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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醫院管理局的投訴  

長洲醫院的配藥安排  

調查報告  
 
    
投訴  
 

本署接獲一名市民（「投訴人」）對醫院管理局（「醫管局」）

轄下的長洲醫院的投訴。  
 

2 .  投訴人稱，她於 2019 年 3 月 10 日到長洲醫院急症室求診。

醫生為她處方的藥物包括 7 天療程的抗生素。在她候藥期間，該

院護士表示當日只能給她兩劑 抗生 素的服 用量 ，餘 下的需 於翌日

再取。投訴人表明她翌日需出 差不 能到該 院取 藥， 該護士 的上司

指長洲醫院並 非大醫院，不能 給她 那麼多 藥， 她可 於翌日 到取或

自行到市區的醫院取藥。在投 訴人 再三請 求後 ，該 院最終 也只給

她兩天的抗生素藥量。由於長 洲沒 有註冊 藥房 ，投 訴人最 終只能

經朋友從市區的註冊藥房購得處方的抗生素。  
 
3 .  就上述，投訴人質疑長洲醫院何以在流感高峰期沒有備存

足夠的抗生素，以致需要求病 人翌 日再到 醫院 取藥 或自行 到市區

的醫院取藥，做法沒有為病人着想。  
 

4 .  本署於評審後決定就這宗個案進行全面調查。  
 

本署調查所得  
 

長洲醫院藥房的服務時間及藥物備存安排  
 

5 .  長洲醫院是一所專為長洲居民提供基層醫療、緊急和社區

醫療服務的醫院，設有 24 小時急症服務。該院藥房的服務時間為

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下午 2 時至下午 5 時；星期六

上午 9 時至下午 12 時 30 分；星期六下午、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

息。  
 
6 .  長洲醫院的藥物備存量是根據該院的日常使用量作為基數，

並因應季節性需要（如流感高峰期）增加 備存 量。 急症室 備存的

藥物由藥房負責按急症室的需求每星期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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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洲醫院的相關指引  
 
7 .  根據長洲醫院護理部的工作指引，在藥房服務時間以外，

急症室病人會由當值護士配發 藥物 ，而藥 量需 足夠 病人服 用至藥

房辦公時段（例如 ：病人於星 期日 或平日 晚上 到診 ，會獲 派發一

天的藥物；病 人於星期六下午或公 眾假期 前一天到 診，則 會獲派

兩天的藥物）。若醫生處方的藥量超過護士當天配發的份量，病人

可攜同藥單到醫管局轄下的其 他藥房領取 餘下 藥物 ，或於 該院藥

房服務時間領取餘下的藥物。  
 

主要事件經過  
 
8 .  投訴人於 2019 年 3 月 10 日（星期日）下午到長洲醫院急

症室求診，獲醫生處方藥物（包括 7 天的抗生素）。急症室護士按

指引（上文第 7 段）給投訴人發配一天藥量。投訴人表示她翌日

需離港不能到醫院取藥，因此要求護士給予醫生處方的全部藥量。

兩位護士分別向投訴人解釋： 由於 該院藥 房的服務 時間已 過，他

們只能給她一天藥 量，並著她 於翌 日早上 藥房 的辦 公時間 領取餘

下藥物，或即日到市區其他醫院的藥房取藥。  
 

9 .  投訴人不接受上述安排，護士主管遂向投訴人解釋：長洲

醫院是一所地區性醫院，未能提供 24 小時藥房服務，而急症室只

備存少量藥物供急症室及出院病人使用。經考慮投訴人的情況後，

護士主管酌情給投訴人發配共兩天 藥量， 並建 議投 訴人可 親自或

請親友代為前往其他有提供 24 小時藥房服務的急症醫院（例如：

港島區的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及瑪麗醫院）取藥。  
 
醫管局的評論  
 
10 .  一般而言，公立醫院在配發藥物時，會由藥劑部職員覆檢

醫生的處方，核實配發藥物的 種類 和劑量 ，並 在有 需要時 給予病

人藥物治療意見（如正確服用方法）。  
 
11 .  長洲醫院屬地區性的小型醫院，在有限資源下，該院未能

提供 24 小時藥房服務。醫管局已採取相關措施盡量兼顧醫院運作

與病人需要，首先醫院安排急 症室護士負 責配 發一 定份量 的藥物

供病人暫時服用，同時亦善用 各醫 院聯網 的服 務資 源，讓 病人或

其親屬可到該局轄下的藥房領 取餘 下藥物 。當 病人 到藥房 拿取餘

下藥物時，藥劑部職員便會覆 檢醫 生處方 及配 發藥 物，並 在有需

要時給予病人有關服用藥物的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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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長洲醫院藥房從未因藥物備存不足而未能向病人配發醫生

處方的藥物劑量，急症室亦從 未因 為藥物 備存 不足 而無法 提供指

引（上文第 7 段）所規定的藥量。該院於 2019 年 3 月 10 日的藥

物備存充足，未能為投訴人提 供醫 生處方 的全 部藥 量是由 於當天

為星期日，護 士按工作指引應 給投 訴人配 發一天藥 量，但 考慮到

她翌日未能到取後，已酌情給她兩天藥量。  
 

13 .  經覆檢個案，醫管局認為長洲醫院急症室護士已按工作指

引配發藥物給投訴人，並在得悉其情況後，給予建議及酌情處理。

長洲醫院的派藥安排一直行之有效，該局相信這個案屬個別事件。

該局理解，投訴人當日身體不適，若要舟車勞頓往市區醫院取藥，

實非理想的安排。因應這個案 ，長 洲醫院 現正 積極 探討各 種可行

方案，期望能為長洲的病人提 供更 便捷的 取藥 方法 ，亦同 時能妥

善運用有限的公共醫療資源。  
 

本署的評論  
 

14 .  醫管局已澄清，長洲醫院從未有藥物備存不足的情況（上

文第 12 段）。該院急症室的護士乃是按既定指引處理投訴人的個

案，並已因應投訴人的情況酌情多發一天藥量（上文第 7 至 9 段）。  
 
15 .  然而，本署認為，該院現行在藥房服務時間以外的配藥安

排（上文第 7 段），對病人而言實在不理想，亦令人難以理解。首

先，若覆檢醫生的處方及核實配發 藥物的 種類 和劑 量是配 發藥物

予病人前必須進行的程序，而該等程序又應由藥劑部職員執行（上

文第 10 段），則現行由護士代為配發藥物之做法便不妥當；若該

等程序可交由護士執行，則本署看 不到有 何理 由長 洲醫院 只容許

護士配發足夠給病人在藥房重新辦 公之前 服用 的藥 量，而 不讓護

士配發醫生處方的全部藥量。再者 ，如本 案中 ，若 病人遇 到特別

情況，該院是容許護士酌情多發指 引所訂 以外 之藥 量。既 然護士

獲賦予此酌情權，那容許護士多發 一天跟 配發 全數 藥量予 病人之

分別何在？  
 

16 .  據本署理解，現時醫管局轄下共有三間醫院沒有設立 24 小

時藥房（包括長洲醫院、北大嶼山醫院及天水圍醫院），三間醫院

在藥房運作時間以外的配藥安排相 若。然 而， 醫管 局已有 計劃在

北大嶼山醫院及天水圍醫院提供 24 小時藥房服務。  
 



4  

17 .  本署明白，長洲醫院屬地區性小型醫院，資源有限，因此

院方需要周詳考慮如何兼顧醫院運作及病人需要（上文第 11 段）。

然而，病人正因為不適才到醫 院求 診，若 要求 他們 在病患 中隔日

再重返醫院領取餘下的藥量， 又或 舟車勞 頓從 長洲 到市區 醫院取

藥，難免會令病人感到院方未有為他們着想。  
 
18 .  總結以上的分析，本署認為，投訴人對醫管局的投訴成立。  

 

建議  
 
19 .  本署建議醫管局檢討長洲醫院現行在藥房服務時間以外的

配發藥物安排，並積極探討將藥房改為 24 小時服務之可行性，讓

病人在診症後可即時獲配醫生處方的全部藥量。  
 

醫管局就本署建議的回應  
 

20 .  就本署的建議，醫管局經檢討後認為長洲醫院屬地區性小

型醫院，開設 24 小時藥房服務會對該院醫療人手構成進一步壓力。

考慮到公 共資源的運用需符合 成本 效益，醫管 局現 階段沒 有計劃

為長洲醫院開設 24 小時藥房服務。為改善服務，長洲醫院及所屬

的港島東聯網正積 極計劃擴展配發 藥物服 務， 務求於藥房 服務時

間以外，為病人提供更便捷的取藥方法。  
 
21 .  改善計劃是利用資訊科技及電子藥櫃的配套，讓長洲醫院

急症室的醫生 於藥房服務時間以外 所開出 的藥 物處 方，可 經由資

訊系統傳送到其他港島東聯網有 24 小時服務的藥房，以便駐院藥

劑師覆檢及核實。處方一經核 實，長洲醫 院急 症室的當值 護士可

從電子藥櫃取得全部的處方藥物， 而有關 藥物 的正 確服用 方法等

資訊亦會清晰顯示 於藥物包裝上。 病人如 有任 何疑 問，可 與急症

室職員聯絡，職員會提供適切協助。根據 現時 的規 劃，長 洲醫院

暫定於 2020 年下半年度試行該改善計劃。  
 

總結  
 
22 .  本署欣悉長洲醫院將會試行上述改善計劃，以在該院藥房

服務時間以外，為病人提供醫 生處 方的全 部藥 量。 在此之 前，本

署促請長洲醫院按情況酌情處 理未 能親自 或由親友 於藥房重新辦

公後領取剩餘日數藥物或到其他醫 院取藥 的病人的 配發藥 物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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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專員公署  

2019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