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已於 2017 年 11 月 5 日 ( 星期日 ) 完成昂平市

集及大澳水鄉一天遊活動，是次活動由康文署黃大仙區康樂事務

辦事處贊助，有16個會員團體，共100位參加者；參觀昂平市集、

天壇大佛及大澳水鄉；過程中各代表都能加深彼此認識和交流，

亦在活動充滿歡樂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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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最新活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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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聖誕交流分享會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誠邀各會員團體代表參與，促進彼此認識；同時

收集各方面意見、反映及工作交流。

簡要如下

日期：2017 年 12 月 7 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 7:00（接待）；晚上 7:30（開始活動）

地點：九龍橫頭磡邨宏禮樓地下活動室

參加名額：60 位 ( 鼓勵每組織委派出 1至 2位代表 )

費用：每位參加者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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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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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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1 日 ( 星期四 )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七周年國慶酒會

9月 22 日 ( 星期五 ) –新生精神康復會 20162017 年度周年常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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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9 日 ( 星期五 ) –香港哮喘會 2016–17 年度周年大會暨會員聚餐

9月 23 日 ( 星期六 ) –佛教醫院病友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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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9 日 ( 星期四 ) –肺積塵互助會「銀禧誌慶週年大會」

10 月 8 日 ( 星期日 ) –香港眼角膜關懷協會第十二屆執行委員會選舉暨 2017 會員大會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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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 日 ( 星期六 )–中文大學第十一屆「藥劑學院白袍慶典」及藥劑學院二十五周年晚宴

10 月 19 日 ( 星期四 ) –醫管局與病友組織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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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倡議

1. 藥問101——認知心房顫動

中風可影響活動及言語能力，嚴重者更會身體癱瘓甚至死亡；在二○一五年，

有二萬人中風病發，五千人因心房顫動（房顫）引致中風。房顫患者以老人

為主，此病的中風危機較一般人高五倍，死亡率亦比其他中風死亡率高；然

而市民對房顫的認知，竟比三高及吸煙等健康議題更少。中文大學於二○

一三至二○一四年的調查發現，只有不足百分之八的長者聽聞過房顫，少於

百分之五長者知道可引致中風。

很多因中風而緊急入院的患者，日後無法如常活動及自理，家人亦須於日常

生活中對患者特別護理，不論是心理及經濟上都增大了負擔。此外，患者不

止肉體上生病，心靈都飽受煎熬。除此之外，首次中風入院的患者，都需要

接受多星期的急症及復康治療，每天的服務成本約五千一百一十元，之後患

者亦要長期覆診及復康，亦有患者須住進院舍，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

如能及早確診房顫，並提供適當的跟進或治療措施，可減低觸發中風的機會。

然而，政府及公營醫療機構均未有推行房顫及中風的健康教育，患者通常在

發病後才知與房顫有關，然而已經太遲。此外，有數據指本地房顫患者並未

獲得合適的藥物治療，或與配套未能配合及醫護人員缺乏認知有關。其實公

營醫療機構及社區內的家庭醫生可共同合作，惟現時仍未有計劃推出。

醫院管理局有着提供世界級醫療服務的願景，口號是「與民攜手保健安康」，

若能執行普通科門診對六十五歲或以上人士、心臟病及糖尿病等長期病患的

房顫普檢，推廣「預防勝於治療」的訊息，絕對能大大減少中風個案。為房

顫患者提供跟進服務及藥物，雖然增加醫療架構成本，但小資源成本絕對勝

於大資源付出，對市民大眾及政府其實好處更大。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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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倡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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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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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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1月 29日(星期三) 

晚上 

7:30 

至 

9:30 

橫頭磡邨宏禮樓活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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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