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周年會員大會暨 2017-2019 年度第三屆執行委員會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2017年周年會員大會已在7月29日(星期六)

完成，當中進行了第三屆執行委員會委員，由選舉委員會主席韓

永生先生宣佈，出席的會員團體代表投票後，一致通過 6 名候選

人全部當選。新一屆執行委員會已於 8 月 1 日 ( 星期日 ) 舉行首

次會議，按照章程互選主要負責人，名稱及職銜如下：

主　　席　：袁少林 ( 慧進會 )

內務副主席：黃金鳳 ( 樂晞會 )

外務副主席：林韋雄 ( 香港強脊會 )

義務秘書　：曾國樹 ( 關心您的心 )

義務司庫　：蔡志強 ( 肺積塵互助會 )

委　　員　：陳炳鴻 ( 關心您的心 )

2017年度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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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最新活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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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平市集及大澳水鄉一天遊

為加強會員團體對聯盟之聯繫及凝聚，將舉辦以康樂聯絡及交流為主的

昂平市集及大澳一天遊，稍後接受各會員團體報名。

活動簡要如下：

日期：2017 年 11 月 5 日 ( 星期日 )

旅行地點：昂平市集及大澳。

集合地點：九龍塘多福道 -港鐵站 D出口

集合時間：上午 8:30 集合；上午 9:00 出發 (逾時不候 )

行程簡要如下：

上午前往昂平市集；中午將於大澳午膳及下午前往參觀大澳

交通安排：旅遊巴士及易達巴士

對象：香港病人組織聯盟會員團體的病友及親友。

詳情將以稍後發出的通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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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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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星期六) –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十九週年會慶暨第十屆委員會就職典禮」

7月 22 日 ( 星期六 ) –香港護理專科學院茶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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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2 日 ( 星期六 ) –香港醫務行政學院獎學金頒授 2017

7 月 29 日 ( 星期六 ) –聯盟 17 年周年會員大會暨 17-19 年度第三屆執委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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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5 日 ( 星期二 ) - 與食物及衞生局新局長及領導層會面交流

8月 4日 (星期五 ) - 伊利沙伯醫院 病人資源中心開放日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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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7 日 ( 星期四 ) - 新界東醫院聯網年度工作計劃會議

9月 2日 (星期六 ) - 新界東醫院聯網策略計劃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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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倡議

1. 藥問101——為病人提供專業意見的藥劑師

在大眾心目中，藥劑師的形象很神秘，總是躲在重重藥架後配藥；即使病人

對藥物有所疑問，亦不敢查詢，擔心像其他「師」如會計師或律師一般，收

取高昂的費用。對病人特別是長期病患而言，藥劑師是十分重要的角色；在

治療中，除了有臨床及影像檢查、手術和心理治療等，少不了藥物治療。我

們常說「藥到病除」，可見藥物對整體治療的功效。要適當發揮藥物效能，

為病人去除疾病，同時要確保安全性，既是醫生的責任，亦是藥劑師的職責。

藥劑師擁有對藥物及醫療的專業知識，可幫助病人加深對藥物的認識，以及

了解該如何正確使用，並履行監察藥物安全的職責。

在美國及英國等地，諮詢藥劑師服務須收費，但這種服務在香港是免費的；

我們走進任何有標記的藥房，亦可要求提供藥劑師服務，只是很多市民並不

知道。的確，藥劑師是不可或缺的，以患有多個疾病的長期病患為例，他們

通常需要服用不同種類的藥物，因此藥劑師便能知道哪些藥物成效一樣，可

令患者體內藥效過多；亦能知道哪些藥物相沖，必須避免一同服用。

藥物用得其所，便可救命；用錯方法，隨時成了毒藥，所以病人有任何懷疑

時，應向藥劑師詢問，別怕不好意思，這是病人的知情權。藥劑師對藥物有

充分了解，可向病人提醒藥物已轉包裝，或講解應如何服用，讓病人回家用

藥時可更放心。

要為市民及病人帶來更優秀的服務，有賴政府決策及不同範疇的專職人員合

作，藥劑界別亦是重要的一環。我們期望政府在醫療人力規劃方面，能因時

制宜展望評估研究，切實優化本港醫療服務人手安排。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P.8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有限公司

Hong Kong Alliance of Patients’ Organizations Litimed.
電話：2304 6371                   傳真：3011 6893      
網址：www.hkapo.org.hk  電郵：admin@hkapo.org.hk

   政策倡議

2. 藥問101——昂貴藥物難負擔

在醫學昌明的今天，癌症藥物推陳出新，大大增加患者壽命；換言之，大批

患者需要長期用藥，然而在香港這個富裕城市，患者卻面對「有藥不能用」

的困境，往往要等待處方獲國際認可，以及申請資助成功，才可使用癌症新

藥。癌症新藥要經過約五年才可納入藥物名冊及安全網；八年才可成為專用

藥物，獲得全額資助。反觀西方國家，我們輪候的時候較英國長三倍、法國

長四倍。

可悲的是，儘管有更有效或副作用更低的藥物，但由於需時引入，許多患者

都未能即時採用，隨時錯過黃金治療機會。歐盟於 2003-14 年通過 26 種涉

及治療香港十大癌症的主要藥物，然而有三分之二藥物未能納入本地資助範

圍，導致基層及中下層患者無法及時使用。香港癌症人數持續上升，2014 年

數據顯示，新個案已達29,618人，每天約有80宗新症，如若情況未能改善，

受影響的患者將會更多。

為縮短患者輪候藥物時間，以及擴闊用藥範圍，我們認為政府應增加藥物開

支的預算，把更多有重大療效但昂貴的藥物納入通用藥物及專用藥物，包括

罕有疾病的藥物處方，讓患者可以標準收費使用。另一方面，可進一步放寬

撒瑪利亞基金及關愛基金的經濟評估，以及審查準則，令更多有需要的患者

受惠；與家人同住的患者亦可以個人名義向撒瑪利亞基金申請援助。

為減輕患者或其家屬因自購藥物而造成的經濟負擔，政府可考慮幫助須支付

昂貴藥物費用的患者及其家庭提供稅務減免；社會持份者包括政府部門、醫

管局、藥業、保險業、患者，以及本地及海外學者和健康組織人士，可交流

各方對降低藥物價格的意見，並研究與磋商解決方案。事在人為，希望政府

方面能正視關注病人的治療權益，盡快讓更多患者得到適切而有效的支援。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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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試過有口難言的滋味嗎？無法與人聊天談笑，購物、問路與求助都成問題，

光是想像都覺得十分難捱；偏偏有很多中風及腦部受損患者，經過治療後，

儘管接收能力正常，但表達能力仍然存在困難，無法順利與人溝通。這些患

者不止在生活上處處受限，亦由此衍生自卑心理——就連看醫生時亦要靠親

朋轉達病情，難以親自講述個人需要，身心都十分無助；有患者自感沒用，

甚至有懷疑生命意義的感慨。

上述患者如能得到言語治療師的幫助，大有機會逐步改善表達能力及吞嚥功

能，奈何公立醫院的言語治療師人手嚴重不足，對他們的幫助實在是杯水車

薪。今年 6 月的立法會會議上，公佈了 2017 年七大醫院聯網中言語治療師

的人數及就診人次，以新界西為例，僅得 1 位高級言語治療師及 17 位言語

治療師，他們合共要為5萬多就診人次服務；即使是患者人數較少的九龍東，

1位高級言語治療師及約 11 名言語治療師亦要應付接近 3萬名就診人次。近

年社會人口老化，對言語治療的服務不斷上升，人手卻是如此捉襟見肘，實

在影響中風及腦部疾病患者的言語復康程度。

病人組織寄望醫管局及相關政府部門能增加公營醫療系統言語治療師的人

手，儘管言語障礙不會影響性命，但正所謂「溝通得法，身心俱治」，患者

能於家庭以致社交層面與旁人順利溝通，對日常生活與情緒管理都大有益

處。另一方面，家屬與照顧者可多加明白患者的處境，除了學習如何溝通外，

亦可讓患者自行表達意見及情緒，毋須時刻代為發言，否則患者會覺得沒趣

或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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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藥問101——言語治療師不足 中風者有口難言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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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助互助

4.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2017-2018團委會時間表

歡迎會員團體，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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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地點 

2017年 9月 26日(星期二) 

晚上 

7:30 

至 

9:30 

橫頭磡邨宏禮樓活動室 

2017年 11月 29日(星期三) 

2018年 1月 30日(星期二) 

2018年 3月 27日(星期二) 

2018年 5月 29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