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中華小知識》過去五期為各位分享各項與內地息息相關的生活資訊，作為本年度最後一期的小編，有見近年
有不少港人移居粵港澳大灣區的內地城市，希望在大灣區享受優質的退休生活。而醫療配套正是其中一個重視的
項目，畢竟內地醫療水平未能給予港人足夠的信心。

目前，在深圳市與廣州市均設有港資營運的醫院及門診，並以香港的服務標準應診，方便港人在大灣區生活時，
可選用較完善的醫療服務。除了一些港資醫療機構，港人在內地求診時，亦應了解內地的公立醫院分級制。

按照《醫院分級管理標準》，當局將內地醫院進行評審，主要分為 3個等級，最大分別為牀位數量；而有關當局
會根據醫療技術、管理水平等因素為醫院再細分級別，因此各個級別中再劃分甲乙丙三等。一般來說等級越高，
醫院規模越大，設施越完善，技術越精妙。

就以珠海市香洲區康寧路的珠海市人民醫院為例，醫院設有內科、外科、婦科、影像、護理等功能，醫院被評為
目前最高的三級甲等級別。

1.	 醫院的規模：包括床位設置、建築、人員配備、科室設置等四方面的要求和指標；

2.	 醫院的技術水平：即與醫院級別相應的技術水平，在標準中按科室提出要求與指標；

3.	 醫療設備；

4.	 醫院的管理水平：包括院長的素質、人事管理、信息管理、現代管理技術、醫院感染
控制、資源利用、經濟效益等七方面的要求與指標；

5.	 醫院質量：包括診斷質量、治療質量、護理質量、工作質量、綜合質量等等。評分最
好的是甲等，乙等次之，丙等最後。

 內地有哪幾類醫療機構？

內地醫院有哪項標準和指標來劃分不同等級？

分為 3個等級，一級為社區（街道）醫院，二級為縣級（區級）
醫院，三級為市級醫院。公立醫院

由社會而非政府出資興辦的衞生機構。民營醫院

由外商投資成立的衞生機構。外資醫院



一級醫院

【社區（街道）醫院】

二級醫院

【縣級（區級）醫院】

三級醫院

【市級醫院】

定位
初級衛生保健機構 /  

基層醫院

地區性醫療預防的技術中心 / 

地區性醫院

具有全面醫療、教學、科研

能力的醫療預防技術中心

服務範圍
直接為社區提供醫療、預防、

康復、保健綜合服務

跨越幾個社區，

提供醫療衛生服務

跨地區、省、市以及向全國

範圍提供醫療衛生服務

牀位數量 最少有 20 張病牀 必須達到 100 張病牀 必須達到 500 張病牀或以上

主要功能 ( 一 ) 直接對人群提供一級預防 參與指導對高危人群的監測

提供專科（包括特殊專科）

的醫療服務，解決危重疑難

病症

主要功能 ( 二 )

在社區管理多發病、常見病、

現症病人，並對疑難重症做

好正確轉診

接受一級轉診，對一級醫院

進行業務技術指導

接受二級轉診，對下級醫院進

行業務技術指導和培訓人才

主要功能 ( 三 )
協助高層次醫院搞好中間或

院後服務， 合理分流病人
進行一定程度的教學和科研

完成培養各種高級醫療專業

人才的教學、承擔省以上科

研項目的任務，並參與和指

導一、二級預防工作

例子 鄉鎮衛生院及社區衛生中心 區 ( 縣 ) 人民醫院及中醫院 市人民醫院

小編評價

別看醫院小，它深入到家庭、

負責你的健康，是戰鬥在健

康一線的排頭兵！

在一個局部區域，對百姓的

健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能夠發揮承上啟下的功能！

這一類醫院是規模相當龐大

的，可以幫助解決一、二級

醫院解決不了的問題，是醫

院中的老大哥！

由此可見，三級甲等醫院是目前我們所能看到的最高級別醫院，疑難雜症可優先選這類醫院，全因設備、檢查相
對完善；但是通常病人多，很多全省最好的醫院都是需要排隊幾天，甚至半個月才能得到床位，醫保報銷比例也
較低，費用較高，所以小毛病可以選擇硬體設施相對不那麼完善，消費較少的二級或者一級醫院。雖然這些醫院
設備沒有大醫院齊全，但是常見病的診治水平不見得比大醫院差。

其實，三級甲等醫院之間也是有差距的，一般一個地區三甲醫院裡面最好的是各大學（醫科大學）附屬醫院，他
們得到的政府支持較多，有醫學院的科研實力做支撐，掌握著更好的資源，更先進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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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土生土長的內地人，由於他們在投身社會工作後，都要為「五險一金」供款，「五險」即養老保險、
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一金」即住房公積金。醫療保險方面，報銷範圍包括門
診費用、藥費、住院費、護理費、醫院雜費、手術費等。至於供款比率方面，不同地區有分別，詳情要
向各地區的勞動部門查詢。

至於香港人，由於沒有為「五險一金」供款，到內地不同門診看
病收費會有不同。而港人在大灣區工作或退休，倘若患上傷風感
冒等小病，醫療開支一般不會太昂貴。反之不幸要動手術，在沒
有當地政府補貼下，費用都會非常昂貴，部分人會考慮立即回港
求醫。不過眾所周知，本港公營醫療系統早已超負荷，若轉到私
立醫院就醫，價錢亦同樣昂貴。

倘若港人在香港購買醫療保險，同時考慮到大灣區生活，在投保前應選擇涵蓋內地醫院的醫療保險計劃，
申領賠償手續則與香港一樣，文件包括有醫生簽名蓋印的賠償表格、醫療報告等。如日後想回港治療，
亦要有內地醫師簽發的專介信，賠償比率依照不同保險計劃而定。

除了在香港投保，香港人亦可以選擇參與內地的保險計劃。在 2019 年 12 月初，內地中央政府公布《香
港澳門台灣居民在內地參加社會保險暫行辦法》，由 2020 年起，凡於內地工作、讀書及生活的港澳台
居民，可以申領社會保險，申請人可以按照規定補交保險費用，舉例說，如果港人在內地生活 3年，補
交過去 3年未交過的社會保險費用，就可以領取社保。

掛號分診

排隊候診

醫生問診

繳費	
檢查檢驗
(視情況所需，某
些檢查需另外	
預約時間 )

根據處方
繳費、	
取藥
(視個人需要	
而定）

開處方

內地人供「五險一金」，醫療費用可報銷

港人補繳保費後 可申領社保

內地醫院的門診程序是怎樣的？ 



香港居民可在醫院現場掛號，也可預約掛號，掛號時須提供就診人有效
身份資訊，如回鄉證、香港居民身份證及有效電話號碼。	( 須注意並非
所有醫院接受使用上述資料預約 )

目前在大灣區內地中，廣州有最多「三級甲等醫院」，共 35間，其次
為深圳共 16間，之後是佛山有 12間。最少為珠海只有 3間，部分醫
療機構列載如下：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為現時較知名在大灣區的港資醫院，位於深圳市福田區，由深圳市政府投資、並引進香港大學
管理模式的大型三級甲等綜合性公立醫院，全科診室採取「打包」收費模式，每次收取人民幣 200 元。同時在內
地生活的香港長者，可使用醫療券在該醫院睇醫生，而且部份保險公司推出的大灣區醫療保險，亦將醫院納入網
內醫療機構。

相信你現在對醫院等級劃分有了初步了解	，我們看病的時候不一定非要選擇高等級醫院，現在的基層醫院也在不
斷崛起當中，分級診療，雙向轉診制度也會越來越完善，上下級醫院正趨於無縫對接，受益的將是廣大的患者。

總結

電話預約

中國電信：(86	20)	114		 （服務時間：08:00-22:00）
醫護網：400-6677-400	 （服務時間：08:00-21:30）
就醫 160：400-1191-160	 （服務時間：08:00-21:00）
廣州市統一預約掛號系統：(86	20)	12320				 （服務時間：24 小時）
廈門市統一預約掛號系統：(86	592)	96166

網上預約

翼健康 24小時	 https://weixin.189jk.cn/v2.0.0/index.html#/
健康之路	( 醫護網 )	 http://www.yihu.com/
健康 160	http://gz.91160.com/
廣州市統一預約掛號系統	 http://www.guahao.gov.cn/index.xhtml
（註：香港居民只能在此系統預約華僑醫院及婦女兒童醫療中心的服務。）
廈門市統一預約掛號系統	 https://www.xmsmjk.com/

微信預約
可預約多家醫院服務者：「中國電信 114 掛號」、「健康之路」、「健康 160」
預約單一醫院服務者：各醫院公眾號	( 例：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中山一院 )
廈門市微信預約：關注 ｢美麗廈門智慧健康」（微信公眾號：xmzoe_amu）

手機 APP 預約
在手機應用商店中搜索「翼健康」、「健康之路」或「健康 160」即可下載相應 APP 並使用預約掛號之
服務

現場預約 需要現場預約的香港居民可前往各醫院門診掛號處預約

名稱 地址、電話

廣州萬治（香港）內科門診部 廣州市天河區天河北路 233 號中信廣場辦公樓 2502 室
(86 20) 2223 0233

廣州銀海口腔門診部 廣州市白雲區雲新街 18 號 104-105 號舖
(86 20) 3652 2818

廣州鳳凰城銀海口腔門診部有限公
司

廣州市增城區新塘鎮鳳凰城交通中心廣場大街 10 號商鋪
(86 20) 2622 8340

廣州保柏第一門診部有限公司 廣州市天河區珠江新城珠江東路 11-13 號高德置地秋廣場 305，305A
400 8500 833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 * 深圳市福田區海園一路 ( 白石路與僑城東路交匯 )
(86 755) 8691 3399

深圳希瑪林順潮眼科醫院深圳希瑪
林順潮眼科醫院 #

深圳市福田區車公廟泰然九路一號盛唐大廈東座 101 號
(86 755) 8322 5995

深圳環宇一家綜合門診部 深圳市南山區港灣一路南山翠亨村茶寮 2 棟 1 層
(86 755) 2669 3667

深圳萬治門診部 深圳市羅湖區人民南路 2002 號佳寧娜友誼廣場 3 樓 A01 至 A13 室
(86 755) 2512 5002

香港居民應該如何掛號，以在內地醫院就醫？

在廣東省內有香港機構獨資或管理的醫院或診所嗎？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打包收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