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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局

I. 生

在過往一年，我們致力落實 31 項承諾，這些承諾中：

• 8項已經實現；

• 14 項正如期進行；

• 1項進度略受阻延，但應可達致目標；

• 5項進度較預期慢，但我們正積極採取措施，加快工作進度；以及

• 我們正繼續努力，推展 3項持續的工作。

現按每個主要工作範疇詳細報告如下：

保障公眾健康

年份 承諾 目前情況

已完成的項目

1997 1. 在 1998 至 1999年度，制定法例

規管人類生殖科技的應用。

1996 2. 在 1997 年，通過人體器官移植

委員會，對涉及與病者無親

屬關係的在生器官捐贈，及

進口人體器官的器官移植，

加以規管，藉以禁止以人體

器官作商業交易。

有關 的條 例草案 已於 1998 年 9 月

9 日提交立法會。

自《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於 1998 年

4 月 1日全面生效後，人體器官移

植委員會已開始處理有關人體器

官移植的申請。



2

如期進行的項目

1997 3. 在下一個立法年度提交條例

草案，設立法定架構，以便：

— 確認中醫的專業地位；

— 評核中醫的專業資格；

— 監管中醫的執業水平；

以及

— 規管中藥的使用、製造

和銷售。

1997 4. 在 1998 至 1999 年度檢討《藥劑

及毒藥條例》，使這項條例

更切合時宜，及更易於執行。

1997 5. 在 1998 至 1999 年度檢討《牙醫

註冊條例》，使這項條例更

切合時宜。

進度較預期慢的項目

1996 6. 針對非法售賣受管制藥物，

加強調查和檢控工作，以防

止濫用藥物。在 1997 至 1998 年

度，我們會增聘人手，把巡

查持牌處所的次數，由每月

700 次增至 800 次。

1996 7. 我們會在 1997 年修訂《護士註

冊條例》和《助產士註冊條

例》，俾能在 1997 至 1998 年度

增加香港護士管理委員會和

香港助產士管理局的成員組

合和透明度。

已發出法律草擬指示，中醫藥條

例草案現正進入草擬階段。我們

打算在 1999年第一季向立法會提交

有關的條例草案。

我們正進行有關檢討，現只餘幾

個問題尚待處理。我們下一步會

徵詢有關團體對擬議的法例修訂

的意見。

有關的工作小組已初步完成檢討

《牙醫註冊條例》的工作，現正徵

詢牙科專業人員對擬議的法例修

訂的意見。

已開設 10 個新職位，其中 7個已有

職員出任，餘下 3 個空缺會在 10月

或之前作出委聘；屆時巡查持牌

處所的次數，可增至每月 800次。

我們已在 1997年制定《助產士註冊

(修訂 )條例》和《護士註冊 (修訂 )

條例》，並已發出草擬有關附屬

法例的指示。我們預期附屬法例

可在 1998年年底或之前制定，而兩

個有關組織將可在 1999年年初擴大

成員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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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疾病

年份 承諾 目前情況

如期進行的項目

1997 1. 在 1998 至 1999 年度，加強 生

署的專家人手，以預防和控

制傳染病，並更積極地監察

世界各地的疾病模式，以便

生署可及時掌握季節性疾

病趨勢的資料，並及時向市

民提出有關健康的忠告。

我們打算在 1998年年底或之前向立

法會財務委員會人事編制小組委

員會提交建議，以便增設 9個職位。

我們亦改善了疾病監察機制，利

用互聯網等多種途徑，使資訊傳

播得更快更廣。

醫療護理

年份 承諾 目前情況

已完成的項目

1996 1. 在 1997 年，設立一個睡眠失調

中心，為 100名睡眠失調病人

進行診治。

1996 2. 在 1997 年，於 5間醫院設立骨

庫，以加強植骨的質素管制，

為 100名需要植骨的病人服務。

1996 3. 手進行青山醫院新一期重

建工程的規劃及設計工作。

1996 4. 在 1997 至 1998 年度，加強兒童

精神科服務，每年多為 2 000

名精神失常的兒童提供專科

診症服務，並在治療過程中，

加強父母與子女的溝通。

我們已在 1997年成立一個睡眠失調

中心，並在該年診治了 100名睡眠

失調病人。

我們已在 1997 年設立 5間骨庫，並

治療了 100 名需要植骨的病人。

我們正進行青山醫院第 II期重建

工程的設計工作，而工程亦已於

1998 年 4 月正式展開，預期在 2004

年年中完成。

我們已在 1997 至 1998 年度多為 2 000

名精神失常的兒童提供專科診症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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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5. 在未來 4年內增設 48 張善終

病床，以便在 1998 至 1999 年度

完結前，每年多為 1 000 名末

期絕症病人提供善終服務，

讓他們在較舒適的環境裏，

安度餘生。

1993 6. 在 1994 年至 1997 年間動用 5.65

億元，推行醫院改善計劃，

包括翻新建築物、更新手術

室設備、擴大空調系統和改

善輔助設施。上述計劃首先

會在 13 間醫院展開。

如期進行的項目

1997 7. 在 1998 年全面檢討現行的醫

療體系，檢討範圍包括：

— 怎樣更妥善配合基層護

理、專科門診和住院醫

療三方面的服務；

— 公營和私營機構兩者提

供的服務比重是否合理；

以及

— 病人和整個社會共同分

擔醫護服務成本的最好

安排。

1997 8. 在 1998 至 1999 年度增設 754 張

醫院病床及 40 個日間治療名

額，並繼續籌劃新醫院服務

和重建或改善現有醫院設施，

以滿足預計的需求。

1997 9. 在 1998 年加強夜間和假日診

所的服務，增加診症名額。

自 1994 年 10 月以來，我們已為末

期絕症病人增設 48張善終病床。

我們在 1997年年底或之前，已完成

全部 13 間醫院的改善工程。

顧問已完成蒐集資料的工作，並

就初步建議進行商討。整份的報

告會在 1998年年底前備妥及呈交政

府。

自 1998年 4月以來，我們已增設 328

張醫院病床和 40個日間治療名額。

我們會在 1998至 1999年度，達致增

設 754張病床和 40個日間治療名額

的目標。

已在 4間診所增加夜間和假日的診

症名額。預期在 12月或之前，可在

另外 3間診所加強這類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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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10. 在 1999 年年中或之前，完成將

軍澳醫院的建築工程。

1994 11. 在 2000年年底或之前，把所有

專科診所的平均候診時間，

由 120 分鐘縮短至 60 分鐘。

1994 12. 在 2000年年底或之前，把所有

非緊急手術的平均排期時間，

由 9個月縮短至 4個月。

1992 13. 在普通科診所的候診地方，

裝置空調設備和其他設施。

竭力趕上預期進度的項目

1994 14. 在 2000年年底或之前，把所有

專科診所新症的平均排期時

間，由 8星期縮短至 5星期。

醫院的鋼筋三合土上蓋已經建成，

升降機、天台冷凍機和供電系統亦

已裝妥。我們會如期在 1999年年中

或之前，完成醫院全部建築工程。

根據目前採用較為可靠的資料蒐

集方法，我們估計 90%專科診所的

候診時間為少於 90分鐘。我們會

繼續致力縮短候診時間。

我們已把普通外科、矯形外科和

婦產科的非緊急大手術平均排期

時間，控制在 6個月或以內。我們

會繼續致力縮短排期時間。

本年度我們在 9間診所安裝空調機

後，全港已有 54 間診所 (佔 生署

名下的普通科診所 86%)的候診地

方裝置了空調設備。我們現正

手在另外 3間診所裝置同樣設備。

儘管自 1994年以來，輪候名單上的

病人數目增加逾 90%，我們仍能把

90%的專科診所的新症平均排期時

間，控制在少於 3個月。我們已採

取措施以增加新症的診症名額。

我們會監察這些措施對平均排期

時間的影響，並會繼續致力縮短

排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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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較預期慢的項目

1997 15. 在 1998 年，在九龍灣基層健

康護理中心開設一間普通科

診所。

1997 16. 在 1998 年，在九龍灣基層健

康護理中心開設一間綜合日

間治療中心，為皮膚病患者、

性病患者、受愛滋病毒感染

人士和愛滋病患者提供服務。

1997 17. 在 1998 年，在九龍灣基層健

康護理中心設立放射服務中

心，每年處理 27 000 宗個案。

由於承建商表現欠佳，以及受到

惡劣天氣影響，估計這項工程會

延誤約 4個月。建築工程暫定於 1999

年 3月完竣。建築署會嚴密監察承

建商，盡量免使工程受阻。新診

所暫定於 1999 年 6 月投入服務。

請參閱上文第 15 項的情況。

請參閱上文第 15 項的情況。

我們在過去一年就下列項目取得良好進展。在未來的日子裏，我們會繼續推

行有關工作。

年份 承諾

1993 18. 在醫院管理局和 生署內，為護士提供額外訓練。

促進健康

年份 承諾 目前情況

如期進行的項目

1997 1. 在 1998 至 1999 年度，加強推行

促進健康計劃，提倡自我護

理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以減

少慢性疾病的發病率。

我們已籌劃了一系列的促進健康

計劃。



7

部分新措施已分別於 1998年 4月 1日

和 1998年 7月 1日實施。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已於 1998 年

3月舉辦一個有關無煙工作間的研

討會，現正鼓勵更多公司簽署「無

煙工作環境承諾書」。在 1998年首

9 個月內，已有超過 40家公司簽署

了這份承諾書。

1997 2. 在 1998 至 1999 年度，實施法定

的反吸煙新措施。

1996 3. 通過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鼓勵私營機構和僱主仿效政

府的做法，把工作地方列為

非吸煙區，從而改善公眾健

康。

我們在過去一年就下列項目均取得良好進展。在未來的日子裏，我們會繼續

推行有關工作。

年份 承諾

1994 4. 推廣預防疾病的健康護理服務。

1994 5. 繼續推行有關愛滋病的公眾教育運動，並確保愛滋病患者可繼續

使用各類由政府及社區提供的支援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