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於 12 月 7 日 ( 星期四 ) 晚上舉辦了聯盟聖誕

交流分享會；目的是為了與團體會員彼此加深認識，另一方面，

就近期的醫務委員改革、基層醫療事項及社署撥款的最新消息等

等，各方面讓不同病科的病友們自由表達，收集寶貴見，整合後

向署方及有關方面反映。是次活動共有 16 個會員團體共 34 位代

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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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攜手賀新春 2018 – 自助組織團拜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暨「香港癌症基金會」及「香港復康會」將於

2017 年 3 月 10 日（星期六）合辦「攜手賀新春 2018」自助組織團拜，

誠邀各自助組織參與，促進彼此認識，互相交流。詳情如下：

日期：2018 年 3 月 10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5:00

地點：醫院管理局大樓地下大堂

參加名額：鼓勵每組織委派最少 3人，最多 5人出席。

費用：每組織劃一收費港幣 $30 (3 人 )，第 4位開始每位收費 $10

詳情將以稍後發出的通告為準。

2. 病人賦能研討會 2018 – 家居達人

由醫院管理局、香港病人組織聯盟及香港科研製藥聯會合辦「病人賦能

研討會 2018」，目標為醫護人員、病友和其他持份者提供一個平台去討

論與病人賦能相關的議題。

簡要如下

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 星期六 )

時間：上午 9時至下午 1時

地點：九龍亞皆老街 147B 醫院管理局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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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藥物問座談會

由香港病人組織聯盟主辦，分享用藥資訊及安全用藥之道，邀請嘉賓如

何善用藥劑師及社區藥房的資源及解答大家對藥物的疑問

活動簡要如下：

日期：2018 年 2 月 3 日 ( 星期六 )

時間：下午 1:15( 登記 )；下午 1:30 - 下午 4:15

地點：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23 號城景國際酒店 5樓鑽石廳 ( 油麻地港鐵

站 A2 出口再步行 2分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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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8 日 ( 星期日 ) –香港眼角膜關懷協會 2017 年會員大會暨第 12 屆執行委員會選舉

10 月 14 日 ( 星期六 ) –關心您的心第 12 屆執行委員會選舉暨 22 周年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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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日 ( 星期三 ) –病人諮詢委員會

10 月 19 日 ( 星期四 ) –肺積塵互助會 25 週年銀禧誌慶暨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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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8 日 ( 星期日 ) –香港政府藥劑師學會 30 周年會慶

11 月 18 日 ( 星期六 ) –香港柏金遜症 2017 年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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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 ( 星期日 ) –腦同盟第 18 屆會員大會

12 月 1 日 ( 星期五 ) –香港控煙 35 周年慶祝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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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9 日 ( 星期六 )–香港新聲會 33 周年會慶聯歡暨 19 屆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

12月 3日 (星期六 )–2017 年國際復康日廿五周年慶祝典禮暨傷健全城「拼」及 「十八區關愛僱主」頒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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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9 日 ( 星期六 )–與香港藥學會會面

12 月 17 日 ( 星期日 )–香港柏金遜症會 2017 聖誕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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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6 日 ( 星期六 )–毅希會 - 第 29 週年大會曁聯歡聚餐邀請

12 月 25 日 ( 星期一 )–香港西醫工會「醫香幻影慶 20 載回歸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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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藥問101——為病人爭取更多

 轉眼間，二○一七年又將完結，在迎來新一年的挑戰前夕，先回顧這一年香港病人

組織聯盟的工作與目標。敝會素來致力推動人本醫療，冀望病人擁有被尊重、選擇和充

權、病人參與醫療政策、服務使用權和支援及資訊的權利倡議，以及提昇病人組織的功

能和社會認受性等。

　　不過，目前情況是，本地醫療確實有很大的進步空間。鑑於人手及資源匱乏，以及

聯網醫院的資源分配不勻，皆難以解決供給失衡的問題。敝會一向提倡聘請私家醫生及

退休醫生於公立醫院兼職為廣大市民服務，惟始終未能廣及實現。至於各樣老生常談的

問題，包括興建及擴建醫院、增加病牀及提升醫科及專職醫療學額等，仍是供不應求，

尚待改善。

　　此外，我們亦增加了與公營部門及相關機構的合作，同時貫徹宗旨，讓病人由服務

使用者變為服務提供者，達致「助人自助」之目的，可提升患者身心的功能及照顧者支援。

另一方面，社區教育亦是我們所重視的，過去一年敝會眾多病人組織對廣大市民特別是

學生及長者，宣揚預防疾病訊息，並讓他們了解各個疾病，既為提高大眾對病人的關愛

及互助意識，學習減壓對減低疾病出現的重要性；對敝會而言，會員是最珍貴的寶藏，

種種活動亦讓病人義工一展所長，增強個人能力與自信心。

　　展望將來，本地醫療前路依舊困難重重，但我們仍會堅持信念，為病人及市民爭取

最適切的服務及治療，深盼政府及醫管局方面與病人組織方面更能加強夥伴關係和社會

認受，促進更高層面的病人參與。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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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藥問101——只有爭吵 沒有對話

 一直掌握在手的健康，要是驟然失去，自然無法接受，正當盛年的阿榮（化名）便

是一例。原本強壯的他，突然發生中風，導致行動不便，手腳不再靈活，被迫放棄工作。

阿榮自此之後變得很自卑，不願讓人看到他頹喪及歪嘴的模樣，整整三年躲在家中，自

我封閉。阿榮因病情而鬱鬱寡歡，性情變得暴躁，對着兩名分別八及十歲的兒子不再慈

祥，只有責罵，導致兩個兒子日益反叛；太太成為經濟支柱，難忍阿榮經常自怨自艾，

希望丈夫努力復康，阿榮卻說自己更加辛苦，沒有體諒太太感受。

　　大好家庭，因一場中風而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漸漸四口子在家中不再對話，一開

口只有謾罵。

　　一次覆診，護士提議阿榮到腦部受損及中風病友自助組織—慧進會，其實阿榮千般

不願，但在姐姐鼓勵下，便硬着頭皮前往。

　　最初阿榮出席聚會時，總是默不作聲，坐在一角；要是有人跟他攀談，便緊張得滿

額滿身是汗，害怕被瞧不起。但是在充滿同理的大家庭內，關注的聆聽與交流讓阿榮在

接受、適應和學習上切實地跨進了一大步。

　　在多次組織舉辦社區教育活動，邀來學生到訪傾談，阿榮姑且現身幫忙，也沒太多

期待。意想不到的是，疏於社交的阿榮，竟跟一眾年輕人談得投契，欲罷不能，他釋放

了自己！

　　完了聚會後，阿榮猶如開了竅，回家後嘗試以剛才的模式跟兒子溝通，大為奏效。

自此之後，阿榮跟家人開始破冰，關係逐漸回復到生病前一樣。

　　事隔多年，阿榮兩個兒子已二十多歲，事業有成，他本人亦樂於參與組織上的活動

和各種義務工作，跟初來甫到時，實在判若兩人。

　　阿榮的故事，在中風病人中只是冰山一角；中風並非世界末日，只要社會多加接納，

病人願意接受機會，人生仍是可活得積極。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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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藥問101——全城戒備 冬季流感高峰期

 猶記得今年七月時，本港夏季流感肆虐，令急症室「逼爆」，有醫院的輪候時間更

長達七至八小時；轉眼間來到秋冬，又要迎來冬季流感高峰期。一般情況下，一至三月

是爆發階段，每年我與病人組織內的醫院義工都本著「健康為上，責任為先」的態度，

預先接種流感疫苗，既防止受到傳染，也可減少與其他病人互傳的風險。

　　每年政府及病人組織，皆會提醒病人注射流感疫苗，當然免疫力較低的兒童及老人，

亦要特別注意，但不能忽略的是健康的市民及專職醫療人士。須知道流感不止影響上呼

吸道，使人發燒、喉嚨痛、流鼻水或咳嗽等，只怕病毒向全身蔓延，襲擊肺部、腦部及

心臟等，最易是誘發入侵性肺炎、腦炎或腦膜炎等。肺炎是全港第二位致命疾病，病毒

也可引起心肌炎及肌炎等併發症，絕對「手尾長」；即使能及時治療，亦要賠上寶貴時

間及金錢。

　　市民及高危人士固然要注意衛生及多加保暖，但正如文首所言，每年流感高峰期前

接種流感疫苗，以及注射肺炎鏈球菌針，亦是保障健康的好方法。不過，不少市民或專

業人士都對打針產生謬誤，認為接種疫苗後會發燒幾天，注射部位出現疼痛或紅腫，打

針反而更辛苦。更有專職醫療人員指，注射後如有不適，便要放下繁忙的工作，無法料

理病人，所以拒絕打針。其實注射任何疫苗亦會有輕微反應，出現微燒等實屬正常，醫

護在事前亦會解釋之後有何正常反應，以及查詢病人可有禁忌症。為己為人，做足預防

措施才是盡責之舉。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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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藥問101——地區康健中心

 新特首的第一份《施政報告》出爐，當中提到將重點推動基層醫療，其中一項建議

是於各區設立康健中心，駐有護士、物理治療師及職業治療師，目標是為各區居民提供

醫療支援及疾病預防。第一個試點是葵青區，由非牟利機構營運，資金由政府負責，期

望減輕公營醫療的壓力。在本會立場，政府願意關注長期病患的需要，本是好事，但從

病人立場來說，還未能算是適切的社區醫療配套。

　　由試行及至在十八區設立類似的中心設施，可讓病人接受跟進性的復康治療及檢查。

事實是，康健中心的概念與現存的長者中心相當類似，按《施政》描述，要進行預防疾

病或健康教育是可以的，但要提供復康護理服務，則未必有足夠空間，是否能紓減醫療

壓力，以及對病人的幫助和具體成效實是存疑。

　　針對某些常見長期病患的需要，獲得言語治療師及營養師等的長期跟進是十分重要

的，例如中風人士，他們從公立醫院出院後，部份再不是「正式病人」，然而他們仍需

要專業人士的幫助，例如是吞嚥及說話能力、自我照顧管理能力及復康概念的建立，故

此需要重新到普通科門診或醫院輪候，往往延誤了早期的治療時期。病人在等候期間亦

身心俱疲，導致復康進度未如理想，長遠亦是增加了整體醫療負擔。

　　地區康健中心是初步的建議，但其前瞻性及各方配套，還是需要基層醫療發展督導

委員會更深入的探討；既要充份支援長期病患者的需要，增強提供專職醫療服務、藥劑師、

增強及改善公私營協作，初步治療和跟進慢病治療及自我管理，同收減輕公營醫療壓力

之效 -。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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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藥問101——用「心」醫人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中風是香港第四大疾病殺手，每年有約二萬人「中招」，死亡人數達三千；即使在

中風病發後得以倖存，亦要面對眾多後遺症如肢體癱瘓，以及可能在認知、語言和記憶、

視覺、聽覺、吞嚥功能受損及痙攣等，對自己及家人的人生均帶來嚴重影響。

　　除了生理上的治療，復康及社區支援同樣重要，試想像患者遭逢巨變，心理關口絕

不易過，此時病人組織的角色便十分重要，例如是以服務腦科及中風病人為主的慧進會、

新健社、腦同盟及腦友匯等。須知道醫護人員用「藥」醫人，我們則是用「心」醫人，

針對患者所需所想，從而提出適切援助。第一步，是要讓患者接受現實，了解下半生將

因病而改變，然而患者因腦部受損，於「接收、整理、表達」的能力難免較常人遜色，

我們必須以極大耐性，在保存他們的自尊心之下，讓患者逐步改善。

　　病人組織的目標是「自助互助、用者參與」，曾經中風的同路人絕對是患者的強勁

支柱，因為很多患者有自傷自憐的心態，但跟同路人接觸後，便可驅除孤單感，達致「無

歧視、無冷落、無放棄」之目的。在對待中風後治療及復康，亦能培養「接受、適應、學習、

互助」的心態，坦然面對前路，這麼多年來，在抗逆、緩壓、自我管理和自助互助上成

功由小我而獻身大我的動人故事甚多。

　　協助中風患者及家屬之餘，病人組織亦希望公眾了解中風症狀，在病發時及早求醫，

減低後遺症的損害。我們簡單記住「談、笑、用、兵」四字便可，「談」即說話時突然

發音不清、語無倫次；「笑」則是兩邊面頰不對稱，發生歪面的情況；「用」是手腳難

以郁動，或半邊身邊不靈活。如有上述問題其中一項，都應該立即「請救兵」，致電

九九九召來救護車，盡快送往有急症室設備的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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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助互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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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月 30日(星期二) 

晚上 

7:30 

至 

9:30 

橫頭磡邨宏禮樓活動室 2018年 3月 27日(星期二) 

2018年 5月 29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