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娩套餐非全包
私院加費近五成
預訂1.7萬結賬變7萬 周一嶽促增透明度

A6 責任編輯：姚逸民 2011年12月16日(星期五)重 要 新 聞
T O P  N E W S

社
評

W
E

N
 W

E
I 

E
D

IT
O

R
IA

L

外匯基金派發第三季成績表，錄得投資虧損408億

元，為去年第二季以來首次錄得虧損。面對歐美債務危

機持續惡化，環球股市大幅調整，外匯基金也難獨善其

身，出現虧損也算是非戰之罪。不過，環球經濟形勢不

斷轉變，外匯基金的投資比重也不能一本通書讀到老，

必須因應時勢作出檢討。事實上，歐債危機並非一時三

刻所能夠解決，隨時有連環爆煲的風險，金管局理應未

雨綢繆，適當調低歐洲債券這一類高風險債券的比重。

同時，金管局也可參考新加坡等國經驗，將外匯基金分

門別類管理，除了以往投資的債券股票外，還可加入黃

金等不同資產，令投資組合更多元化。

外匯基金第三季錄得較大虧損，主要原因是美國及

歐洲爆發主權債務危機，其中歐債危機更有火燒連環

船之勢，加上歐盟多國至今仍未能提出解決歐債的方

法，導致全球股票市場急挫，歐元匯價更是持續下

滑，拖累外匯基金在股票及匯價上錄得大額虧損。當

然，環球市況非金管局所能控制，不少投資基金都在

這一輪金融危機中損失慘重，甚至遭到沒頂之災。

應該看到，目前外匯基金將絕大部分資金投放於債

券市場，特別是美債及歐債等，雖然第三季債券價格

上升，令外匯基金從中錄得462億元盈利，但不代表投

資債券就是萬無一失。相反，隨 歐債危機的深化，

歐洲多國近期所拍賣的國債孳息率屢創新高，反映市

場對於歐債的憂慮正在加深，令孳息率不斷上揚。現

時增持歐債無疑可得到較高息率，但承擔風險也不

小，就如早前希臘因無力還債要將主權債務大幅減

值，令債權人損失慘重便是一例。鑑於歐債危機不知

伊於胡底，金管局不能僵化地根據一貫的投資比重而

繼續增持相關資產，反之應對所有資產作出全面的風

險評估，因應最新經濟形勢定期檢討組合，以保障投

資回報。

雖然說，外匯基金主要目的是保持貨幣穩定並為貨

幣基礎提供支持，在投資上應以穩健為重，但是，本

港的庫房同樣可以從外匯基金的盈利中分紅，提升外

匯基金的回報對於社會民生也有裨益，況且以目前外

匯基金的儲備已足夠為貨幣基礎提供支持有餘，金管

局沒有理由繼續將大部分資金都投放在債券市場之

上，回報有限之餘，隨時會被歐美債務危機殃及池

魚。新加坡現時就是將收入分開三個部分來投資管

理：一份由新加坡金管局作最保守的投資，一份由政

府投資公司作環球長線分散投資，最後一份則交由淡

馬錫去爭取較高回報。本港也應借鏡新加坡的經驗，

將外匯基金的主要部分作穩健投資，而撥出10%作不

同類型的投資，如黃金、石油甚或是投資大型基建

等，既可完善目前的投資組合，對於本港的經濟發展

也有推動的作用。 (相關新聞刊A8版)

消委會調查發現本港9成私家醫院的分

娩套餐過去一年都曾加價，加幅最高的接

近5成；又指私院收費透明度不足，使消

費者失預算。本港大部分私院用非牟利團

體註冊，一方面享受免稅、免地租的優

惠，另一方面卻亂收費、賺到盡，特別是

利用內地人湧港產子趁機大幅加價，牟取

暴利，更毋須向公眾交代財務報告及利潤

用途。政府必須修改落後的法例，加強對

私院收費、盈利及財政狀況的監管，增加

收費透明度，加強對消費者權益的保障。

私院收費欠缺透明度，早已為市民詬

病。近期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倍增，私院分

娩服務供不應求，加價情況更是變本加

厲。不少分娩套餐均沒有列清價目，或向

準父母解釋清楚套餐涵蓋的服務範圍，出

現「突然加價」的情況司空見慣。有孕婦

原選用1.7萬元的套餐，「埋單」時卻被

收取7萬元，雜費高達5.3萬元，當中包括

大筆不明所以的「行政費」，就連紗布也

要額外收費。私院濫收費，本港市民及內

地人均深受其害。消委會今年接獲涉及私

家醫院分娩服務的投訴大增，今年首11個

月已有26宗，比去年大升近8倍，主要涉

及突然加價、收費不清及過高。

現時12間私家醫院中有10間用非牟利團

體註冊，受稅務條例豁免交稅，且佔用的

地皮幾乎都是政府免費或只收象徵式費用

批出。本港規管私院的《醫院、護養院及

留產院註冊條例》於1936年制定，最近一

次大幅修訂已經是1966年。該條例並無規

管私院收費、盈利及財政狀況的條文，即

使部分私院儲備豐厚，多達25億及24億，

每年賺數以億元計盈利卻頻頻加價，政府

亦不奈之何。顯然，監管私院的條例已經

不合時宜，政府有必要盡快修訂法例，令

條文適用於當今社會，達到有效監管私院

的目標。美國去年通過的醫療改革，加強

對非牟利私院的監管，以監察非牟利私院

的服務是否配合社區需求，及私院是否落

實其承諾的服務，對違規者給予懲處。本

港應該借鏡海外監管私院經驗，要求非牟

利私院公布財政及資金用途，增強收費透

明度，防止收費的黑箱作業，促使私院撥

出合理的資源回饋社會。

(相關新聞刊A6版)

外匯基金應適時調整資產比重 私院濫收費須修例監管

消委會接分娩投訴增8倍
消委會今年接獲涉及私家醫院分娩

服務的投訴大幅上升，首11個月已有
26宗，較去年全年的3宗高出近8倍；
2009年全年亦只有2宗投訴。26宗個
案當中，22宗涉及「坐地起價」、收
費不清或過高等問題。
投訴人林先生的內地妻子預訂一間

私家醫院的剖腹分娩套餐，並在今年
6月分娩，套餐訂價1.7萬元，連同醫
生費院方預算4.5萬元，但出院時才
發覺收費高達逾7萬元，包括院方未
曾提及的1.5萬元行政費。除了行政

費外，醫院更額外收取了1,800元治
療護理費及1,200元化驗費。
另外，套餐以外的嬰兒護理收費，

宣傳單張訂明只需1,000元，最終卻
收取逾3,000元，加上林太曾應醫生
要求，提前1小時分娩，被醫院界定
為緊急分娩，額外收取5,000元附加
費。

僅首1小時全包其餘另計
另一投訴人蔣太今年6月在一間私

家醫院選擇3天2夜的自然分娩套餐。
宣傳單張列明收費包括胎兒監察器，
及至結賬時才知有關服務只是首1個

小時「全包」，由於她作產了5小時，
結果需就此多付1,500元。此外，由
於分娩過程於半夜結束，後又被醫院
收取500元非辦公時間附加費；就連
她在分娩過程中使用的靜脈輸液及紗
布，亦被分別收取588元及66元。

用奶泵及丈夫陪產另收費
消委會指出，大多數私家醫院會按

不同時段，就使用手術室作緊急剖腹
分娩及擇時辰剖腹分娩，收取附加
費，前者由1,500元至42,950元不等；
後者則由3,000元至65,000元不等。而
不少在分娩過程中或會使用的服務，
如使用奶泵機及丈夫在產房或手術室
陪產等，亦不一定包括在私家醫院的
套餐收費內。

消委會促清晰交代細節
消委會宣傳及社區關係小組主席何

沛謙指出，醫院有責任提高收費透明
度及向準父母清晰交代收費細節，否
則會令父母失預算，易生爭拗。
周一嶽昨在一個公開場合上指出，

私家醫院應詳細列明醫生收費及增加
收費的透明度，套餐收費不應「逐件
計算收費」，當局正檢討沿用多年的
私家醫院法例，要求全面提升收費透
明度。
私家醫院聯會主席劉國霖則稱，分

娩過程非常複雜，變數多，套餐根本
無法涵蓋所有費用，「所有套餐說的
價錢只計算基本費用，期間使用了甚
麼服務會另行計算」。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聶

曉 輝 、 陳 寶

瑤）消委會最
新調查發現，
香港9間私家
醫院的分娩套
餐在過去一年
半內平均加價
2.8%至48.9%
不等，與公營
醫療服務價格
越拉越遠。有
投訴人表示，
去年初已預約
去年8月的產

科分娩服務，並繳付6,000元按金，直至7月
突然收到醫院實施新收費的通知，由原先預
計收費4萬元，「坐地起價」25%至5萬元。

內地孕婦公院套餐3.9萬
目前，內地產婦在預約下使用香港公立醫

院的分娩服務，套餐收費3.9萬元；若未有預
約到急症室分娩，套餐收費為4.8萬元；本地
孕婦則收取每天100元的住院費。消委會調查
發現，調查涵蓋的10間私家醫院當中，只有
養和醫院沒有在過去一年半內調整價格。
以本地產婦為例，消委會與去年的調查比

較，按相同住房級別、住院日數計，9間有調
整收費的私家醫院，其自然分娩套餐(包括嬰
兒護理)收費加幅由6.5%至48.9%；剖腹分娩
套餐(包括嬰兒護理)收費增幅則由2.8%至
45.4%，兩者俱以寶血醫院加幅最高。

寶血產婦嬰兒分開收費
投訴人趙太今年2月初到一間私家醫院預訂

今年8月的床位分娩，並繳付6,000元按金，
之後一直定期到醫院產檢，及至7月初才被通
知，新分娩收費於7月中生效，她需繳交的費
用由4萬元增至5萬元。
趙太表示，早在預留床位時已問明收費，

認為符合預算才付按金，豈料臨盆在即，別
無選擇下被逼要多付一筆開支，批評做法不
公。
調查又發現，寶血醫院將婦產護理服務及

嬰兒護理服務分開收費，選擇分娩套餐的消
費者必須參加「嬰兒護理計劃」；荃灣港安
醫院將「剖腹分娩計劃」由原先的5天4夜改
為4天3夜。有3間醫院表示，無論是分娩套餐
或額外服務開支，均按產婦入院分娩當日正
生效的價目收費；此外，部分醫院不設按金
退還，部分只會在特定情況下退回部分按
金。

消委會批評違套餐原意
消委會總幹事劉燕卿批評，產婦選用分娩

套餐是希望能掌握收費，如醫院在收取訂金
後仍收取新價，可能影響設立「套餐」的原
意。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認為，私家醫院

基於通脹等因素加價，但院方在定價時，必
須照顧市民的利益。他又表示，醫管局正研
究，如果營運成本上升，內地孕婦到公立醫
院分娩的收費可能會提高。

私院聯稱加50%算克制
私家醫院聯會主席劉國霖則辯稱，今年初

至今醫療用品成本平均加幅逾10%，包括綿
花、藥物及針筒等，藥物成本更已加價2次，
加上今年工資上漲最少7%，電費、裝修及培
訓成本亦不斷增加，分娩服務加價50%亦已
相當克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內地孕婦湧港產子，多間私家醫院的分娩服務「坐地起價」，

甚至巧立名目收取附加費，港人同樣受累。香港消費者委員會一項涵蓋10間香港私院的調查

發現，有90%醫院的分娩套餐在過去一年半內曾加價，最高加價48.9%，而聲稱為「全包」的

分娩套餐亦名不副實，「話加就加」，部分更要收所謂「行政費」，就連紗布也要額外收費，有

孕婦原預訂1.7萬元的套餐，「埋單」時卻被收取7萬元，雜費高達5.3萬元。食物及衛生局局

長周一嶽認為，私院有必要提高收費透明度，避免出現套餐收費跟實際結賬差距太大的情況。

項目 各私家醫院收費（元）

丈夫陪產 500至1,760

使用胎兒監察器 1,000

使用真空吸引器 500至1,300

使用硬膜外麻醉 4,500至12,600，或按小時收費

使用吸乳器或奶泵機 300至600（每天）

使用初生嬰兒人工呼吸器 1,200至12,000（每天）

項目 各私家醫院收費（元）

使用嬰兒的溫箱護理 300至1,990（每天）

使用嬰兒的光線療法 200至2,520（每天），或按照
燈數目計

緊急剖腹分娩 1,500至42,950

擇時辰剖腹分娩 3,000至65,000

資料來源：消委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私家醫院分娩套餐種類多，收費亦迥異。消委會提醒選
擇服務時，應先了解收費詳情，避免爭拗。 資料圖片

私家醫院產科套餐收費（部分）
私家醫院 自然分娩（按年加幅） 預約剖腹分娩（按年加幅）

嘉諾撒醫院（3日2夜） 15,750元至48,200元（20%至20.2%）（3日2夜） 19,950元至56,800元（20%至20.2%）

浸會醫院 （4日3夜） 20,800元至48,000元（27%至31.1%）（5日4夜） 23,000元至55,000元（26.8%至31.1%）

寶血醫院 （3日2夜） 17,800元至39,800元（#43%至48.9%）（4日3夜） 20,800元至47,800元（#34.7%至45.4%）

聖保綠醫院（3日2夜） 17,800元至46,800元（6.5%至12.7%）（4日3夜） 19,800元至51,800元（2%至5.3%）

註：#包括2,500元「嬰兒護理計劃」收費

■香港某些私家醫院將產婦服務和嬰兒服務分開收費。 資料圖片

部分及不在分娩套餐內的項目收費

公
私
醫
院
收
費
越
拉
越
遠

■消委會調查發現，9間私
家醫院的分娩套餐在過去一
年半內加價2.8%至48.9%。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