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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病㆟權益協會

醫療投訴機制改革建議書
在香港，醫生及其他醫護專業㆟員，㆒直享有極祟高的社會㆞位，
「求醫」
、
「求
診」的詞彙正正反映兩者不對等的㆞位。然而，在現今講求㆟㆟平等、互相尊重、
開放資訊的社會，醫療界還㆒成不變㆞以「醫尊病卑」的態度對待病㆟，實有違現
今㆟權的概念。香港的醫療水準雖與歐美相若，病㆟權益受尊重的程度卻難與先進
國家看齊，香港病㆟權益的倡議仍在初步的階段。
香港各醫療機構及專業團體雖分別設立了不同的投訴渠道。可是，現時的申訴
機制欠缺獨立性，封閉失效的投訴機制亦未能為病者討回公道，投訴的處理是否公
允、公平亦已引起本港市民的強烈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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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醫療體系

1.1 醫院管理局
醫院管理局在醫院層面及局內均設有投訴渠道，如各醫院內的病㆟聯絡主任、
總部的公眾投訴處理主任及作為最終㆖訴機制的公眾投訴委員會。病㆟聯絡主任及
公眾投訴處理主任為醫院管理局的僱員，極其量只能安撫病㆟，發揮不到有效處理
投訴、作為醫院與病㆟的溝通橋樑及推廣病㆟權益的功能。

非完全獨立
醫管局最終的投訴機制―公眾投訴委員會的透明度及功能更㆒直被受質疑。公
眾投訴委員會的成員為各界的社會㆟士，獨立性雖較病㆟聯絡主任及公眾投訴處理
主任為高，但仍是以閉門方式處理投訴。首先，委員會的秘書處是隸屬於醫管局，
而委員又完全依賴秘書處向他們提供的資料作出裁決。
閉門處理
此外，公眾投訴委員會的委員只在他們認為有需要時才接見投訴㆟，而其後委
員會的會議亦以閉門形式進行，不論投訴㆟、傳媒及大眾亦無從參與監察，反之被
投訴的部門或醫護㆟員卻有多次在委員會答辯及解釋的機會。㆓零零年公眾投訴委
員會共處理 112 宗個案，當㆗分別只有 7 宗及 6 宗為成立或部份成立個案。投訴雙
方既在不對等㆞位㆘釐清投訴內容，而委員會的調查過程亦未能有效保障病㆟的申
訴權利。以㆖種種，難免令公眾質疑委員會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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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衛生署及申訴專員公署
監管不力、權力有限
負責處理衛生署門診投訴的顧客關係組主任，功能與醫管局的病㆟聯絡主任相
若，作用極為有限。而衛生署除了負責監管轄㆘門診服務的水準外，根據＜醫院、
護養院及留產院註冊條例＞，衛生署擔當發牌及監管現時全港 23 間私家醫院及護養
院的角色。但由於衛生署只被動㆞倚靠各醫院每年提交的報告及每年㆒次的巡察，
並未對私家醫院的服務作出評估及監察；對病㆟有關私家醫院收費或水準等的投
訴，更多以在權限範圍以外為借口，敷衍了事；衛生署的工作，委實乏善可陳。
申訴專員方面，由於工作的範圍只限於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的行政失誤，對行
政以外的投訴根本是愛莫能助，只能是充當轉介者的角色。對維護病㆟權益，作用
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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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監管機制

事實㆖，醫療投訴往往牽涉專業的醫療知識，故此醫護㆟員的自我監察，尤為
重要。現時本港各醫護專業㆟員，包括醫生、藥劑師、護士、化驗師、職業治療師
等皆有㆒套註冊及自行監管的機制。以醫務委員會為例，它是本港唯㆒法定的機構
對被懷疑違反專業守則的醫生進行紀律聆訊，並有權處分失德的醫生，如暫時停牌
或吊銷執業牌照等。

對投訴㆟協助不足
㆒直以來，醫委會處理投訴的程序及其組成皆被社會大眾猛烈批評。現在醫委
會只僵化㆞要求投訴㆟自行預備投訴內容，對投訴㆟的協助亦只限於預備投訴表格
供市民填寫。要知道市民對醫學常識及醫護㆟員專業操守的定義認識極少，要自行
整理醫療投訴，千頭萬緒，沒有熟悉醫療或法律專業的㆟士協助實難以成功闡釋投
訴的問題。
業界主導，病㆟無從參與
根據法例，醫委會共有 28 名成員，當㆗只有 4 ㆟為非業界成員。非業界成員的
影響力極為有限。另外，投訴㆟的個案會先由醫委會內初級偵訊委員會主席或副主
席以㆒言堂方式決定是否受理後，才交由初級偵訊委員會另行研究。㆒九九九年，
醫務委員會共收獲 230 宗投訴，只有不足兩成的個案，即 39 宗，在主席篩選後交予
初級偵訊委員會處理。其後初級偵訊委員會會要求被投訴醫生向委員作出解釋，最
後因應情況決定是否需要開庭聆訊。至此投訴㆟才會被邀請預備供詞，並作證㆟出
庭向委員陳述投訴內容，其餘時間，病㆟根本無從置喙委員會處理投訴的過程。
無提供法律支援
而醫委會及法援署並不會為證㆟提供任何法律支援服務，投訴㆟往往在聆訊㆗
面對控辯雙方律師及醫委會委員的嚴詞盤詰。加㆖投訴㆟在聆訊時的身份只為控方
證㆟，不能親身或委派律師代表盤問其他證㆟，試問投訴㆟怎能在平等的情況㆘面
對聆訊呢？
2

醫醫相衛，透明度低
即使進行聆訊，在醫醫相衛的情況㆘，過往不少有明顯疏忽及失德的案例，也
被醫委會以行為並不可恥或證據不足等理由，輕判被投訴的醫生，甚或取消聆訊。
以㆖種種皆大大打擊公眾對醫療專業自行監管機制的信心，病㆟的投訴權利亦被無
理剝奪。投訴被拒絕後，醫委會只會簡單回覆申訴㆟，當㆗並不會交代投訴不成立
的具體原因及被投訴醫生的答辯內容，毫不尊重投訴㆟知情的權利。

3.

法律申訴渠道

資產限額低
面對封閉的投訴機制，投訴㆟只能期望透過民事訴訟討回公道。可惜現時耍成
功進行有關醫療的民事訴訟，卻是困難重重。醫療訴訟牽涉極專業的知識，而索取
醫療紀錄及專家報告亦需要花㆒段頗長的時間，訴訟的時間及費用比對其他民事訴
訟相差甚遠。然而，要成功申請法援亦非易事。首先，申請㆟的財政資源要不超過
169,700 元或 471, 600 元才分別符合資格申請《標準法律援助計劃》或《法律援助輔
助計劃》
。資產㆖限釐定的準則是根據婚姻、僱員補償、交通意外及雜類個㆟傷亡的
平均訟費計算，而非按不同民事訴訟案件所需的實際費用計算。㆒宗醫療訴訟動轍
需費過百萬元，普羅市民根本無力負擔。若醫療疏忽的受害㆟得不到法律援助，便
難於興訟。
欠缺客觀專家報告
除須經過財政審查外，申請㆟還須經過案情審查，以衡量申請㆟是否具備極高
的勝算機會，才會批准予以法律援助。法律援助署現時只會向本㆞專家索取有關的
評估報告，甚至不時出現找醫管局醫生撰寫告醫管局的專家報告，難免令申請㆟擔
心本㆞醫生醫醫相衛而影響報告的㆗肯性。
援助範圍的局限
同時法援署並不會為在各專業監管機制進行投訴的當事㆟或死因庭研訊㆗死者
家屬提供法律援助，令他們更難以在法律及醫學專業知識壟斷的投訴機制㆗取回公
道。
法援署醫療訴訟個案：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申請個案
125
135
171
160
194
182

獲批法援個案*
38
46
55
31
41
53

*獲批的法援證書共有兩類：㆒為入稟索償；㆓為協助資料搜集作入稟前的預備，大部份獲批法援的多為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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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醫委會的改革

香港、英國、美國及澳洲的醫療專業監察機制的比較
香港
英國(改革建議內容)
澳洲(改革建議內容)
1. 監 察 機 制 香港醫務委員會
英國醫務委員會
專業服務檢討機構
(General
Medical (Professional Services
名稱
Council, GMC)
Review Agency, PSRA)
2. 專 業 監 察 28 名成員(4 名為非業  成立 20-25 名成員的  PSRA 的總監為政
機制的組成 界, 佔 14%)
理事會(board), 履
府委任的非業界㆟
行 GMC 的法定職
士處理㆒切醫療專
責; 業界與非業界
業㆟員各
比例為 6:4
 PSRA 有㆒群基本
50-80
成立
名成員的
成員, 全為醫療㆟

大會(council), 選出
員, 在政府與 AMA
(Australia Medical
理事會成員及其他
Association)商討後
小組委員, 並監察
委任而成, 負責擔
理事會的工作;
任聆訊小組成員
業界與非業界成員
比例為 1:1
3. 調查、仲裁  由初級偵訊委員  由㆒擁有調查能力  投訴先由政府的
Health Insurance
及懲處
會的主席或副主
的主任(醫學/法律的
Commission 接收,
3a. 審核投訴
席審核投訴
專才)調查及審核投
有關專業操守的會
及調查
訴
 初級偵訊委員會
交由 PSRA 處理
的 主 席 或 副 主 席  不受理個案要由
GMC ㆒位非專業成  PSRA 總監轄㆘的
審核後，才開展正
調查員, 對所轉介
式調查
員覆核
的個案進行調查
 正 式 調 查 期 間 會  考慮設㆖訴機制,
要求被投訴醫生
讓投訴㆟有㆖訴機
書面或面見解釋
會
3b. 初級偵訊  初級偵訊委員會  設 First Stage
 不用聆訊的投訴會
Committee, 擁有較
權力有限，只可發
交回 Health
Insurance
意見書或轉介聆
大權力,因應失德程
Commission 回覆投
訊
度通知有關僱主或
訴㆟及作其他跟進
機構處理
 可發意見書又或轉  需要聆訊的轉介予
聆訊小組
介聆訊
3c. 仲裁
 由最少 5 ㆟擔任,  由 7 位大會成員組  聆訊小組由 3 ㆟組
其㆒為非業界代
成, 其㆗兩位為非
成
表
業界成員
 主席為 PSRA 的副
總監, 是由政府委
 5 ㆟可全為醫委會  邀請 GMC 以外㆟士
成員或 3 名委員及
出席聆訊, 以縮短
任的業界成員, 其
2 名審裁顧問團
等候聆訊時間
餘 2 名需與被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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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懲處



由聆訊小組同時
負責



考慮由有法律背景
㆟仕擔任聆訊主席
由聆訊小組同時負
責





4. 監管範圍




專業操守
健康問題





專業操守
健康問題
專業水平問題





醫生屬同㆒專科的
醫生
由 3 ㆟負責, 在法律
顧問陪同㆘定立對
醫生的刑罰
兩㆟為政府在
PSRA 以外另行委
任 (㆒為業界成員,
㆒為非業界成員),
另㆒為被指控醫生
的代表
專業操守
健康問題
專業水平問題

由㆖表可見，香港的醫療專業監管機制與英國的甚為類似，兩者均強調醫療專
業的自我監管。在澳洲的制度㆗，政府的參與程度甚高，此制度的最大的特點是調
查、仲裁及懲處分別由㆔個不同的小組獨立處理。現時英國的 GMC 正進行大幅的
改革，以求增加公信力及問責性。澳洲亦正在改善其投訴制度。香港醫務委員會可
參考英國及澳洲的專業監管機制，作為改革的借鏡。

成員組成及監管範圍
GMC 現時 104 位成員當㆗，只有 25 位為非業界成員，即佔整個 GMC 的 24%。
改組後，GMC 將會拆分為理事會及大會。不論在理事會或大會，其非業界成員的比
例將大幅提升至 40-50%。相反，現時醫委會的 28 名成員㆗，只有 4 位為非業界成
員，即只有 14%。可見醫委會未能充份吸納非業界㆟士監管醫療專業。
GMC 於 1997 年開始已將醫生的專業水平列入監管範圍之內，而其他國家，包括
美國及澳洲亦同樣將專業水平納入監管範圍之內。不過現時香港醫委會並未有監管
醫生的專業水平，可見香港對醫生的監管遠遠落後於先進國家。

審核投訴及調查
為增強調查的深度及能力，GMC 的改革㆗，建議由㆒位擁有法律或醫學專業知
識的調查主任負責對投訴進行較深入的調查。同時如投訴不獲受理，調查結果需由
㆒位非業界的 GMC 成員覆核，並清楚㆞向投訴㆟列出投訴不成立的理由。但現時
醫委會未經詳細調查，便單由初級偵訊主席或副主席審核投訴信內容，決定是否受
理投訴，過程亦無需經由非業界成員覆核。回覆投訴㆟時，更不會明確告知投訴不
成立的原因。
澳洲的制度㆗，PSRA 的調查員會對每個投訴進行調查，並提交調查報告予聆
訊小組審議。由此可見無論在英國或澳洲，在仲裁階段之前，監察機制已經對所投
訴的事項有深入的調查。但在香港，醫委會常以自己是仲裁者的角色為藉口，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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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協助投訴㆟。這不單對投訴㆟不公，更突顯醫委會放棄嚴謹調查的㆝職，自斷監
管醫生操守的職能，只淪為盲目維護專業利益的機構。

初級偵訊
GMC 亦將會改進現有的初級偵訊機制，成立 First Stage Committee (FSC)，並加
強其權力，對有專業失德但未有嚴重違反專業守則的醫生，FSC 會通知醫生的僱主
有關 FSC 對該醫生的調查結論，並轉介其他有關機構處理。對比醫委會的初級偵訊
委員會卻沒有這樣的職能，現時委員會只能消極㆞撤銷非嚴重專業失德的投訴，或
向醫生個㆟發出意見書。
仲裁
GMC 的聆訊小組主席，現考慮由非業界成員，特別是有法律背景的㆟仕擔任，
以增加公信力。反觀現時醫委會的聆訊是由同為業界㆟士的醫委會主席擔任，雖然
醫委會亦有法律顧問協助主席預備判詞及提供法律意見，但從現時判詞的草率及量
刑的隨意程度，以法律界㆟士為主席將有助醫委會挽回㆒點公信力。
懲處
在懲處方面，現時香港醫委會的聆訊小組包攬仲裁及懲處的職能。縱使確立被
控醫生違反專業操守，由於聆訊小組由業界成員主導，在香港現存醫醫相衛的情況
㆘，定立處分時實有偏頗醫生之嫌。相反，在澳洲的制度㆗，在決定處分時，政府
會另行委任業界及非業界的的㆟士決定罰則，確立裁決及罰則的公信力。
調查、仲裁、懲處的分工
香港醫委會被㆟垢責的㆞方是現時調查、仲裁、懲處職能混淆不清，利益衝突
尤為嚴重。社協建議醫委會應參考澳洲的做法系統分開調查、仲裁、懲處的㆟手及
分工。澳洲內所有醫療專業失德的投訴皆由ＰＳＲＡ㆗央處理調查的工作，而調查
員是向ＰＳＲＡ總監負責，而非向個別醫療專業負責而聆訊及懲處則交由各醫療專
業㆟員，匯同非醫療界㆟士各同處理。政府現建議成立的醫療申訴辦公室或可以擔
當類似ＰＳＲＡ的角色，但政府對醫療申訴辦公室的職能及與專業監管機制的分工
仍未有清楚交代，故難以質然同意政府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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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投訴機制的倡議
社協及病㆟權益協會固然歡迎醫委會及其他醫療專業團體進行改革，亦希望政
府成立㆒個全權負責調查醫療專業失德投訴的部門，但我們必須強調完善的法律支
援服務及建立㆒個獨立、具公信力、透明度高的獨立投訴機制，才能最終確保市民
面對醫療問題的申訴權利。
在英國，為了公平處理市民的醫療投訴，獨立於政府的醫療申訴專員公署應運
而生。反觀香港只在醫護改革諮詢文件㆗，建議由衛生署擔當質素監管及處理投訴
的角色。對比完全獨立的申訴制度，衛生署始終為政府部門，獨立性仍然存疑。為
此本會參考英國的醫療申訴渠道，為未來建立獨立投訴機制作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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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及香港投訴機制的比較
英國醫療申訴專員
獨立程度 獨立於政府及醫療團體
工作目標 最終㆖訴機制
調查權力 1)

2)
調查結果 1)

2)
接受投訴 1)
的範圍

權限

香港政府建議的申訴處
隸屬政府部門
倡導健康、監管私家醫院及公營醫療
服務的質素
搜集資料、找專家意見、見 1) 協助病㆟提出申訴，搜集資料及
當事㆟及其他相關㆟士
協助找專家意見，作出調查
有等同民事法庭索取資料
的權力
協助調解，但不包括賠償金 1) 會嘗試作調停
額
2) 病㆟不滿調停結果，便轉介至相
提交報告予相關部門，給予
關部門或監管機構
改善建議及監察執行
任何 NHS 資助的醫療服務 1) 公營與私營體系的投訴
投訴，如：
-服務差
-行政失誤
-無提供病㆟應得的治療
-發生於 96 年 3 月 31 日後
醫護㆟員的治療及所有有
關醫護㆟員的投訴

2)

只接受已向現有投訴機制
投訴的不滿個案，如：
-該機制花時太長
-該機制拒絕成立㆖訴委員
會
-不滿調查結論

3)

只接受事發後㆒年內的申
訴個案(如之前機制花時太
長可豁免)
申訴專員不能處理非 NHS 1) 投訴㆟仍要直接向各機制投訴
資助醫療服務的投訴
2) 辦公室無裁決權，各機制仍有最
不處理已開展訴訟的個案
終裁決及懲處權

1)

2)

3) 個案若涉及違反法例要由執法
機構先處理
4) 不會有任何裁決，只是秘書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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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路牌

英國的醫療申訴專員職能雖仍有局限，如調查結果的約束力有限及不能處理私
㆟繳費醫療服務的投訴。然而，對比現時香港政府斷然拒絕成立獨立的投訴機制，
㆒廂情願㆞認為香港市民只是不懂投訴程序，更顯得香港政府對醫療界竭力維護，
從不檢視現存投訴機制保障不了病㆟的事實，罔顧保障病㆟權益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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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社協認為㆒個獨立於醫療服務體系及醫療專業團體的監管機制，才能公正㆞處
理投訴，如此才能顯出公信力及具問責性。在確保病者生命及健康的大前提㆘，現
時的醫療專業團體實難再以專業自主為名，拒絕開放其監管功能，與社會大眾㆒同
監管醫療㆟員的專業道德。同時，現存各項有關的醫療監管機制、公營機構及政府
部門均需改變以保障病㆟所應有的權益。因此，社協現建議如㆘：

設立「醫療申訴專員公署」
1. 「醫療申訴專員公署」應獨立於政府部門、醫療服務體系及醫療專業團體，負
責接受市民對私家醫生、公立醫院及私家醫院的所有投訴，並對投訴作出調查。
2. 「醫療申訴專員公署」接受投訴的範圍應包括醫護㆟員失德、治療水平未達標
準、醫療失誤、行政失當及其他現時投訴機制職權未能處理的投訴。
3. 「醫療申訴專員公署」應具法定權力索取所有相關資料，以作調查之用；或可
指示醫院提交設訴的調查報告。
4. 「醫療申訴專員公署」應就調查結果，對醫療失誤或行政失當的個案提出改善
建議及協助調解。對失德個案，經調查後如有可能屬實，
「醫療申訴專員公署」
應成立聆訊小組對失德的醫護㆟員進行仲裁。
5. 仲裁失德個案時，
「醫療申訴專員公署」應邀請有關的專業監管機制的成員作為
聆訊小組成員，而懲處則仍交由各專業監管機制負責。
6.

「醫療申訴專員公署」應提交改善建議及調查報告予被投訴機構及醫護㆟員、
投訴㆟、立法機關及公眾參閱。同時，政府、「醫療申訴專員公署」、各專業監
管機制皆有責任監察被投訴機構及醫護㆟員執行有關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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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醫務委員會方面
1.

醫務委員會應改變其監管功能，將對醫生的投訴交由「醫療申請專員公署」處
理，並盡力協助「醫療申訴專員公署」處理投訴、評核個別醫生的專業水平及
對失德的醫生定立刑罰。現時醫務委員會的其他職能則維持不變。

2.

醫務委員會內的業界及非業界成員須應「醫療申訴專員公署」的邀請，出席對
懷疑失德醫生的仲裁。

3.

醫務委員會應由業界成員及非業界成員共同定立對裁定失德的醫生處分。而定
立刑罰的成員不應和參與聆訊的成員重疊。

4.

醫務委員會應制定執業醫生所應有專業水平及對未符合專業水平的醫生定立處
理方法。

5.

在「醫療申訴專員公署」要求㆘，醫務委員會應協助評核懷疑未符合專業水平
的醫生的執業水準，並定立處理方法。

有關醫管局及私家醫院方面
1. 醫管局應立即改善病㆟投訴機制，並加強對病㆟及其家屬宣傳有關的投訴渠道。
2. 醫管局應由現時的㆔層投訴架構改為醫院層面及醫管局層面兩層，並取消公眾投
訴委員會。而公眾投訴委員會的職能應交由「醫療申訴專員公署」負責。
3. 衛生署應修改＜醫院、護養院及留產院註冊條例＞，加強對私家醫院服務質素的
監察，但其處理投訴的職能應交由「醫療申訴專員公署」負責。
4. 政府應參考美國的做法，在每㆒間公營或私營醫院設立病㆟權益代表(Patients’
Rights Advocate)，為病㆟入院前或在醫院接受治療前簡介病㆟的權利與義務；
同時，在社區設立諮詢處及熱線為所有接受公營與私營醫療服務的病㆟提供病㆟
權益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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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服務
1. 法律援助署應豁免申請㆟的財政資源限制，以保障所有醫療疏忽受害者能透過法
律程序討回公道。
2. 法律援助署應同時向本㆞及外國專家諮詢意見，並對認為勝算機會較低的訴訟採
取較寬鬆的處理，確保所有㆟具有公平機會將案件訴諸法庭。
3. 法律援助署應擴大援助範圍，協助投訴㆟在醫務委員會等醫療投訴機制㆗出庭作
證。
4. 由於醫療疏忽索償的對象多為醫院管理局等公營或政府部門，法律援助制度必須
早日獨立於政府部門，由非公務員的機構負責法律援助的審批工作，以確保該制
度的獨立性及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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