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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院管理局的投诉  

长洲医院的配药安排  

调查报告  
 
    
投诉  
 

本署接获一名市民（「投诉人」）对医院管理局（「医管局」）

辖下的长洲医院的投诉。  

 

2 .  投诉人称，她于 2019 年 3 月 10 日到长洲医院急症室求诊。

医生为她处方的药物包括 7 天疗程的抗生素。在她候药期间，该

院护士表示当日只能给她两剂 抗生 素的服 用量 ，余 下的需 于翌日

再取。投诉人表明她翌日需出 差不 能到该 院取 药， 该护士 的上司

指长洲医院并非大医院，不能 给她 那么多 药， 她可 于翌日 到取或

自行到市区的医院取药。在投 诉人 再三请 求后 ，该 院最终 也只给

她两天的抗生素药量。由于长 洲没 有注册 药房 ，投 诉人最 终只能

经朋友从市区的注册药房购得处方的抗生素。  

 

3 .  就上述，投诉人质疑长洲医院何以在流感高峰期没有备存

足够的抗生素，以致需要求病 人翌 日再到 医院 取药 或自行 到市区

的医院取药，做法没有为病人着想。  

 

4 .  本署于评审后决定就这宗个案进行全面调查。  

 

本署调查所得  

 

长洲医院药房的服务时间及药物备存安排  
 

5 .  长洲医院是一所专为长洲居民提供基层医疗、紧急和小区

医疗服务的医院，设有 24 小时急症服务。该院药房的服务时间为

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时至下午 1 时、下午 2 时至下午 5 时；星期六

上午 9 时至下午 12 时 30 分；星期六下午、星期日及公众假期休

息。  

 

6 .  长洲医院的药物备存量是根据该院的日常使用量作为基数，

并因应季节性需要（如流感高峰期 ）增加 备存 量。 急症室 备存的

药物由药房负责按急症室的需求每星期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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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洲医院的相关指引  

 
7 .  根据长洲医院护理部的工作指引，在药房服务时间以外，

急症室病人会由当值护士配发 药物 ，而药 量需 足够 病人服 用至药

房办公时段（例如 ：病人于星 期日 或平日 晚上 到诊 ，会获 派发一

天的药物；病人于星期六下午 或公 众假期 前一 天到 诊，则 会获派

两天的药物）。若医生处方的药量超过护士当天配发的份量，病人

可携同药单到医管局辖下的其 他药 房领取 余下 药物 ，或于 该院药

房服务时间领取余下的药物。  

 

主要事件经过  
 
8 .  投诉人于 2019 年 3 月 10 日（星期日）下午到长洲医院急

症室求诊，获医生处方药物（包括 7 天的抗生素）。急症室护士按

指引（上文第 7 段）给投诉人发配一天药量。投诉人表示她翌日

需离港不能到医院取药，因此要求护士给予医生处方的全部药量。

两位护士分别向投诉人解释： 由于 该院药 房的 服务 时间已 过，他

们只能给她一天药量，并着她 于翌 日早上 药房 的办 公时间 领取余

下药物，或即日到市区其他医院的药房取药。  

 

9 .  投诉人不接受上述安排，护士主管遂向投诉人解释：长洲

医院是一所地区性医院，未能提供 24 小时药房服务，而急症室只

备存少量药物供急症室及出院病人使用。经考虑投诉人的情况后，

护士主管酌情给投诉人发配共 两天 药量， 并建 议投 诉人可 亲自或

请亲友代为前往其他有提供 24 小时药房服务的急症医院（例如：

港岛区的东区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及玛丽医院）取药。  

 
医管局的评论  
 
10 .  一般而言，公立医院在配发药物时，会由药剂部职员覆检

医生的处方，核实配发药物的 种类 和剂量 ，并 在有 需要时 给予病

人药物治疗意见（如正确服用方法）。  

 

11 .  长洲医院属地区性的小型医院，在有限资源下，该院未能

提供 24 小时药房服务。医管局已采取相关措施尽量兼顾医院运作

与病人需要，首先医院安排急 症室 护士负 责配 发一 定份量 的药物

供病人暂时服用，同时亦善用 各医 院联网 的服 务资 源，让 病人或

其亲属可到该局辖下的药房领 取余 下药物 。当 病人 到药房 拿取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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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药物时，药剂部职员便会覆 检医 生处方 及配 发药 物，并 在有需

要时给予病人有关服用药物的专业意见。  
 
12 .  长洲医院药房从未因药物备存不足而未能向病人配发医生

处方的药物剂量，急症室亦从 未因 为药物 备存 不足 而无法 提供指

引（上文第 7 段）所规定的药量。该院于 2019 年 3 月 10 日的药

物备存充足，未能为投诉人提供医 生处方 的全 部药 量是由 于当天

为星期日，护士按工作指引应给投 诉人配 发一 天药 量，但 考虑到

她翌日未能到取后，已酌情给她两天药量。  

 

13 .  经覆检个案，医管局认为长洲医院急症室护士已按工作指

引配发药物给投诉人，并在得悉其情况后，给予建议及酌情处理。

长洲医院的派药安排一直行之有效，该局相信这个案属个别事件。

该局理解，投诉人当日身体不适，若要舟车劳顿往市区医院取药，

实非理想的安排。因应这个案 ，长 洲医院 现正 积极 探讨各 种可行

方案，期望能为长洲的病人提 供更 便捷的 取药 方法 ，亦同 时能妥

善运用有限的公共医疗资源。  

 

本署的评论  
 

14 .  医管局已澄清，长洲医院从未有药物备存不足的情况（上

文第 12 段）。该院急症室的护士乃是按既定指引处理投诉人的个

案，并已因应投诉人的情况酌情多发一天药量（上文第 7 至 9 段）。  

 

15 .  然而，本署认为，该院现行在药房服务时间以外的配药安

排（上文第 7 段），对病人而言实在不理想，亦令人难以理解。首

先，若覆检医生的处方及核实配发 药物的 种类 和剂 量是配 发药物

予病人前必须进行的程序，而该等程序又应由药剂部职员执行（上

文第 10 段），则现行由护士代为配发药物之做法便不妥当；若该

等程序可交由护士执行，则本署看 不到有 何理 由长 洲医院 只容许

护士配发足够给病人在药房重新办 公之前 服用 的药 量，而 不让护

士配发医生处方的全部药量。再者 ，如本 案中 ，若 病人遇 到特别

情况，该院是容许护士酌情多发指 引所订 以外 之药 量。既 然护士

获赋予此酌情权，那容许护士多发 一天跟 配发 全数 药量予 病人之

分别何在？  

 

16 .  据本署理解，现时医管局辖下共有三间医院没有设立 24 小

时药房（包括长洲医院、北大屿山医院及天水围医院），三间医院

在药房运作时间以外的配药安排相 若。然 而， 医管 局已有 计划在

北大屿山医院及天水围医院提供 24 小时药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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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本署明白，长洲医院属地区性小型医院，资源有限，因此

院方需要周详考虑如何兼顾医院运作及病人需要（上文第 11 段）。

然而，病人正因为不适才到医院求 诊，若 要求 他们 在病患 中隔日

再重返医院领取余下的药量，又或 舟车劳 顿从 长洲 到市区 医院取

药，难免会令病人感到院方未有为他们着想。  

 

18 .  总结以上的分析，本署认为，投诉人对医管局的投诉成立。  

 

建议  
 
19 .  本署建议医管局检讨长洲医院现行在药房服务时间以外的

配发药物安排，并积极探讨将药房改为 24 小时服务之可行性，让

病人在诊症后可实时获配医生处方的全部药量。  

 

医管局就本署建议的响应  
 

20 .  就本署的建议，医管局经检讨后认为长洲医院属地区性小

型医院，开设 24 小时药房服务会对该院医疗人手构成进一步压力。

考 虑到公 共资源的运用需符合 成本 效益， 医管 局现 阶段没 有计划

为长洲医院开设 24 小时药房服务。为改善服务，长洲医院及所属

的港岛东联网正积极计划扩展配发 药物服 务， 务求 于药房 服务时

间以外，为病人提供更便捷的取药方法。  

 

21 .  改善计划是利用信息科技及电子药柜的配套，让长洲医院

急症室的医生于药房服务时间以外 所开出 的药 物处 方，可 经由信

息系统传送到其他港岛东联网有 24 小时服务的药房，以便驻院药

剂师覆检及核实。处方一经核实， 长洲医 院急 症室 的当值 护士可

从电子药柜取得全部的处方药物， 而有关 药物 的正 确服用 方法等

信息亦会清晰显示于药物包装上。 病人如 有任 何疑 问，可 与急症

室职员联络，职员会提供适切协助 。根据 现时 的规 划，长 洲医院

暂定于 2020 年下半年度试行该改善计划。  

 

总结  
 
22 .  本署欣悉长洲医院将会试行上述改善计划，以在该院药房

服务时间以外，为病人提供医 生处 方的全 部药 量。 在此之 前，本

署促请长洲医院按情况酌情处 理未 能亲自 或由亲友 于药房 重新办

公后领取剩余日数药物或到其他医 院取药 的病人的 配发药 物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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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专员公署  

2019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