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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委改革各不相讓
專業自主VS增透明度

-今日香港 + 公共衛生醫務委員會的改革未能在上屆立法會
會期內完成審議，預計在今屆立法會正
式開始運作時，政府便會再次遞交草
案。然而，社會似乎對於醫委會改革方
案內容仍未達成共識，部分醫生團體對
於醫委會改革仍然抱持一定程度的質
疑。

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

■Henry Law 資深通識科教師

議 題 探 索
今日香港（按教育局指引）
探討問題：香港維持或改善居民的生活素質的發展方向如何？
．香港居民對不同層面的生活素質的優次有什麼不同看法？
．哪些方面的生活素質被視為最重要？哪些被視為最急切的需要？
什麼人可作出相關的決定？為什麼？
．不同人士或機構能為維持或改善生活素質作出什麼貢獻？有什麼障礙？在
沒有清除障礙的情況下，哪些群體最受影響？

公共衛生（按教育局指引）

■醫務委員會的改革尚
未完成審議。
未完成審議
。圖為公立
醫院病房。
醫院病房
。 資料圖片

探討問題：科學與科技在何等程度上可以促進公共衛生的發展？
．社會各界、政府及國際組織在維持及推動公共衛生方面會面對什麼挑戰？

新 聞 背 景

增業外代表 建議爭議大

醫務委員會負責香港醫生的註冊與規管，當中涉及就註冊醫生的投訴
進行聆訊和紀律處分程序，體現醫學界專業自主的獨立性質。可是，醫委
會的組成和運作存在不少為人詬病的地方。
其一，目前醫委會組成以執業醫生為主，28 名委員中有 24 名，被質疑
為「醫醫相衛」，在處理醫療事故失責時有欠公正；其二，醫委會接獲的
投訴個案日益增加，根據政府文件可知，投訴個案每年平均約 500 宗，因
為人手不足情況下令到個案積累未能處理，現今積壓了 900 宗個案，其中
著名藝人張崇德和劉美娟夫婦案例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因為他們前後共用
9年時間才能夠完成關於其兒子夭折的醫療事故投訴。

高永文：增認受性 醫生：降低自主

故此，政府早前建議的方案新增 4 名由政府委任的業外代表，以及兩名
由醫學專科學院委任產生的代表。4 名業外代表有 3 名會是病人組織選
出，剩下1名是消委會代表。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指，改革後的醫委會可以增加認受性和透明
度，同時亦可以提高醫委會處理投訴的效率。
然而，反對的立法會議員和醫生組織，卻質疑此舉降低醫委會專業自
主的性質，因為改革後業界推選產生和政府委任的比例由6:1降至3:1。另
外，亦有質疑聲音將爭議「泛政治化」，指擔心政府藉改革「控制」醫委
會。

政府：矛頭指向內地醫生無根據

雖然是次改革並沒有涉及執業試的改動，但有醫生聲稱「懷疑」改革
令到政府更容易引入外地醫生，既影響本地醫療質素，亦衝擊本地醫生就
業機會。
有關更容易引入外地醫生的說法雖然並沒有根據，但卻將醫委會改革
牽扯得更廣，部分反對聲音將矛頭指向內地註冊醫生。由於現今香港社會
分化嚴重，同時，部分人的排外意識日益高漲，當反對者將議題聯繫上內
地醫生有機會來港執業，引起輿論關注。
政府屢次重申，質疑者無憑無據，因為醫委會新增的其中 3 名代表是由
病人組織選出，政府根本無從干預。再者，當務之急應該是解決醫委會面
對的困境，包括公信力和投訴積聚問題。

■高永文指改革後的醫委會可以增加認受性和透明度
高永文指改革後的醫委會可以增加認受性和透明度。
。

模 擬 試 題
請先閱讀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 A

資料 B

社會之所以強烈要求改革醫委會，原因在於醫委會一向予外
界「醫醫相衛」的印象，處理病人投訴進度之緩慢令人難以接
受。歌手張崇德及藝人劉美娟的兒子夭折的投訴，醫委會前後
歷時 9 年才解決。如今涉及醫生的投訴個案越來越複雜，處理
需要時間越來越長，已經積累大約 900 個案例，等候聆訊的案
例通常要等兩三年，由投訴到聆訊至少要四五年。
因此，改革醫委會、加快處理投訴的訴求日趨殷切。若改革
醫委會的條例草案不能通過，公眾對醫委會、對醫生的不滿將
進一步上升。

立法會恢復二讀《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但辯論3
個半小時後，終因會議廳人數不足，流會收場。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對大會再次流會表示遺憾，指議員昨日點算人數 15
次，浪費議會 3 個半小時，呼籲議員以負責任精神履行職
務，認真審議及通過法案。
醫學界議員梁家騮在會上表明將就草案提出中止待續，其
間他曾最少 5 次提出點算法定人數，並於 5 時 30 分正式提出
中止待續議案，認為業界及公眾對草案仍有很多憂慮，當局
需向業界及公眾解釋。

想 一 想
(a) 資料 A 反映香港正面對什麼公共衛生風險？解釋你的答案。

（4 分）

(b) 參考資料並就你所知，政府在推動醫委會改革時，面對哪些困難？

（6 分）

題 目 拆 解
(a)題拆解：題目屬於風險分析題，學生可以視作影響題作答，
主要從資料 A 顯示的時事推論出如何影響香港人的健康水平
和醫療系統，繼而延伸至公共衛生風險。

參 考 答 案
(a) 題參考答案
資料

延伸說明

投訴進度緩慢

醫療事故出現後未有即時或盡早處理，令到涉嫌醫
療失德和有違專業操守的醫生可以繼續執業，有機
會造成接二連三的醫療事故，危害港人健康。

醫護人員公信力受質疑

醫委會的委員多為執業醫生，較少業外代表參與，
致使部分人產生「醫醫相衛」的印象，當審訊結果
引起輿論爭議時，可能會影響醫患互信關係。
(b) 題參考答案

分析角度

推論

持份者分歧

政府、病人組織和業界各持己見，難以就方案達成共識。政府
認為改革有其必要性，能夠增加醫委會公信力和透明度；業界
則質疑改革損害專業自主，同時，擔憂政府可能長遠會干預海
外醫生執業試，影響本港醫療水平。

通過方法

議案需要經過立法會審議和表決通過，政府有機會面對議員以
冗長發言或點人數的方法拉布，令到議案難以獲得通過，如資
料所示，醫學界議員的點人數要求致使立法會流會。

管治威信

資料所示市民大眾對於方案有一定憂慮，反映政府自身的管治
威信不足會難以令到市民信任，當議題牽扯到政治範圍便會引
起公眾疑慮，增加反對聲音和輿論壓力。

資料圖片

概 念 鏈 接
泛政治化：將屬於經濟或民生領域的議題加入政治因素，變成政治問題。

釐清持份者 再探醫療系統

醫委改革，亦即「醫務委員會改革」議
案。今年 6 月立法會就《2016 年醫生註冊
（修訂）條例草案》進行二讀三讀。不
過，醫委改革極受爭議，引起了「拉
布」，在立法會會議法定人數不足下流
會，最終未法通過議案。

行內外意見須平衡
同學宜詳細了解相關議題，才能就此作
出討論，並不能單靠「吹水」。反對草案
有各式各樣的原因，例如有人認為：政府
操控醫委會、降低海外或內地註冊醫生的

星期一

引入門檻、醫院服務質素下降、私家醫生
的利益受損等……以下將就兩個方向，與
同學一同思考。
其一，醫委會成員的組成。修訂後全體
委員增至 32 人，詳細改動細則，同學可
自行深究，簡單而言，將多了消委會代表
1人及病人權益組織代表3人。
有人認為此舉能提高醫委會審議醫生涉
嫌失德的效率，增加醫委會的透明度，減
少市民對醫委會的誤解。不過言下之意，
「傾向支持醫生利益」的人數好像將會略
少於一半。行內人專業意見與業外人士意

．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百搭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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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見能否做到平衡？

憂外地醫生搶飯碗
另一方面，有關招聘外地註冊醫生的方
案。有人認為在現今醫療服務緊張的需求
下，可引入外地註冊醫生（此類醫生於合
約期內在指定醫院工作，不可私人執
業）。
然而，背後會否仍對本地醫生構成競爭
問題？2012 年政府大幅增加醫科生名額
至 420 人， 2018 年學位醫生供應增多。
將來會否依然會出現本地醫生供應不足？

星期三

．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百科啟智

若本地醫生供過於求時，是時需要減少學
位數目嗎？這些問題將成為醫學界持份者
一大考慮。
總括而言，醫委改革及草案牽涉到多個
各持份者的意見及利益。改革意味着現有
醫療系統存在問題，當中存在什麼問題？
應用什麼方法解決？此草案能否有效解決
問題？同學就此議題搜集資料時，宜全面
地細閱不同持份者的意見，這樣才能完整
地了解議案的利弊。
■劉穎珊 文憑試通識科5**狀元、中大中
文系畢業生、中大中學中文教育文憑在讀

星期四

．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

■香港醫學會機構建議醫委會秘書處訂立服務
承諾。
資料圖片

■醫委會改革涉及多個持份者。

延 伸 閱 讀

尖 子 必 殺 技

(b)題拆解：題目屬於政策困難題，學生必須展現換位思維，代
入政府角度分析在推動政策時可能遇到的困難，答題切入點
包括政策諮詢難度、持份者分歧、政策通過難度和政府管治
威信等。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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