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特區政府早前推出的「支援計

劃」，資助正身處廣東省、卻因「控

關」而未能如常返港覆診的醫管局病人

到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覆診。昨日首批共

20名病人終於順利到該院求醫，惟他們

是極少數「幸運兒」，皆因計劃推出以

來共接獲近3,500份申請，醫管局的審

批卻極龜速，只有59人成功預約。港大

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專訪時解釋，該局審批程序過於官

僚，稍有手民之誤申請便推倒重來；最

大障礙是醫管局過分側重病人私隱，縱

然病人已簽署授權深圳

醫院向醫管局索取其病

歷，仍只獲一份簡短的

病歷記錄，深圳醫院醫

生須自行判斷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明其道、郭若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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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寵茂：
醫療一體化 港須用力「入灣」

昨日在港大深圳醫院
專為香港醫管局在粵港人
患者而設的諮詢台上，香
港文匯報記者遇到第三次
現場遞交資料卻「無功而

返」的港人耿阿姨，她無奈地對記者
說，「(香港公立醫院的)預約覆診紙真
的是找不到了，深圳又不能補辦，難不
成我無法申請了嗎？」記者採訪發現，
與耿阿姨一樣因資料不全而被拒的香港
患者不在少數，不少人因為資料不全而
遭拒，延誤了就診時間。
耿阿姨本月10日知悉「支援計劃」開

展後，翌日便專程到深圳醫院諮詢，
「第一次去，手機上填表就用了半個多
小時，快填完才發現沒有醫管局的預約
證明書，沒辦法只能回家找。」但耿阿
姨始終未能找到預約紙，不久後再次折
返醫院，在護士的指導下先將覆診日期
和相關信息手動記錄到App裏。
不過，等了幾天，她收到被拒的通

知，「理由是沒有提供預約紙照片。」
昨晨，她第三度來到醫院把難處反映給
醫院，盼醫院開「綠燈」幫她向醫管局
要求補發一份預約紙。
今年67歲的香港患者馮先生也直言，
App資料在填寫時，地址一欄的指示不

明確，「工聯會群友有的說寫香
港地址，有的又說內地地址就
行，我遞交的材料兩個都寫
了，也不知道符不符合規
定，現在還在等消息。」
港大深圳醫院助理院長樊敬

文表示，根據香港相關法律規
定，醫院是無權對患者所提交
的資料進行修改，但近日經過
院方與港方積極溝通後，目前
針對資料錯誤的問題，醫院已
在申請小程序裏增加一個授權
委託的條款，即日起提交申請
的患者，可以委託醫院對於他
們資料中輸入錯誤的部分予以
修正，相信經過一段時間磨合
後，審核通過率會有較大提
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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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人
資
料
不
全

遭
拒
致
延
誤
就
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
道）昨晨8時，55歲的香港在粵居民梁
先生準時到港大深圳醫院心內科看診，
成為「支援計劃」啟動以來首位就診患
者，他形容計劃是「及時雨」，深圳醫
院的檢查也比香港仔細，「在香港看
病比較簡單，見一見醫生，說沒什麼
問題就可以去拿藥了，深圳這邊反而
會做一些心電圖、抽血等更詳細的檢
查。」院方解釋，因為醫管局傳送的
電子病歷檔案中，關於患者的門診資
料、手術資料等全都看不到。同時，也
考慮到患者後續還需要多次覆診的情
況，遂開具了抽血、做心臟彩照、常規
心電圖等檢查。
港大深圳醫院醫療服務副院長李詠

梅教授介紹，深圳醫院醫生昨日於
「醫管局在粵患者專屬診室」等候患

者，而非讓患者奔波於不同科室，為
患者提供了實打實的便利，獲得了首
日就診患者的一致點讚。她說：「今
天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激動的日子，
我是一位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也是一
位醫生。受到疫情防控政策影響，深
港兩地來往產生不便，在醫療上也是
如此。『支援計劃』的開展，使得香
港患者在內地也能享受同質化的服
務，是一件利民的好事。」
曾在香港公立醫院接受通波仔手術

的梁先生原訂本月26日返港覆診，昨
日成為使用該計劃的首名港人病人，
他大讚便利：「以前返香港覆診需要
花費一整天，在深圳醫院只需要一兩
小時就完成，『支援計劃』對我來說
就是及時雨，對於滯留在內地的香港
人來說更是一件好事情。」該次覆

診，他一共花費人民幣639.3元，其中
100元診金自費，539.3元則由其「支
援計劃」中的2,000元額度內扣除。
港大深圳醫院助理院長樊敬文與心

內科顧問醫生吳旻表示，在為他看診
時發現，香港醫管局傳送的電子病歷
檔案資料不齊全，故為他重新進行詳
細檢查。樊敬文指出，由於香港重視
隱私等原因，目前在病例互通方面並
不能全部放開，所有專科醫生都是在
看診的當天才能看到患者的病歷。
「我們也只能像初診那樣，結合藥品
清單和患者的口述來看診。」
樊敬文希望運作一段時間後，能漸

漸建立香港患者在深圳醫院的就診資
料庫，「他們下次再來看病時也就很
簡單了，而不需要次次向香港要求發
送病例。」

不用回港覆診 港人大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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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在取藥窗口取藥梁先生在取藥窗口取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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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寵茂指申請無
法通過審核，多數
不涉及資格或身份
不符，反而是手民
之誤居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特區政府早前公布「香港醫管局在粵患者覆
診治療服務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支援計劃」

（簡稱支援計劃），為身在廣東省的醫管局病人
提供資助到港大深圳醫院求診，若特定專科的病
人，其在醫管局專科門診或普通科門診的覆診期
介乎今年2月17日至明年7月31日可到港大深圳
醫院覆診，醫管局在獲得病人同意下，將協助該
院核實病人的身份。
合資格病人每次到深圳醫院診症，需繳付人民

幣100元診金，餘下費用差額由支援計劃資助。
每位病人可受資助上限總額為人民幣2,000元。
計劃本月10日起接受網上申請，深圳醫院表

示截至前日下午4時半收到3,468份申請，當中
2,897份已上傳至醫管局，醫管局審核回覆1,524
份，近八成、即1,200人被評為「不合格」，只
有兩成二、328份獲批。獲批的病人當中暫時有
208人獲發電子病歷，但成功預約的僅59人，昨
日起可以到深圳醫院求醫。

盧寵茂：份申請好似法律文件
盧寵茂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解釋，上述

申請無法通過審核，多數不涉及資格或身份不
符，反而是手民之誤居多，例如香港身份證號
碼、回鄉證號碼或姓名輸入錯誤，或上載圖片不
完整、不清晰、未簽名等。
他直言使用該服務的病人不少是長者，缺乏電

腦知識，但醫管局的申請程序卻過於官僚，乏人
性化考慮：「份申請好似法律文件咁，有成7頁
至8頁係知情同意書、私隱條例等等；好多病人
都有上載身份證副本，但唔小心填錯個名或身份
證號碼，我哋睇到都唔改得，申請就卡住。」
另外，醫管局規定申請者要提供香港電話號

碼，然而不少申請者已定居內地，偶然返港覆
診，根本沒有香港的電話聯絡號碼。盧寵茂續
說，收到多名病人反映：「我只係想睇病啫，可
唔可以就咁上載身份證，之後同意電子健康紀錄
互通就得，唔使填咁多嘢？」盧寵茂指，理解該
計劃是動用公帑，但仍能做到「人性化少少」。
盧寵茂又表示，深圳醫院已設立專門診療室，昨

日開始應診，有20名病人，包括心內科、肝膽胰
外科、綜合及慢病門診病人，但仍未能保證一切順
利，因為醫管局以病人私隱為由，發給港大深圳醫
院的電子病歷既沒有門診記錄，又沒有指出病人屬
於哪一門專科，要港大深圳醫院醫生自行判斷。
他舉例，若一名糖尿病患者「糖尿上眼」，港

大深圳醫院判斷時，先要分辨是糖尿及內分泌專
科，抑或是眼科，但原來病人在港只接受糖尿及
內分泌科覆診，若深圳醫院分流到眼科部門，則
不符支援計劃規定，有關醫療費用不獲資助，隨
時要由深圳醫院承擔：「深圳醫院一樣係要用國
家公帑，到時啲錢點計？」

醫局：續助深醫院改善安排
醫管局發言人昨晚回覆香港文匯報時指，截至

昨日，醫管局及電子健康紀錄統籌處一共只收到
3,156份由港大深圳醫院提交對合資格人士身份
核實及電子醫療記錄之申請，其中2,898份已完
成初步核實，當中58%由港大深圳醫院提交的申
請資料並不齊全，例如申請人姓名與身份證號碼
不符、沒有提供身份證副本或簽名等，以致無法
確認其身份。醫管局和電子健康紀錄統籌處會繼
續協助港大深圳醫院改善相關安排，以加快有關
處理流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明其
道）港大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表
示，「支援計劃」是大灣區醫療
融合的里程碑之一，是香港和深
圳兩地首次實現了病歷互通，惟
他認為計劃只屬特殊情況，特區
政府未來須向「灣區一體化」方
向思考病歷互通的可行性。
盧寵茂表示，目前內地和香港

在醫療制度、系統上不互通，今
次疫情揭示大灣區生活圈要實
現，不能單靠交通：「唔可以住
深圳，有病就跑返香港，灣區醫
療要一體化。」他直言，「支援
計劃」可算是先導計劃，當中發
現有多個問題要處理，比如病人
私隱、電子醫療系統等：「計劃
之所以由港大深圳醫院接收申
請，再交畀醫管局，係因為醫管
局話佢無呢套 (電子醫療)系
統。」盧寵茂認為香港政府和醫

學界要花心思、「用啲力」去改
革才能真正融入大灣區。
他說，香港可以在大灣區繼續

發揮推動國際新藥物、醫療儀器
准入的角色。上月18日發布的
《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
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首批授權
事項清單》提出放寬國際新藥准
入，允許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9
市開業的指定醫療機構使用臨床
急需、已在港澳上市的藥品。
盧寵茂認為，國際新藥對西
方人有效，未必對亞洲人有
效，「如果香港一直有用緊嘅
藥，就有足夠數據，中央自然
比較有信心引入。」據了解，
港大深圳醫院擬定一份清單，
包括 54 種藥品，還有醫療設
備、耗材，目前已經有幾種藥
品通過國家藥監局註冊，在內
地已經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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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的門診掛號繳費憑證。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梁先生的支援計劃使用記錄。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份申請好似法律文件咁，
有成 7 頁至 8 頁係知情同
意書、私隱條例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