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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澳門政府自2009年至今實施了醫療補貼計劃，目的是為了補助居民的醫療開

支、減輕政府醫療體系的壓力和支持私人醫務市場發展 ，是一次與居民分享社會

發展的經濟成果的惠民政策。而醫療劵的原意主要是分流澳門公營醫療機構的候

診壓力，促進居民重視個人保健及基礎衛生護理。故我們希望通過是次調查研究，

探討和瞭解本澳高中生使用醫療劵的情況。 

是次研究的對象為本澳的高中生，研究採用量化研究中的問卷調查方法，以

隨機抽樣和分層抽樣的方式進行。 而研究假設為“男性使用醫療劵的數量比女性

使用的多”和“家庭收入愈低的市民對醫療劵的需求較大；反之較小”。 

本調查研究的有效問卷有 568 份。在調查結果中顯示，家庭收入為$20001 以

上的受訪者最多,佔總人數的 32.4%。而家庭收入為$0-$10000 的受訪者則佔總人數

的 27.6%，反映受訪者的家庭收入呈兩極性。另外，也發現本研究的研究假設(“男

性使用醫療劵的數量比女性使用的多”和“家庭收入愈低的市民對醫療劵的需求

較大；反之較小”)均不成立，但同時也發現受訪者的年齡與其使用醫療劵的數量

成正比。此外，大部分受訪者認為醫療劵對自己的健康沒有很大的幫助和醫療劵

的實行對澳門是沒有益處的。 

針對研究結果顯示，我們建議政府應加強醫療劵的全面宣傳，如可在各間學

校開設講座和話劇，增強他們對醫療劵的認知，以減少不合法使用醫療劵的情況

發生。政府也應推行電子醫療劵計劃 ，此計劃除了能確保市民以診症作醫療劵的

用途外，相比起現在的醫療劵，電子醫療劵還能更方便、快捷和避免造成不必要

的紙張浪費。另外，政府也應關注醫療劵的使用狀況和加強醫療劵不合法使用情

況的法律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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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澳門政府自 2009 年至今實施了「醫療補貼計劃」(醫療劵)，此計劃是澳門

特別行政區政府冀透過補助居民醫療開支，與市民分享社會發展的經濟成果、紓

解民生壓力的惠民政策。它推行的目的是推廣家庭醫學制度及鼓勵巿民重視個人

保健、加強公營醫療實體及私營醫療市場的合作，充分發揮社區醫療資源的作用

和提升社會醫療服務綜合水帄、多元化的發展。 

醫療劵的使用上的限制是醫療券不可兌換現金、一次可使用多張醫療券，

但醫療券不設任何形式的找贖，餘額以現金補足、不可用於公營或受特區政府資

助的醫療服務單位、不可用於藥房購買藥物、藥材、參茸海味或購買其他醫療用

品（如器材、義肢）和不可用於美容性質的整形性服務。 

醫療劵也有移轉給他人使用，但受益人僅限於其配偶、第一親等直系血親

尊親屬或卑親屬使用(即父、母、子、女)，且新受益人必須持有效的澳門特別行政

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每張醫療券可移轉一次；受益人必須填妥醫療券背面的移

轉聲明書，方可轉交新受益人使用。如受益人未滿 18 歲或沒有行為能力，移轉聲

明則需由法定代理人簽署。若被證實移轉予非澳門永久居民或非上述 5 類人士，

受益人須付還相關醫療劵款項。 

 政府已連續三年推出「醫療補貼計劃」，期間卻不時傳出個別中醫業界收醫

療劵賣參茸海味圖利，有違規之嫌的事件，使醫療劵失去了它推行的價值和目的，

把它的用途變成了「消費劵」，實在值得市民關注。所以，我們希望能透過此次調

查研究，對澳門高中生的醫療劵使用狀況進行了解和收集他們對醫療劵的意見，

并且按照研究結果因應相關問題來提出建議。 

     



 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澳門健康促進協會---醫療劵作用反應較冷淡 

澳門推出醫療劵的時間不長，還有許多改善空間。在此文獻中指出，澳門居

民對醫療券作用反應較冷淡，故此我們希望藉此研究，了解受訪者使用醫療劵的

狀況和收集相關意見。 

［澳門日報 2010-5-17 報道］居民對醫療劵作用反應較冷淡、擴大醫療劵使用

範圍適用兩大醫院“澳門居民健康意識及醫療體系的意見問卷調查”中一項針對

“醫療劵”的調查顯示，超過七成受訪者覺得“醫療劵”對改善自己健康意識或

行為的作用“有好過沒有”。澳門健康促進協會認為數據反映居民對“醫療劵”

的反應較冷淡，望當局擴大“醫療券”的使用範圍，並可適用於兩大醫院。另外，

受訪者多認為金額不足。調查顯示，百分之七十三點一受訪者覺得“醫療劵”有

改善自己健康意識或行為的作用有好過沒有，覺得完全沒有用的受訪者佔百分之

十三點六，覺得很有意義的佔百分之十三點三。澳門健康促進協會總結問卷調查

有關“醫療劵”部分的結果，認為超過七成居民對“醫療劵”可有可無的態度，

反映居民對 “醫療劵”較冷淡，其對於改善居民健康生活的影響有限。針對“醫

療劵”使用的目的，百分之四十八點八受訪者會用於健康檢查，百分之三十三點

四受訪者用來治療疾病，百分之九點二受訪者用於中藥調理身體，百分之七點六

受訪者認為沒有作用。這反映雖然大部分居民認為“醫療劵”的作用不大，但仍

會使用。問卷中一條有關“居民對政府發放醫療劵的看法和建議”的開放性問題

中，大部分居民都表達金額不足，部分人甚至建議將“醫療劵”兌換成現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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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更靈活使用。部分受訪者認為“醫療劵”受補貼範圍未能普及，很多醫療機構

如兩大公私營醫院沒有列入其中，對於一些長期在兩大醫院付費治病的居民未能

受惠，望將“醫療劵”的適用範圍擴大至山頂醫院及鏡湖醫院。提倡加強醫療劵

使用宣傳。總結調查所得，該會建議當局明確“醫療劵”的目標及其在醫療福利

中的角色和功能，再利用不同的途徑加強宣傳教育，加強居民的認知。同時，“醫

療劵”推出至今，不斷出現相關的負面報道，如接受“醫療劵”的私人診所借機

提高診金、中藥舖接受“醫療劵”購買參茸海味等，政府無疑在監管方面存在很

多漏洞。但畢竟是首次推出，要使公帑用得其所，應汲取經驗，細緻修訂“醫療

劵”的使用原則，並應考慮到可能出現的違規情況或灰色地帶加以說明，並定出

懲罰性的結果。 

 

2.2  長者醫療券試驗計劃 中期檢討 (食物及衞生局 衞生署 二零一一年二月 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由於與澳門醫療劵政策的相關文獻較為缺乏，我們只能從近似的文獻中作參

考。此文獻是一項香港長者醫療劵的調查研究，我們盼借此文獻，參考相關資料。 

香港行政長官在《二零零七至零八年施政報告》中公布，政府會在二零零八

至零九財政年度推出一項為期三年的試驗計劃，為年滿 70 歲或以上的長者提供每

人每年五張每張面值 50 元的醫療券，資助他們使用私營基層醫療服務。試驗計劃

於二零零九年一月一日推出，旨在透過為長者提供部分資助，鼓勵他們使用在社

區內就近的私營基層醫療服務，作為在現行公營基層醫療服務以外，為長者提供

額外選擇，以加強長者的基層醫療服務。試驗計劃亦試行「錢跟病人走」的概念，

讓長者在自己所屬的社區選擇最切合他們需要的私營基層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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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醫療券試驗計劃的預期： 

1.長者與他們的醫療服務提供者之間建立持續的關係 

2.更多提供和使用預防性護理服務 

3.促進長者健康 

 

     試驗計劃推展至中段，他們進行了中期檢討。檢討內的數據分析盡量反映截

至二零一零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情況， 當中有些情況例外，他們只能以截至二零

一零年十月三十一日止的數據作出分析。 

 

中期檢討結果: 

1.對於認識試驗計劃但從未使用醫療券的長者: 

i. 他們常求診的醫護人員沒有參與試驗計劃 

ii. 長者習慣向公共醫生求診 

iii. 長者身體健康因而無須向醫護人員求診 

iv. 就近診所的醫護人員沒有參與試驗計劃 

v. 金額不足 

vi. 長者認為服務涵蓋範圍並不足夠 

 

2.「醫健通」系統是計劃營辦和運作的帄台。 設計該系統和對該系統進行微調以

作改進時， 方便及易於使用是兩項指導原則。在收集醫療券使用者及非醫療券使

用者對計劃看法的調查中， 大多數受訪長者(64%)認為醫療券使用方便， 65%認

為計劃有用。至於曾經使用醫療券的長者， 當中有 80%認為醫療券使用方便，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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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計劃有用。這顯示計劃的設計方向正確， 並為進一步發展公私營醫療協作， 

和以加強基層醫療為目標的資助計劃，奠下堅實的基礎。 

 

防止試驗計劃被濫用的措施: 

  為了確保用來付還醫療券金額的撥款獲得妥善使用， 當局設立了機制對申報醫

療券進行查核。查核機制包括三方面分別是:  

1. 例行查核 

2. 監察和調查異常的交易模式 

3. 投訴進行調查+ 

 

例行查核是指抽查已登記的醫療服務提供者有否遵守規定。為能偵測異常的

交易申報模式以便進行調查， 「醫健通」系統設有針對異常交易模式發出報告的

功能。如系統發現有單一個療券使用者在一段短時間內頻密地使用醫療券， 以及

單一醫療服務提供者在一段短時間內申報多張醫療券， 以致申報醫療券的數目出

現異常的情況， 系統便會發出警示報告。在查核及調查期間， 當局除查核有關

長者所簽署的同意書及相關資料外，亦會查核醫療服務提供者所備存的服務記錄， 

以及有關記錄與「醫健通」系統所保存的資料是否相符。如有需要， 亦會聯絡醫

療券使用者及其照顧者， 以確定是否確曾進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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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國際厚生健康園區---為什麼女性比男性更健康? 

    文獻中指出女性比男性更健康，我們希望藉此資料，假定研究假設，探究青

年的健康情況和使用醫療劵的次數多少是否有着明顯的關係。 

  男性有一條 X 染色體和一條 Y 染色體，女性有兩條 X 染色體。杜克大學醫學

中心的 David Pisetsky 醫師表示，女性壽命較長，而且可能比男性更不容易罹患某

些感染性疾病，有可能是 Y 染色體的問題，因為女性有一條備用的 X 染色體，而

男性會比較有問題是因為他們只有一條 X 染色體，沒有備份。 

    有一種說法是 X 染色體上的某些基因可能被壓抑或不活化，但因為男性只有

一條 X 染色體，所以無法有緩衝作用。 

具體來說，關鍵就在於 X 染色體和裡面的微型核醣核酸（microRNA）。微型核

醣核酸會告訴基因要做或不要做什麼，貝絲以色列醫學中心的 Robert G. Lahita 博

士表示，就像水以花為何會知道要在春天開花，只要溫度到達一定的範圍，微型

核醣核酸就會在染色體裡「開花」。 

    研究人員將人類和小老鼠 X 染色體上所有的微型核醣核酸排列出來，也能強

調微型核醣核酸對免疫系統抵禦感染和癌症的作用。有許多微型核醣核酸是在 X

染色體上發現，這顯示可能對女性有利。 

   但一定是 X 染色體的問題嗎？Flanders 生物技術研究所的研究人員 Iris 

Pinheiro 表示，她認為大多歸咎在基因，即使我們的生活方式很健康，也不能避免

有害的基因突變造成某些疾病。 

   其他像是雌激素與黃體激素等性荷爾蒙或是環境因素都會有影響，約翰霍普

金斯大學的 Sabra L. Klein 博士表示，遺傳基因的差異確實很重要，不同性別差異

會造成不同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甚至是病毒感染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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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通常喜歡經驗法則與簡單的情節，兩性之間的差異絕不簡單，可能與基

因和荷爾蒙都有關係，有很多差異都應說成是基因的問題，但當面臨挑戰時，這

些差異的大小可能會受到荷爾蒙環境的影響。 

   這篇最新研究刊載在 BioEssays 期刊中。Pinheiro 表示，這個研究尚在起步階

段，未來將告訴我們，位在 X 染色體的微型核醣核酸是否真的會造成不同性別的

免疫反應和癌症差異。維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仍然很重要，因為我們不希望加速病

程，或是因為那些原本沒有傾向的疾病而死亡。 

 

小結: 根據 2.2 文獻，我們發現認識香港長者醫療劵試驗計劃但未曾使用過醫   

療劵的長者大多是因為他們習慣向公共醫生求診、醫療劵金額不足和長者認為醫

療劵的服務涵蓋範圍並不足夠等原因。而根據 2.1 文獻，我們也發現澳門居民對醫

療劵作用的反應比較冷淡。超過七成居民對“醫療劵”持有可有可無的態度，部

分居民甚至建議將“醫療劵” 兌換成現金，以便更靈活使用。故我們希望透過是

次調查研究，探討醫療劵能否達到預期成效、青年對醫療劵的認知程度和醫療劵

需改善的地方。另外， 2.3 文獻提及到女性比男性更健康，因此我們便以此作為

研究假設之一，並希望透過是次調查研究證實此研究假設是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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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架構 

一.研究目標: 

    澳門政府自2009年至今實施了醫療補貼計劃(醫療劵)，目的是為了補助居民的

醫療開支、減輕政府醫療體系的壓力和支持私人醫務市場發展 ，是一次與居民分

享社會發展的經濟成果的惠民政策。而醫療劵的原意主要是分流澳門公營醫療機

構的候診壓力，促進居民重視個人保健及基礎衛生護理。 

 

我們望透過此調查: 

1.了解本澳高中生使用醫療劵的情況。 

2.醫療劵對不同性別在使用次數方面會否構成影響。 

3.醫療劵對不同家庭收入的人在使用次數方面會否構成影響。 

 

二.研究名稱: 

 澳門高中生對醫療劵的使用狀況之研究問卷 

 

三.研究對象: 

現就讀本澳的高中生 

 

四.研究假設: 

1. 男性使用醫療劵的數量比女性使用的多。 

2. 家庭收入愈低的市民對醫療劵的需求較大；反之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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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變項: 

主變項 受變項 

性別 使用醫療劵的數量 

家庭收入 使用醫療劵的數量 

 

五.研究方法: 

1.抽樣方法及樣本： 

  是次研究以隨機抽樣和分層抽樣的方式進行。首先用電腦隨機抽取八間學

校，並以分層抽樣方法指定每間學校只抽取各個年級（高一、高二、高三）的第

一個班填寫問卷。另外，我們考慮到現就讀夜間部學校的學生的年齡可能會比較

大、而就讀葡文學校、國際學校和聯國學校的學生在語言溝通上可能會造成不便。

因此本澳的夜間部學校、葡文學校、國際學校和聯國學校不在抽籤的範圍內。 

 

隨機抽樣之學校名單： 

        1. 慈帅學校   5.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2. 浸信學校   6. 濠江學校 

        3. 培道中學   7. 教業中學 

        4. 高美士中葡中學   8. 嶺南學校 

 

本次研究約抽取約 2.22%的高中生作為研究樣本。澳門高中生人口約為 25,539

人，是次調查共回收問卷 741 份，有效問卷有 568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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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問卷設計： 

     本次研究採用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中的問卷調查方法。量化研究指

的是採用統計、數學或計算技術等方法來對社會現象進行系統性的經驗考察。是

次問卷採用量化研究的方式，使其資料更具普遍性、標準化和客觀性。是次問卷

形式以自填式進行，問卷內容主要分為六個部分，包括個人資料、家庭資料、您

與醫療劵、醫療劵的使用、不使用醫療劵的原因和對醫療劵使用情況的同意程度。 

 

◆ 第一部分： 

個人基本資料。為了瞭解受訪對象的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等背景資料。 

◆ 第二部分： 

家庭資料。為了瞭解受訪對象的居住地區、同住成員數目和家庭收入等資料。 

◆ 第三部分： 

您與醫療劵。為了瞭解受訪對象對醫療劵的認知程度、得知醫療劵計劃的途徑

和醫療劵的使用情況，以便日後能針對問題作出結論。 

◆ 第四部分： 

醫療劵的使用。為了充分瞭解受訪對象使用醫療劵的次數，使用醫療劵的原

因、使用醫療劵的用途和有否轉贈醫療劵給他人等情況，以便日後能有效地提

出建議。 

◆ 第五部分： 

在第三部分的問題中，若受訪者未曾在過去半年內使用醫療劵，則會直接跳到

第五部分作答問題。此部分是為了瞭解受訪對象不使用醫療劵的原因，以便日

後能針對性地提出建議。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5%B1%E8%A8%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5%B8%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8%88%E7%A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6%93%E9%A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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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部分： 

對醫療劵使用情況的同意程度。此部分以量表形式進行，共十一題。問題分為

兩部分，第一部分的問題為受訪者對醫療劵的總體評價的同意程度。第一部分

問題的分數越高，表示受訪者對醫療劵的總體評價越高；第二部分的問題則為

受訪者對醫療劵的建議的同意程度。 

六. 是次研究的優點: 

由於澳門醫療劵在澳門推行只有幾年，故此次的調查研究題目比較新穎。此

次研究能夠給澳門高中生為這個新措施進行評價，并鼓勵澳門高中生關注澳門時

事，也能為澳門政府提出受訪者對此新措施的建議，讓這個政策變得更加完善。 

七. 是次研究的限制:  

 題目新穎，難找文獻  

由於澳門推出醫療劵計劃的時間只有幾年，故調查小組比較難找本地與醫療

劵有關的調查報告進行參考，令在設計調查問卷和書寫報告方面時也有一定

的難度。  

 這次調查主題較敏感，受訪者可能傾向回答符合社會期望的回應  

是次調查主題為醫療劵使用情況，可能有些受訪者的使用醫療劵用途不當，

屬違法行為。但受訪者可能向回答較符合社會期望的回應，與真實狀況存在

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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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調查結果 

一. 受訪者的個人資料 

 

4.1.1 受訪者的性別 

表4-1-1                   受訪者的性別  (N = 568 ) 

性別 人數(人) 百分比(%) 

男 292 51.4 

女 276 48.6 

總計 568 100.0 

表4-1-1顯示受訪者的性別分布，在568份問卷中，男女所佔的比率相近，其中男性

佔51.4%，女性佔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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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受訪者的年齡    

表 4-1-2                  受訪者的年齡 (N = 568 ) 

年齡 人數(人) 百分比(%) 

14 1 0.2 

15 26 4.6 

16 99 17.4 

17 172 30.3 

18 163 28.7 

19 64 11.3 

20 32 5.6 

21 9 1.6 

22 2 0.4 

總計 568 100.0 

本研究對象為現就讀澳門高中的學生，表4-1-2顯示14至22歲的受訪者人數，其中

以17歲的受訪者最多，有172人，佔總人數的30.3%。 

 

表4-1-3                受訪者的年齡統計 (N = 568 ) 

帄均數 中位數 

17.49 17 

表4-1-3顯示，其中受訪者的帄均數是17.49歲，中位年齡是1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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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受訪者的教育程度 

表4-1-4               受訪者的教育程度 (N = 568 ) 

教育程度 人數(人) 百分比(%) 

高中一 162 28.5 

高中二 198 34.9 

高中三 208 36.6 

總計 568 100.0 

表4-1-4 顯示受訪者的教育程度。當中高中三學生有36.6%，高中二學生有 34.9%，

而高中一學生有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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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訪者的家庭資料 

4.2.1 受訪者的居住地 

表4-2-1                  受訪者的居住地  (N = 568 ) 

居住地方 人數(人) 百分比(%) 

澳門 560 98.6 

中國內地 7 1.2 

其它 1 0.2 

總計 568 100.0 

表4-2-1顯示受訪者的居位地分佈。當中居住在澳門的受訪者最多，有560人，佔總

人數的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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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受訪者的家庭成員數量    

表 4-2-2               受訪者的家庭成員數量 (N = 568 ) 

家庭成員數量 人數(人) 百分比(%) 

1 7 1.2 

2 38 6.7 

3 136 23.9 

4 246 43.3 

5 102 18.0 

6 28 4.9 

7 5 0.9 

8 2 0.4 

9 3 0.5 

10 1 0.2 

總計 568 100.0 

表 4-2-2 顯示受訪者的家庭成員數量分佈。當中家庭結構為四人家庭的受訪者最

多，佔總人數的 43.3%。其次是三人家庭的受訪者和五人家庭的受訪者，分別佔總

人數的 23.9%和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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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受訪者的每月家庭收入 

表 4-2-3               受訪者的每月家庭收入  (N = 568 ) 

家庭收入組別($) 人數(人) 百分比(%) 

   1  ($0-$10000) 157 27.6 

   2  ($10001-15000) 72 12.7 

   3  ($15001-20000) 155 27.3 

   4  ($20001 以上) 184 32.4 

         總計 568 100.0 

表 4-2-3 顯示受訪者的每月家庭收入。 每月家庭收入按受訪者所填寫的資料進行

分類，  分為四個組別 : ｢ 1. ($0-$10000) ｣  ､｢ 2. ($10001-$15000) ｣  ､｢ 3. 

($15001-$20000)｣ 及 ｢4. ($20001 以上)｣ 。當中每月家庭收入為 ｢4. ($20001 以上)

｣ 的受訪者最多，佔總人數的 32.4%。其次是每月家庭收入為  ｢1. ($0-$10000)｣ 的

受訪者和每月家庭收入為 ｢3. ($15001-$20000)｣ 的受訪者， 分別佔總人數的 27.6%

和 27.3%。反映受訪者的家庭收入呈兩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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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受訪者與醫療劵 

4.3.1 受訪者中得知醫療劵計劃的人數  

表4-3-1            受訪者中得知此計劃的人數  (N = 568 ) 

 人數 百分比(%) 

知道 543 95.6 

不知道 25 4.4 

總計 568 100.0 

表4-3-1顯示受訪者中得知醫療劵計劃的人數分佈。當中知道此計劃的受訪者最多， 

有543人，佔總人數的95.6%。反映政府在宣傳此計劃方面做得不錯。 

 

4.3.2 受訪者得知醫療劵的途徑 

表4-3-2          受訪者得知醫療劵的第一途徑(多選題)  (N=543) 

第一途徑 次數(次) 百分比(%) 

報刊/海報 84 11.4 

醫療機構/健康講座 51 6.9 

從家人/朋友/親戚的口中得知 353 48.1 

電視/電台 188 25.6 

己參與醫療劵計劃的醫護專業人員 9 1.2 

互聯網 46 6.3 

其它 3 0.4 

總計 73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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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顯示受訪者得知醫療劵的途徑分佈。當中從家人/朋友/親戚的口中得知醫療

劵計劃的受訪者最多，佔總次數的48.1%。其次是從電視/電台和從報刊/海報得知

醫療劵計劃的受訪者，分別佔總次數的25.6%和11.4%。 

 

4.3.3 受訪者中使用醫療劵的人數 

表4-3-3 顯示受訪者中使用醫療劵的人數分佈。當中有使用醫療劵的受訪者最多，

佔72.6%。 

 

 

 

 

 

 

 

 

 

 表4-3-3             受訪者有否使用醫療劵  (N=543) 

 人數(人) 百分比(%) 

有 394 72.6 

沒有 149 27.4 

總計 54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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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醫療劵的使用 

4.4.1  受訪者使用醫療劵的數量 

表4-4-1             受訪者使用醫療劵的數量  (N= 394) 

 人數(人) 百分比(%) 

1 22 5.6 

2 49 12.4 

3 36 9.1 

4 50 12.7 

5 64 16.2 

6 35 8.9 

7 10 2.5 

8 14 3.6 

9 4 1.0 

10 110 27.9 

總計 394 100.0 

表4-4-1顯示受訪者使用醫療劵的數量分佈。當中使用10張醫療劵的受訪者最多，

佔27.9%。其次是使用5張醫療劵的受訪者､使用4張醫療劵的受訪者及使用2張醫療

劵的受訪者，分別佔16.2%､12.7% 及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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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受訪者使用醫療劵的原因 

表4-4-2         受訪者使用醫療劵的原因(多選題)  (N= 394) 

使用醫療劵的原因 次數(次) 百分比(%) 

別人介紹 31 3.6 

節省金錢 304 35.7 

善用政府津貼 291 34.2 

公營醫療機構較難約診 50 5.9 

私營醫療服務較好 57 6.7 

私營醫療服務的等候時間較短 111 13.0 

其它 8 0.9 

總計 852 100.0 

表4-4-2顯示受訪者使用醫療劵的原因。當中使用原因為節省金錢的受訪者最多，

佔35.7%。其次是使用原因為善用政府津貼的受訪者，佔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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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受訪者使用醫療劵作個人用途的原因 

表4-4-3      受訪者使用醫療劵作個人用途的原因(多選題)   (N= 394) 

使用醫療劵作個人用途的原因 次數(次) 百分比(%) 

診症 364 69.2 

購買藥物， 藥材或參茸海味 127 24.1 

美容性質的整形性服務 10 1.9 

購買醫療用品 (如器材， 義肢) 11 2.1 

其他 7 1.3 

不知道 7 1.3 

總計 526 100.0 

表4-4-3 顯示受訪者使用醫療劵作個人用途的原因。當中個人用途為診症的受訪者

最多，佔69.2%。其次是個人用途為購買藥物， 藥材或參茸海味的受訪者，佔24.1%。

而個人用途為購買醫療用品 (如器材， 義肢)和美容性質的整形性服務的受訪者分

別佔2.1%及1.9%。概括而言，在曾使用醫療劵的受訪者中，合法使用醫療劵的佔

69.2%，不合法使用的佔28.1%。反映有一部分的受訪者把醫療劵用在了一些不合法

的用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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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受訪者轉贈醫療劵的情況 

表4-4-4              受訪者有否轉贈醫療劵(N=388) 

 人數(人) 百分比(%) 

有 198 51.0 

沒有 190 49.0 

總計 388 100.0 

表 4-4-4 顯示受訪者有否轉贈醫療劵給他人的情況。在 388 份問卷中，所佔的比率

相近，其中有轉贈的佔 51.0%，沒有轉贈的佔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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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他人使用受訪者所轉贈的醫療劵的用途 

表4-4-5   他人使用受訪者所轉贈的醫療劵的用途(多選題) (N=198) 

用途 人數(人) 百分比(%) 

診症 168 61.5 

購買藥物， 藥材或參茸海味 80 29.3 

美容性質的整形性服務 8 2.9 

購買醫療用品(如器材， 義肢) 5 1.8 

其他 1 0.4 

不知道 11 4.0 

總計 273 100.0 

表4-4-5 顯示他人使用受訪者所轉贈的醫療劵的用途的原因。當中用途為診症的最

多，佔61.5%。其次用途為購買藥物，藥材或參茸海味的受訪者，佔29.3%。而用於

美容性質的整形性服務及購買醫療用品 (如器材，義肢)的受訪者分別佔2.9%及

1.8%。反映有一部分的受訪者把醫療劵用在了一些不合法的用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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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不使用醫療劵的原因 

 

4.5.1 受訪者不使用醫療劵的原因 

表4-5-1         受訪者不使用醫療劵的原因(多選題) (N=149) 

原因 人數(人) 百分比(%) 

不用看醫生或其它醫護專業人員 83 37.7 

使用程序過於複雜 16 7.3 

習慣看公共醫生 25 11.4 

我常常求診的醫護專業人員沒有參與醫療劵計劃 17 7.7 

就近診所的醫護專業人員沒有參與醫療劵計劃 14 6.4 

不知如何使用 22 10.0 

金額太少 28 12.7 

其它 15 6.8 

總計 220 100.0 

表4-5-1 顯示受訪者不使用醫療劵的原因。當中原因為不用看醫生或其它醫護專業

人員的受訪者最多，佔37.7%。其次認為醫療劵的金額太少的受訪者，佔12.7%，而

習慣看公共醫生和不知如何使用也分別佔11.4%和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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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受訪者對醫療劵的看法 

 

4.6.1 受訪者對醫療劵總體上的看法 

表 4-6-1                   受訪者對醫療劵總體上的看法  (N=543) 

 極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人數 百份比 人數 百份比 人數 百份比 人數 百份比 帄均值 

6.1.1 醫療劵的使用範

圍是足夠的 

40 7.4 185 34.1 301 55.4 17 3.1 2.5 

6.1.2 自己對醫療劵的

需求小   

40 7.4 224 41.3 220 40.5 59 10.9 2.5 

6.1.3 醫療劵對自己的

健康有幫助 

18 3.3 90 16.6 335 61.7 100 18.4 2.0 

6.1.4 醫療劵的金額是

足夠的     

122 22.5 233 42.9 176 32.4 12 2.2 2.9 

6.1.5 政府不應繼續推

行醫療劵計劃     

11 2.0 30 5.5 228 42.0 274 50.5 1.6 

6.1.6 總括來說，醫療

劵的實行對澳門是有

益的                        

 

6 

       

 

1.1 

 

27 

 

5.0 

 

345 

 

63.5 

 

165 

 

30.4 

 

1.8 

 

註: 6.1.1，6.1.3，6.1.4，6.1.6，帄均數以 4「極同意」開始計，1「極不同意」為結束， 2.5 為中間數。 

愈高分表示對醫療券的評價愈高; 

   6.1.2，6.1.5，帄均數以 4「極同意」開始計，1「極不同意」為結束。愈高分表示對醫療券的評價愈低。 

 

表 4-6-1 顯示受訪者對醫療劵總體上的看法。基本上，受訪者認為“醫療劵的金額是足夠的”的評

分較高，有 2.9 分；另一方面，受訪者都不太認同“政府不繼續推行醫療劵計劃”、 “醫療劵的實

行對澳門是有益的”和“醫療劵對自己的健康有幫助”這三項，其得分分別只有 1.6 分、1.8 分和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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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受訪者對醫療劵的使用狀況看法 

表 4-6-2                  受訪者對醫療劵的使用狀況看法 (N=543) 

 

 

註: 帄均數以 1「極同意」開始計，4「極不同意」為結束，2.5 為中間數，愈高分表示受訪者對該題醫療券的建議愈贊成。 

 

表 4-6-2 顯示受訪者對醫療劵的使用狀況看法。基本上，受訪者都贊成“政府應效法其它地區，推行電子

醫療劵計劃(以網上代為付款形式，協助有需要的人士)，以確保市民以診症作醫療劵的用途”和“醫療劵可

轉讓給非直屬 (非父母或子女)的親戚”，分別有 2.8 分和 2.7 分。另一方面，也有部分的受訪者認為“醫療

劵的不合法使用情況嚴重”，得分有 2.5 分。 

 

 

 

 

 極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人數 百份比 人數 百份比 人數 百份比 人數 百份比 帄均值 

6.2.1 醫療劵可轉讓給非直屬 

(非父母或子女)的親戚 

82 15.1 252 46.4 160 29.5 49 9.0 2.7 

6.2.2 醫療劵不可用作購買保

健產品 

23 4.2 114 21.0 281 51.7 125 23.0 2.1 

6.2.3 基本上，我不贊成醫療

劵有轉讓他人的用途 

22 4.1 104 19.2 291 53.4 126 23.2 2.0 

6.2.4 醫療劵的不合法使用情

況嚴重 

52 9.6 218 40.1 241 44.4 32 5.9 2.5 

6.2.5 政府應效法其它地區，

推行電子醫療劵計劃(以網上

代為付款形式，協助有需要

的人士)，以確保市民以診症

作醫療劵的用途 

 

 

86 

 

 

15.8 

 

 

315 

 

 

58.0 

 

 

104 

 

 

19.2 

 

 

38 

 

 

7.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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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皮氏相關系數分析 

4.7.1 受訪者各年齡層中最多人使用的醫療劵數量 

表 4-7-1-1        受訪者各年齡層中最多人使用的醫療劵數量  

年齡(歲) 最多人使用的醫療劵數量(張) 

14 0 

15 5 

16 2 

17 10 

18 10 

19 10 

20 10 

21 10 

22 10 

總計 67 

表 4-7-1-1 顯示受訪者各年齡層中最多人使用的醫療劵數量。其中，17 ~ 22 歲的受

訪者最高達到 10 張；而 14、15 和 16 歲的，分別是 0 張、5 張和 2 張。 

 

表4-7-1-2              使用醫療券數量與年齡之相關性 

 年齡 

使用醫療券的數量 0.112(*) 

*p<0.05， **p<0.01，***p<0.001 

 

表 4-7-1-2 顯示，受訪者的年齡與其使用醫療劵的數量呈明顯的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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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受訪者中不同家庭收入之使用醫療劵數量 

表 4-7-2-1          受訪者中不同家庭收入之使用醫療劵數量 

家庭收入組別($) 總使用醫療劵數量(張) 帄均每人使用醫療劵數量(張) 

   1  ($0-$10000) 571 5.7 

   2  ($10001-15000) 332 5.8 

   3  ($15001-20000) 623 5.9 

   4  ($20001 以上) 750 5.7 

表 4-7-2-1 顯示受訪者中不同家庭收入之使用醫療劵數量。其中，家庭收入介乎於

$15001-20000 的受訪者帄均每人使用醫療劵數量為 5.9 張；介乎於$10001-15000 的

帄均使用醫療劵數量為 5.8 張；而介乎於$0-$10000 和$20001 以上的帄均都使用了

5.7 張。 

 

表 4-7-2-2          使用醫療劵數量與家庭收入之相關性 

 家庭收入 

使用醫療劵的數量 0.037 

*p<0.05， **p<0.01，***p<0.001 

 

表 4-7-2-2 顯示受訪者的家庭收入與其使用醫療劵數量沒有明顯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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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T 檢定 

表4-8-1               受訪者的性別與其使用醫療劵數量 

性別 帄均值(張) t值 顯著性 (雙尾) 

男 5.79 0.054 0.957 

女 5.77 0.054 0.957 

表 4-8-1 顯示受訪者的性別與他們使用醫療劵的數量沒有顯著的關係。而男與女使

用醫療劵數量的帄均值分別是 5.79 和 5.77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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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總結 

5.1 整體研究發現 

 

5.1.1 受訪者的家庭收入呈兩極性 

      本次研究結果顯示，每月家庭收入為 「$20001 以上」的受訪者最多，佔總

人數 32.4%。其次是每月家庭收入為 「$0-$10000」的受訪者和每月家庭收入為 ｢

$15001-$20000｣ 的受訪者，分別佔總人數的 27.6%和 27.3%。即受訪者的家庭收入

呈兩極性。 

 

5.1.2 約三成半受訪者使用醫療劵的原因為節省金錢 

      市民使用醫療劵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有別人介紹、節省金錢、善用政府津貼、 

公營醫療機構較難約診、私營醫療服務較好和私營醫療服務的等候時間較短等，

受訪者使用醫療劵的原因為節省金錢的受訪者最多，佔 35.7%。 

 

5.1.3 半成受訪者曾轉贈醫療劵 

     調查研究顯示，受訪者轉贈醫療劵給他人的情況十分普遍。有把醫療劵轉贈

的受訪者佔 51.0%，而沒有把醫療劵轉贈的受訪者佔 49%的。當中，在曾轉贈醫療

劵的受訪者中，轉贈用途為給父母診病的受訪者佔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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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受訪者不使用醫療劵的原因為“不用看醫生或其它醫護專業人員”最多 

由這次研究的數據所得，知道此計劃的受訪者共有 543 人，佔總數 95.6%。

而有近半成受訪者得知醫療劵的途徑是從家人/朋友/親戚的口中。但使用醫療劵的

受訪者，只佔知道此計劃總人數的 72.6%，而受訪者不使用醫療劵的原因為“不用

看醫生或其它醫護專業人員”最多，佔 37.7%。即有部分受訪者認為個人身體狀況

較良好，沒有使用醫療劵的必要。 

 

5.1.5 受訪者普遍同意醫療劵可用作購買保健產品 

      本研究結果顯示， 受訪者認為“醫療劵不可用作購買保健產品”的得分為

2.1 分，( 4 分為滿分， 中間數為 2.5 分)，即受訪者普遍同意醫療券可用作購買保健

產品，能有助於個人的健康。 

5.1.6 醫療劵對自己的健康沒有很大的幫助 

本研究結果顯示，大部分受訪者認為醫療劵計劃的實行對自己的健康沒有幫

助"得分只有 2.0 分，( 4 分為滿分， 中間數為 2.5 分)，即受訪者認為醫療劵對自己

的健康沒有很大的幫助。 

 

5.1.7 受訪者同意政府繼續推行醫療劵計劃但認為醫療劵的實行對澳門沒有益處 

本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同意"政府不應繼續推行醫療劵計劃"和"總括來說，

醫療劵的實行對澳門是有益的"的得分分別是 1.6 分和 1.8 分( 4 分為滿分， 中間數

為 2.5 分)，即受訪者同意政府繼續推行醫療劵計劃但受訪者認為醫療劵的實行對

澳門是沒有益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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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受訪者同意政府把醫療劵計劃改為電子醫療劵計劃   

      本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認為“政府應效法其它地區，推行電子醫療劵計

劃(以網上代為付款形式，協助有需要的人士)，以確保市民以診症作醫療劵的用

途”的得分為 2.8 分，( 4 分為滿分， 中間數為 2.5 分)，即受訪者同意政府推行電

子醫療劵計劃 。 

 

5.1.9 年齡與醫療劵數量呈正向關係 

調查研究發現，受訪者的年齡與其使用的醫療劵數量呈正向關係，受訪者的

年齡愈大，其使用醫療劵的次數就愈多。這表示，當受訪者的年齡愈來愈大時，

受訪者也開始慢慢變得成熟和更關心自己的身體健康。如果受訪者的病情輕微，

也會使用醫療劵來診症，故使用醫療劵的數量會隨著年齡增大而增多。 

 

5.1.10 性別與使用醫療劵的數量沒有明顯的關係 

根據文獻 2.3 中，杜克大學醫學中心的 David Pisetsky 醫師表示，“女性的

壽命比男性長” 。而在這次調查結果中，男性使用醫療劵的數量帄均值分別是 5.79

張，女性使用醫療劵的數量帄均值是 5.77 張。即受訪者的性別與使用醫療劵的數

量沒有明顯的關係，即與本研究的研究假設一(男性使用醫療劵的數量比女性使用

的多)不成立，這可能是由於受訪者的年齡較年輕，性別與健康未有明顯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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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 家庭收入與醫療劵的使用數量沒有明顯的關係 

本研究的研究假設二是“家庭收入愈低的市民對醫療劵的需求較大；反之

較小。”而在本調查研究的皮氏相關系數分析中， 顯示此研究假設不成立，這可

能是由於醫療劵的使用數量與受訪者是否需要使用醫療劵有關，故家庭收入與醫

療劵的使用數量沒有明顯的關係。 

 

5.1.12 本研究結果與香港的長者醫療劵試驗計劃的中期檢討結果不同。 

      香港的長者醫療劵試驗計劃的中期檢討結果顯示，在曾經使用醫療券的受

訪長者中，有 79%認為計劃有用。而本研究的結果顯示，曾經使用醫療券的受訪

高中生同意"醫療劵的實行對澳門是有益的" 的得分只有 1.8 分( 4 分為滿分， 中間

數為 2.5 分)，即受訪高中生都不太認同醫療劵的實行對澳門是有益的。其結果與

香港的長者醫療劵試驗計劃的中期檢討結果相反。這是由於醫療劵的政策不一和

受訪者年齡的差異造成。 

 

5.1.13  本研究結果與澳門健康促進協會的“澳門居民健康意識及醫療體系的意

見問卷調查”結果有不同之處。 

“澳門居民健康意識及醫療體系的意見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 33.4%的受

訪者使用醫療劵的用途是治療疾病。而本研究結果顯示，有 69.2%的受訪者使用醫

療劵的用途是診症。這可能是由於受訪者年齡層的不同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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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建議 

5.2.1 政府應加強宣傳 

在醫療劵計劃的推行中，發現有部分受訪者把醫療劵用在不合法的用途上。

政府應該加強宣傳的全面性， 利用不同的途徑進行宣傳教育，如在各校開設專題

講座，話劇等，增進各校的學生對醫療券的正確認知，同時亦可以把正確資訊帶

給家人和身邊的朋友。 

5.2.2 政府應關注醫療劵的使用狀況 

在調查結果中，大部分受訪者都認為醫療劵對自己的健康沒有幫助，更有不

少受訪者表示，醫療劵的實行對澳門益處不大。但與此同時，大部分受訪者卻認

為政府應繼續推行醫療劵計劃。這是由於受訪者雖然認為醫療劵對澳門的益處不

大，但推行醫療劵計劃能使他們受惠和善用政府的津貼。故此，我們建議澳門政

府需要關注醫療劵的使用狀況，認真分析醫療劵計劃的推行狀況和成效，減少醫

療劵的不合法使用事件再度發生和考慮是否應繼續推行醫療劵計劃，以免浪費公

帑，造成不必要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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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應加強醫療劵不合法使用情況的法律懲處 

在醫療劵計劃的推行中，出現了醫療劵的不合法使用用途，顯示政府在推行

此計劃時出現漏洞。另外，現有針對醫療劵不合法使用情況的相關法律仍然不足。

若發現不合法的使用情況，現今的法律只對該參與醫療劵服務計劃的機構作出懲

處，取消其參與醫療劵計劃的資格。但對於醫療劵的使用者，並沒有作出法律規

定和懲罰。由於本澳醫療劵計劃的推行時間不長，故政府應仔細研究醫療劵可能

出現的違規情況或灰色地帶，加以法律約束，並定出懲罰性的結果。 

 

5.2.4 政府應推行電子醫療劵計劃 

在調查結果中，受訪者普遍贊同推行電子醫療劵計劃。推行電子醫療劵計

劃，無疑有很大的益處，在現今的社會裡，人人都提倡環保，若能推行電子醫療

劵，便能夠減少使用紙張，避免造成浪費，節省資源。另外，推行電子醫療劵計

劃，還能確保市民以診症作醫療劵的用途，也可避免醫療劵的不合法使用情況出

現。而且，相比起現在的醫療劵，電子醫療劵更方便、快捷，操作簡單，程序不

會過於複雜。所以我們建議政府推行電子醫療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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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問券 

2011/2012                                                        問卷編號: □□□ 

澳門高中生對醫療劵的使用狀況之研究問卷 

    先生／小姐，您好！我們是教青局主辦、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承辦、澳門理工學院社會

工作課程協辦，第二屆「青年關心社會，共鑽研 創明天」的學員，我們現正進行一項有關澳門

高中生對醫療劵的使用狀況之研究調查。 

    澳門政府自 2009 年至今實施了醫療補貼計劃(醫療劵)，此計劃補助居民醫療開支，是與居

民分享社會發展的經濟成果的一次性惠民政策。而醫療劵的原意主要是分流澳門公營醫療機構

的候診壓力，促進居民重視個人保健及基礎衛生護理。所以，我們希望能透過研究結果因應相

關問題提出建議。現在想借用您幾分鐘的時間完成我們的問卷調查，其所得的數據會絕對保密，

只供研究及日後推行相關服務參考之用。 

 

第一部份: 個人資料 
編碼欄 

(工作人員填寫) 

 1.1 性別:     □  1.男         □  2.女 □ 

 1.2 年齡:     ________ 歲   □□ 

 1.3 教育程度: □  1.高中一     □  2.高中二     □  3.高中三 □ 

 

第二部份: 家庭資料 
編碼欄 

(工作人員填寫) 

2.1 您所居住的地區是?  □ 1.澳門 □ 2.中國內地 □ 3.其他: ____________  □ 

2.2 與您同住的家庭成員(包括您)有: ________ 位 □□ 

 2.3 您過去六個月帄均每個月的家庭收入有(如不清楚，請憑估計): ___________ _______ 

 

第三部份: 您與醫療劵 
編碼欄 

(工作人員填寫) 

3.1 您知道政府在推行醫療劵計劃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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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知道                   □  2.不知道 ( 全卷完，感謝您的參與! ) 

3.2 您得知醫療劵計劃的第一途徑: 

   □  1. 報刊 / 海報 

   □  2. 醫療機構 / 健康講座 

   □  3. 從家人 / 朋友 / 親戚的口中得知 

   □  4. 電視 / 電台 

   □  5. 已參與醫療劵計劃的醫護專業人員 

   □  6. 互聯網 

   □  7.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 

3.3 在過去半年中，您有沒有曾經使用過醫療劵? ( 包括轉讓他人的醫療劵 ) 

     □  1.有                     □  2.沒有  [請轉到第五部份] 
□ 

 

 

 

第四部份: 醫療劵的使用 (曾使用過醫療劵的人士適用) 
編碼欄 

(工作人員填寫) 

 4.1 在過去半年中，您大約使用了多少張作個人用途的醫療劵? ____________ □ 

 4.2 您使用醫療劵的原因是: （ 最多只能選 3 項 ） 

   □  1. 別人介紹 

   □  2. 節省金錢 

   □  3. 善用政府津貼 

   □  4. 公營醫療機構較難約診 

□  5. 私營醫療服務較好 

□  6. 私營醫療服務的等候時間較短 

   □  7.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 

□□□ 

 4.3 您使用醫療劵作個人用途的原因是? （ 最多只能選 3 項 ） 

     □  1. 診症                      

     □  2. 購買藥物、藥材或參茸海味  

     □  3. 美容性質的整形性服務 

□  4. 購買醫療用品(如器材、義肢）  

□  5.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    

     □  6. 不知道 

□□□ 

 4.4 您有沒有曾把醫療劵轉贈給他人? 

     □  1.有                     □  2.沒有 [請轉到第六部份] 
□ 

 4.5 他人使用被轉贈的醫療劵的用途是: （ 最多只能選 3 項 ） 

     □  1. 診症      

     □  2. 購買藥物、藥材或參茸海味   

     □  3. 美容性質的整形性服務     

□  4. 購買醫療用品(如器材、義肢） 

□  5.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 

□  6. 不知道 

□□□ 

                                               [請在完成第四部份後轉到第六部份] 

 

~~ 後頁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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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 不使用醫療劵的原因 (沒有使用過醫療劵的人士適用) 
編碼欄 

(工作人員填寫) 

 5.1 您不使用醫療劵的原因是:（ 最多只能選 3 項 ） 

  □  1. 不用看醫生或其他醫護專業人員    

  □  2. 使用程序過於複雜                

  □  3. 習慣看公共醫生 

  □  4. 我常常求診的醫護專業人員沒有參與醫療劵計劃 

  □  5. 就近診所的醫護專業人員沒有參與醫療劵計劃 

  □  6. 不知如何使用 

  □  7. 金額太少 

  □  8. 其他: ______________ 

□□□ 

 

~~ 下頁續 ~~ 

 

第六部份: 請圈出您對下列描述的同意程度 
編碼欄 

(工作人員填寫) 

6.1 您認為…                                 極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 

  6.1.1 醫療劵的使用範圍是足夠的                  4     3     2     1             

  6.1.2 自己對醫療劵的需求小                       1     2     3     4             

  6.1.3 醫療劵對自己的健康有幫助                   4     3     2     1            

  6.1.4 醫療劵的金額是足夠的                       4     3     2     1             

  6.1.5 政府不應繼續推行醫療劵計劃                 1     2     3     4 

  6.1.6 總括來說，醫療劵的實行對澳門是有益的       4     3     2     1 

□ 

□ 

□ 

□ 

□ 

□ 

6.2 醫療劵的使用狀況:                         極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 

  6.2.1 醫療劵可轉讓給非直屬(非父母或子女)的親戚    1     2     3     4  

  6.2.2 醫療劵不可用作購買保健產品                 1     2     3     4 

  6.2.3 基本上，我不贊成醫療劵有轉讓他人的用途     1     2     3     4 

  6.2.4 醫療劵的不合法使用情況嚴重                 1     2     3     4 

  6.2.5 政府應效法其它地區，推行電子醫療劵計劃(以 

       網上代為付款形式，協助有需要的人士)，以確   1     2     3     4 

       保市民以診症作醫療劵的用途 

□ 

□ 

□ 

□ 

 

□ 

 

 

~~ 完 ~~ 

~~ 多謝您的寶貴意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