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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為本  緊密無間
代表20多個病友組織共70多位病友出席了醫院管理局於2009年12月11日
舉行的交流會，就醫管局服務發表意見。醫管局策略發展總監羅思偉醫生
感謝各病友組織對醫管局的長期支持。

會上羅醫生分享了一些醫療事項的發展。首先，未來一年醫管局會詳細
檢討公立醫院兒科服務，藉以制訂長遠規劃，以配合特區政府規劃
兒科卓越醫療中心。其次，「智友站」自推出以來點擊次數超過
180萬，未來「智友站」將開設「智友心」環節，邀請病友分享
抗病經歷，鼓勵其他患病者積極面對疾病，並進一步體現病友與
醫管局之間的衷誠合作。

撒瑪利亞基金資助項目最近新增兩種藥物及擴大四種藥物
的臨床適應症；新引入項目共涵蓋五種臨床適應症(見表)。
醫管局聯網運作署理總行政經理楊諦岡醫生表示，預計每年
有額外800名病人受惠於新增資助藥物，而本年度會有400人
受惠；醫管局會繼續聯絡前線醫生及參考專家意見，考慮把
更多被確認有效的藥物納入安全網。

對於醫管局增加基金資助項目，病友組織代表表示歡迎。除
關注基金資助範圍外，代表希望在調整資助項目的過程中有
更多參與。楊醫生表示，醫管局除直接與病友組織會面，了解
病人實際需要外，亦透過接觸前線醫生，獲知病人對藥物的
要求及用藥情況，但在調整資助項目時，仍需參考專家對藥物
安全性及效用的意見。楊醫生同意多溝通的發展方向。

1.	 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強直性脊椎炎/幼年
特發性關節炎/牛皮癬關節炎的依那西普	
(Etanercept)

2.	 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 /強直性脊椎炎 /
克隆氏症	(節段性迴腸炎)	 /牛皮癬關節炎的
因福利美	(Infliximab)

3.	 治療白血病/胃道基質腫瘤/急性淋巴細胞白
血病的伊馬替尼	-	即「加以域」	(Imatinib	
i.e.	Glivec)

4.	 治療結直腸癌的依立替康	(Irinotecan)
5.	 治療惡性淋巴瘤/抗藥性類風濕關節炎的利妥
昔單抗	(Rituximab)

6.	 治療腫瘤細胞上有過度HE R 2表現之
轉移性乳癌/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
蛋 白 質 陽 性 早 期 乳 癌 的 曲 妥 珠 單 抗	
(Trastuzumab)

7.	 治療第三期結腸癌術後輔助化療的草酸鉑	
(Oxaliplatin)

8.	 治療後期頭頸鱗狀細胞癌的西妥昔單抗
(Cetuximab)

9.	 生長激素
10.	干擾素

紅色項目為2009年12月1日起新納入基金安全網的項目。

撒瑪利亞基金
撒瑪利亞基金設立於1950年，目的是向有需要的病人提供經濟援助，以應付	
一些治療過程中需要、但超出醫管局一般資助範圍的指定「自資購買醫療
項目」，包括極度昂貴藥物或新科技的費用。根據沒有人會因為經濟問題，而得
不到適當的醫療服務的理念，基金希望為有需要的病人儘量提供經濟援助。

香港將踏入流感高峰期，羅醫生呼籲病友積極參與疫苗注射計劃，
並提醒他們保持衛生，齊心對抗病毒。

當晚交流會的討論內容分別有撒瑪利亞基金最新引入資助項目、
「病人自強計劃」和為腎病患者而設的「共析計劃」，以及「病人
滿意度調查」的工作進度。病友就各項目內容提出建設性的意見。

撒瑪利亞基金引入新資助項目

病人為本  緊密溝通

撒瑪利亞基金現時資助的10項自費藥物



醫管局於2010年推出「病人自強計劃」及「共析計劃」社區血液透析
治療試驗計劃，透過與社區伙伴及私營機構合作，協助病人提升自我
照顧的能力。醫管局綜合護理計劃總行政經理鄭淑梅於09年12月的
醫管局與病友組織交流會上，向病友簡介該兩項計劃。

鄭淑梅解釋，「病人自強計劃」是一項慢性疾病管理計劃，為參加者提供
針對個人病患的綜合課程。課程分兩部分，一部分是學習疾病的知識，以
配合醫生的治療；餘下部分以小組形式進行，參加者學習自我調節、管理疾病，
以及改善生活質素和自我形象。

至於「共析計劃」，是為腎病患者而設，目的是加強血液透析服務，鼓勵
病人在社區中接受治療，提升自我照顧能力並融入社會。

會上病友對兩項計劃成效的評估、服務提供者的質素和監管，以及計劃的
延續性等方面表示關注。

鄭淑梅回應說，兩項計劃的服務提供者均為非政府組織，經公開招標及
嚴格的評審而甄選出來。對於「病人自強計劃」，醫管局會不時派員到
課程中心巡視，以確保服務質素。由於該項計劃由政府資助，醫管局會
邀請學術機構參與評估計劃成效，並向政府匯報。

「共析計劃」方面，醫管局除派員巡視社區血液透析中心外，亦會透過電腦平台，監察服務提供者的運作情況
及服務質素。至於為期三年的試驗計劃結束後會否延續下去，鄭淑梅表示，如計劃成效良好，醫管局會與
政府磋商繼續推行，即使計劃未能延續，醫管局亦會加強血液透析服務。

「病人自強計劃」及「共析計劃」
病人自強計劃 共析計劃

•	慢性疾病患者 •	病情合適的腎病患者

•	與非政府機構合作，提供針對個人病患的綜合自強
課程

•	邀請病人到社區血液透析中心接受血液透析治療

•	於2010年2月起分三階段推出
•	來年首階段為2型糖尿病和高血壓患者在醫管局轄下
香港東及新界東聯網推行

•	未來三年在全港九新界推出，並涵蓋更多慢性疾病

•	由2010年起推出為期三年的試驗計劃

•	醫管局分階段邀請病人參加
•	病情穩定的長期病患者可經公營門診或私家醫生轉介
•	非政府機構在醫管局同意下或會象徵式收費
•	課程完成半年內機構會以電話方式跟進參加者情況

•	醫管局邀請腎病病人到社區血液透析中心接受
治療

•	參與屬自願性質
•	費用與醫管局的收費相同
•	覆診、藥物、定期檢查等服務繼續由醫管局提供

•	首階段：2型糖尿病和高血壓患者
	正在醫管局轄下普通科門診診所、家庭醫學專科
門診接受治療的病人
	參與「慢性疾病管理共享計劃」的病人

•	下階段：其他慢性疾病患者或在私營醫療機構接受
治療的長期病患者

•	正在醫管局轄下設施接受血液透析而病情穩定的
病人

•	新發現末期腎病而因其他醫學原因不能接受腹膜
透析的病人

•	正接受腹膜透析但有治療失效風險的病人

對象

內容

合適參加者

計劃安排

推行時間

醫管局多項計劃
助病人邁步健康路



為全面了解病人需要，制定適切的醫療服務政策，
醫管局正分階段在全港25間設有急症及延續護理
服務的公立醫院進行一項大型的「病人服務滿意度
調查」，以抽樣方式調查病人在接受治療的經歷、
感受、對服務的意見和滿意程度。

在09年12月舉行的醫管局與病友組織交流會上，
醫管局病人關係處總行政經理黃婉芳就「病人
服務滿意度調查」作簡介。她表示，進行全面的病人
意見調查以改善服務乃國際趨勢。一直以來，雖然
大部分公立醫院已慣常自行進行病人滿意度調查，但
這次是醫管局及在亞洲首次進行此類大型調查，目的
是為醫管局服務建立完備制度、優化質素評審標準、
制定病人意見調查機制，以及鞏固重視服務質素的
核心價值與文化。

「病人服務滿意度調查」由醫管局病人關係處統籌。
過去一年，由7個醫院聯網及病人組織代表組成的
專責小組一直參與策劃有關工作，而醫管局已委託
中文大學(中大)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進行這項
調查。意見調查分兩個階段，首階段為制定病人服務
滿意度調查工具，並於09年12月開始進行驗證調查，
訪問500位病人。第二階段將於2010年第二季展開，
屆時會訪問5,000位病人作全面調查，得出的數據
資料會由中大加以分析，然後與聯網進行討論及制定
有關的服務改善計劃。	

黃婉芳稱，中大已完成問卷設計，而醫管局職員亦已
於09年12月中開始以隨機抽樣方式，致電聯絡被選中
的病人。在取得病人的同意後，醫管局會把病人的
資料交予中大研究人員，以便進行獨立的問卷調查。

參與「病人服務滿意度調查」的醫院：
香港島：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醫院，瑪麗醫院，東華醫院，東華東院，律敦治醫院，葛量洪醫院

九龍：	伊利沙伯醫院，九龍醫院，將軍澳醫院，基督教聯合醫院，明愛醫院，廣華醫院，
仁濟醫院，瑪嘉烈醫院，佛教醫院，靈實醫院，聖母醫院，黃大仙醫院

新界：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沙田醫院，大埔醫院，北區醫院，屯門醫院，	
博愛醫院

與時並進 改善服務
醫管局展開
  病人服務
 滿意度調查

黃婉芳強調，病人在調查過程中提供的資料將會
保密及只用作研究用途。不論病人是否參與調查，
又或他們所提出的任何意見，都不會影響他們日後
使用醫院服務。黃婉芳呼籲病友組織支持及積極
參與「病人服務滿意度調查」。她表示，除了這次
簡介會外，亦會陸續向醫院前線同事作詳細介紹，
以便醫護人員對這項調查有更深入的了解。

服務便捷程度
入院及病床輪候時間、臨床護理人員服務
回應時間
實際環境
衛生情況、食物質素、私隱保障、環境
舒適度

如何處理不滿
職員及機制的回應與處理

人際關係
病人是否受到尊重、職員的態度

臨床治療的協調工作
醫患溝通、病者個人需要的關注、所提供
的治療與護理資訊、痛楚及不適的處理、
出院及覆診安排等

?
?
?
?
?

調查將探討病人對公立醫院
服務下列範疇的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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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醫院管理局參照本地及國際專家意見，合併兩間肝臟移植中心，將肝臟移植手術集中於瑪麗醫院 

進行。此舉是為了集中專業醫療技術、提升醫療成效、確保病人得到公平的服務、確保服務的成本

效益，最終惠及廣大市民。醫管局首先將兩間移植中心的輪候名單合併，並於 2003 年 7 月成立肝臟

移植中央輪候名冊。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中央輪候名冊是根據客觀醫學準則，評定病人輪候屍肝的先後次序，以達致下列目標： 

 

* 貫徹公平原則，將肝臟分配給最危急、最迫切需要移植的病人 

* 有效管理捐贈的肝臟 

* 確保醫生以病人的福祉為首要考慮，就醫療判斷達成共識 

 

評分系統評分系統評分系統評分系統（（（（捐贈器官的分配準則捐贈器官的分配準則捐贈器官的分配準則捐贈器官的分配準則）））） 

 

系統依據每位病人醫療狀況的緊迫性計算出病人的致命風險值 (即在器官移植前的死亡機會率)， 

以每位病人的風險數值高低排列輪候次序。此評分系統是沿用國際公認的 MELD（末期肝病 

風險計算模式 )，適用於成年病人及十二至十七歲的兒科病人及 PELD（兒童末期肝病風險 

計算模式）系統，適用於 12 歲以下兒科病人，以客觀的臨床醫療數據計算出數值，代表病人在 

三個月內的死亡風險。MELD/ PELD 值愈高顯示病情愈危急，分數最高的病人會獲優先換肝。 

 

對於肝癌二期的成人患者，等候肝臟移植的 MELD 計分方法作了適當的調整。在肝癌患者等候肝臟

移植的名單上，等候時間滿六個月，肝功能正常或 MELD 計分小于 18 分，而腫瘤沒有惡化，基本

MELD 計分為 18 分，隨後每三個月增加 2 分；若肝功能異常，基本 MELD 計分按肝功能損害程度

計算( MELD>18)，隨後每三個月增加 2 分。 

 

MELD / PELD 依據的客觀醫學根據依據的客觀醫學根據依據的客觀醫學根據依據的客觀醫學根據：：：： 

 

MELD 
PELD 

 

*  血清膽紅素 

*  血清肌胺酸 

*  血凝時間國際  

    標準化比值 

*  適用於成年病人及 

 十二至十七歲兒科病人 

 

 

* 與 MELD 相若，因考慮兒童生長的特殊  

需要，使用稍微不同的準則 

* 適用於 12 歲以下兒科病人 

 

 

MELD  = [0.957 x Loge(  / ) + 0.378 x Loge(  / ) +1.120 x Loge(
) + 0.643] x10 

 

 
PELD  = {0.480 x Loge(  / )  + 1.857 x Loge(

)  - 0.687 x Loge(  / ) + 0.436 (
 

 
1 24 ) + 0.667 (

)} x 10 

 
 

醫管局對等候肝臟移植的MELD(成人末期肝病風險計算模式)計分方法作了適當調整，由2009年
10月開始，肝癌二期成人患者在肝臟移植輪候名單中可獲優先次序的考慮。

香港原有的捐贈屍肝分配制度是根據MELD的評分，以病人移植前的病情危急性及死亡風險為主要
的計算數據，但並未有將肝癌病人和非肝癌病人的換肝機會看齊。

由於屍肝移植令肝癌病人有極大的存活成效，故新計分方法參照了美國UNOS
的肝臟分配系統而加分給二期肝癌病人，令這些病人可受惠於屍肝移植。

醫管局於推行新制度前曾諮詢有關病人組織。09年9月中廣華醫院外科部
部門主管葉維晉醫生、瑪麗醫院肝膽胰外科及肝移植外科部顧問醫生吳國際
醫生，以及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兼大埔醫院醫院行政總監鄭信恩醫生，
特別約見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主席和執委，簡介新計分方法及聽取意見。
肝康會對新機制表示贊同，認為可讓更多肝癌病人進入安全網。

更新了的評分方法一方面縮短肝癌二期患者的輪候時間，同時善用社會熱心
人士捐贈的肝臟，讓更多病人受惠，亦不會影響現時的肝臟移植輪候者。
要了解有關詳情，大家可進入智友站（www.smartpatient.ha.org.hk）並
依據以下途徑閱覽相關資料：

主頁>了解其他疾病>	12.其他>肝臟移植中央輪候名冊
主頁>了解其他疾病>	12.其他>肝癌病人輪候肝臟移植資訊

醫管局與時並進，更新服務文化，事事以人為先，以達致	
「與民攜手，保健安康」的使命。

在醫管局的服務新文化裡，我們尤其關心市民大眾的安康，	
因此我們特別開發了「智友站」(www.smartpatient.ha.
org.hk)，為廣大市民及病友提供多元化的健康訊息，過程中
與病友組織緊密合作，充份體現醫管局的使命。

期望新的願景、使命及核心價值，為醫管局服務的規劃、
發展及實施提供更強動力，充份發揮專業及團隊精神，加強
市民對我們服務的信賴。

齊來體現

肝臟移植新計分方法肝癌病人受惠

醫管局服務新文化內容

•願景•
市民健康、員工開心、大眾信賴

•使命•
與民攜手，保健安康

•核心價值•
以人為先、專業為本、敬業樂業、	

群策群力

醫管局服務新文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衞生部部長陳竺教授、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醫管局主席胡定旭先生
和行政總裁蘇利民先生與智友站統籌委員會成員和病友互助組織代表在智友站展板前拍照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