否
選擇口服藥物 ?				

答：	醫 管 局 現 時 為 脊 髓 性 肌 肉 萎 縮 症 藥 物
Nusinersen 設有「特別用藥計劃」，以供臨床
上應用。此外，醫管局亦正積極與藥廠了解另
一種新型口服藥物，並會密切留意其臨床和科
研實證的最新發展，繼續以善用有限公共資源
及為最多有需要的病人提供治療的原則，以確
保病人可公平地獲處方具成本效益、並經驗證
安全和有效的藥物。



撒瑪利亞基金及
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
經濟審查機制最新措施
自	 2019年年初起，政府和醫管局實施撒瑪利亞基金及關愛基金醫療援
助項目的經濟審查優化措施後，修訂了經濟審查所採取的「家庭」定義，
以及藥物資助申請中每年可動用財務資源的計算方法。

2021年4月29日推出進一步改良措施
在檢視上述優化措施的成效後，醫管局於本年進一步完善有關藥物資
助的經濟審查機制。具體措施包括：

優化措施的成果

✓ 獲批個案增加    

✓ 病人分擔費用減少

✓ 一至二人家庭 
 獲批申請個案的 
 百分比增加

所有申請人

每年可動用財務資源的計算方法

（每月家庭總收入 － 每月認可扣減項目）x 12  + （可動用資產 － 可扣減豁免額）x 50%

納入更多可扣減項目

✓正就讀全日制大專或以下級別的25歲	
	 或以下受供養子女之學費

✓贍養費開支

調整收入計算方法

以下項目不會被列入為收入計算：

✗		雙糧、年終酬金、花紅及酬金，以及	
	 安老按揭／保單逆按每月發放的款項

持續申請人（病人在過去十八個月內曾申請藥物資助並已獲批核）

修訂每年可動用財務資源的計算方法

    家庭每年的可動用收入 ＝（每月家庭總收入 － 每月認可扣減項目）x 80% x 12

•於認可扣減項目內扣除在公立醫院／診所就醫的醫療費用，包括在12個月內已支付療程的藥費
•如每月家庭總收入大於認可扣減項目，只計算病人家庭可動用收入百分之八十

簡化申請程序

病人曾接受經濟審查，並已獲批核藥物資助（首次申請）後，
再次申請藥物資助時如符合以下條件，可無需遞交文件接受
經濟審查，而繼續支付已獲批的分擔額 :

（i）不論分擔額，獲批後兩個月內再次申請；或

（ii）每年分擔額不多於 $2,000，獲批後十八個月內再次申請

想了解更多有關申請各項醫療援助
申請時的注意事項，可瀏覽於醫管
局網頁及社交平台的動畫片段。

醫療費用援助 覆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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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與潘小姐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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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martpatient.ha.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