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盟已於 2019 年 7 月 27 日 ( 星期六 ) 在九龍亞皆老街 147B 醫院管理

局大樓閣樓研討室 ( 一 ) 舉行香港病人組織聯盟 2019 年會員大會；會

議中報告了有關聯盟2018年至2019年年度的工作進度報告、財政報告；

當中選出第四屆執行委員會委員，由出席的會員團體代表投票後，一致

通過六名候選人全部當選。而第四屆執行委員會已於8月1日 (星期四)

舉行首次會議，按照章程在互選下選出主要負責崗位。

第四屆執行委員會架構如下：

主　　席　：袁少林先生　(慧進會 )

內務副主席：黃金鳳女士　(樂晞會 )

外務副主席：林韋雄先生　(香港強脊會 )

義務秘書　：陳麟書先生　(香港哮喘會 )

義務司庫　：蔡志強先生　(肺積塵互助會 )

委　　員　：曾銳強先生　(關心您的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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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為推廣病友安全用藥文化及促進藥物安全，故舉辦「國際病友安全

日座談會」

活動簡要如下

日期：2019 年 9 月 29 日 ( 星期日 )

時間：上午 10:30 - 下午 1:00

地點：九龍荔枝角長沙灣道 760 號香港紗廠工業大廈 5期 4樓 C室

Dream Impact 夢創成真 (荔枝角道港鐵站 B1 出口 )

費用：費用全免

為加強會員團體對聯盟之聯繫及凝聚，聯盟舉辦以聯誼及交流為主的秋

季旅行。

日期：2019 年 11 月 2 日 ( 星期六 )

旅行地點：機場核心計劃展覽中心、流浮山海鮮市場及屏山文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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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報名詳情將於日後由電郵再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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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最新活動消息
撒瑪利亞基金及關愛基金問卷調查 -參與焦點小組訪問

為深入了解病人組織代表對現時醫療援助計劃的意見，並於稍後向各持

分者提出相關的政策改善建議，聯盟就有關撒瑪利亞基金及關愛基金醫

療援助項目”的焦點小組訪問，舉辦三場，每場訪問約為 2 小時。有興

趣參與的病人自助組織代表只需要參加其中一場，參加資格不限，曾經

申請有關資助或有經驗協助會友申請更佳。

訪問所得資料只作研究用途，個人資料將會保密。

簡要如下

第一場

日期：9月 19 日 ( 星期四 )

時間：晚上 7:30 至約 9:30 

地點：油麻地上海街 402 號地下香港哮喘會

第二場

日期：9月 26 日 ( 星期四 )

時間：晚上 7:30 至約 9:30 

地點：九龍深水埗白田邨昌田樓地下一號慧進會服務中心

第三場

日期：10 月 10 日 ( 星期四 )

時間：晚上 7:30 至約 9:30 

地點：九龍深水埗白田邨昌田樓地下一號慧進會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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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7月19日（星期五）–聯盟向醫管局行政總裁梁栢賢醫生榮休致意

7月 20 日（星期六）–香港造口人協會 2019 年 AGM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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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7 日（星期六）–香港病人組織聯盟 2019 年周年會員大會

7月 30 日（星期二）–政務司司長施政報告諮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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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5 日（星期四）–第九次新界東醫院聯網年度計劃會議

8月 24 日（星期三）–香港復康會舉辦 深水埗基層醫療發展論壇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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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6 日（星期五）–香港糖尿互協會第三十一屆會慶

9月 7日（星期六）–新界東聯網策略規劃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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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參與
1. 藥問101——舊問題未解決

在即將到來的《施政報告》中有關醫療服務策略，從筆者的角度，即時新政策有得體的

內容，但老問題從來不解決，再多新方案亦無用。最基本，長期以來，醫護人手嚴重不足，

至今仍是難以解決，那麼《施政報告》縱使提出眾多服務，能夠有足夠人手支持嗎？

近年醫生及護士的離職數字可說是高峰，加上以中高層醫生離任或退休為多，他們擁有

豐富經驗及技術，對公立醫院是很大的損失。同時，兩間大學的醫學院培訓未足以追上

流失速度，就當能夠補足人數，但新丁始終欠缺經驗，導致出現斷層，無法「舊帶新」，

讓新晉醫生的處境更為艱難，對病人絕非好事。

政府要留住人才，是否無計可施？例如增加升遷機會，其實是可行的，但為何多年訴求，

仍然無法實行？另一方面，除了離職醫護人員眾多，加上工作繁重、缺乏晉升機會及私

營醫院挖角等，都打擊公營醫院的醫護人員士氣；至於重聘退休醫護人員計劃和吸納海

外醫生亦成效一般。醫護人員的支援嚴重不足，除了難以提供足夠服務，亦難免增加醫

療事故；香港庫房年年水浸，竟然無法招聘足夠人手，是無法令市民接受的。

專職醫療的編制不足，亦影響病人復康進度，使服務質量受到限制。於公營醫療中，言

障者以提供吞嚥服務為主，相對逼切性較低的說話技巧，則再無時間教導，然而對患者

而言亦是重要的技能。另外，藥劑師可減輕醫生負擔，指導監察病人用藥，共同維護病

人健康，但目前似乎很多藥劑師可支援的工作仍然落在醫生身上。

營養師嚴重不足，每所醫院只得幾名、長者牙科保健及臨牀心理服務亦資源不足，實在

難以一一盡數。目前很多醫護及專職人才的需求極大，政府如果未能滿足最基本的需要，

又談何推出新政策？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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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參與

2. 藥問101——癌症藥物昂貴　漫長輪候期

對癌症患者，特別是無力負擔私家治療的一群而言，縱使眼見有藥，卻未必有得使用。

據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報告指出，二○一六年的癌症新症有三萬一千四百六十八宗，

還未計之前確診並正接受治療的病人。在病人數目龐大的情況下，各種資源便求過於供。

若然患上癌症，看過公立醫院醫生後，再轉介到內科輪候；如果病情輕微則要等待年半

至兩年。直至跟專科醫生見面後，還要等待治療、掃描檢查等。如要申請藥費資助，又

要準備一大堆文件兼花時間申請。癌症來到晚期階段，大多以藥物治療為主；在醫學昌

明的今天，標靶藥及免疫治療等已能大大延長患者壽命，同時可保持一定的生活質素。

然而這些藥物在歐美面世及使用後，先要經過約五年才納入本地藥物名冊及安全網，八

年方能得到全額資助，成為專用藥物。雖然藥物名冊一直增藥，但仍有很多水深火熱個

案未可即時受惠，相對其他國家及地區，影響實在慢人一步。

在香港這個先進城市，明明有藥物可治，患者卻無法適時接受治療，實在諷刺；香港醫

管局號稱提供世界級服務，因此政府在守護市民生命方面，實在責無旁貸。患者在未惡

化至難以逆轉時，如能獲得有效昂貴藥物幫助，有很大機會改善病情；然而在等待新藥

審批的時候，患者的病情有可能急轉直下。另一方面，標靶藥費用動輒每月幾萬元，免

疫治療更可能達過百萬元一年，對中產家庭也是沉重負擔，何況是基層患者？儘管關愛

基金、撒瑪利亞基金、聖雅各藥物資助計劃等的門檻已有降低，但機制上仍有改善空間。

除了治療，防癌與提早治療亦是相當重要的；假設在癌症一期甚至零期時已展開療程，

既能減少患者痛苦，毋須投放大量時間及金錢於治療，也能大減整個社會的醫療開支。

然而目前很多癌症未有篩查或普檢，以乳癌為例，即使在兩性常見癌症當中亦位列第三，

而且患者可年輕至三十出頭已患病。這個年齡層的婦女多數有舉足輕重的角色，既是妻

子也是母親，同時是社會勞動力，假如患癌所帶來的損失和家庭震撼實在不小。基於婦

女健康對社會的影響，政府高層於稍後的《施政報告》中，是否能回應這方面的需求呢？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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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有十六所醫院提供晚期紓緩服務，幫助患者晚期時減輕痛苦及心理輔導等，同時亦

照料家屬情緒。然全港只有四十位紓緩治療專科醫生，三百名護士及六十個專職醫療人

員，而這些是兩三年前數字，迄今無增長，服務肯定供不應求。

此外，多數醫院的紓緩治療以癌症為主，其他疾病如認知障礙、器官衰竭、慢阻肺病、

晚期肺氣腫、小腦萎縮及漸凍症等，患者生命將盡時，也需要相關服務；單以認知障礙

症而言，患病數字愈來愈多，但患者長期缺乏紓緩治療的支持。

很多晚期患者因健康不穩，常需要前往急症室接受救治，聯網醫院急症室團隊的醫生及

護士，必須為他們分流及評估；如能擁有相應技巧及認知，與紓緩治療團隊配合，便能

事半功倍。但一般醫護人員對紓緩治療未必認識太多，加上前線醫護工作量超額，難以

撥時間進修相關知識。

另外，有晚期患者選擇在家居住，在人手不足之下，缺乏外展服務支援。對他們而言，

生活質素、生理上減痛及尊嚴比起死回生更重要，如能做到這三方面，身心痛楚都可緩

減。筆者雖曾在許多會議上提出改善方法，但始終未有足夠措施應對。家庭醫學專科醫

生其實可拓展紓緩治療的社區服務，但這類專科醫生數字不多，全港約有六百多名，應

付原本工作亦吃力，如何能兼顧配合服務晚期患者呢？而病牀及其他資源亦不足。

最近三期專欄，筆者探討老問題。對市民而言，醫療服務何其重要，種種不足始終都要

找解決方法。於《施政報告》公佈前，筆者但願這些政策不再無限期諮詢與探討，而是

善用公帑，為市民謀真正福利。

（後記︰數天前喜聞醫管局新界西聯網在天水圍醫院規劃新設紓緩病牀數十張及增聘人

手，個人絕對希望本港紓緩治療服務能持續增長優化。）

   自助互助
3.  藥問101——晚期紓緩服務刻不容緩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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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治病，許多病友出盡法寶——看醫生吃藥是基本，有人藥石亂投，中西藥一同服用，

或連醫生也不看，只吃保健產品。補酒、養生茶或維他命丸等。病友落力服食這些產品，

希望增強免疫力來打低病魔。這樣是否真有成效？還是弄巧反拙呢？

醫管局便公佈，自二○一四年至今已有三十名市民為控制血糖及高血壓等，疑服用向天

果或相關保健品後，反而出現種種症狀如腹痛、茶色尿及黃疸等，並有肝功能異常等情

況。於停止服用後才逐漸康復。很多市民以為天然食物或其萃取物，理應安全，沒想到

招致傷害。

在香港，保健品宣傳沒有法律刑責，市民對產品不了解，以及有不法商人誇大功能，令

病友誤以為比藥物有效，隨時因此放棄有效治療。筆者亦有朋友被游說購買保健品，但

當別人在勸告切勿輕信時，反被人杯葛……或問，為何使用者仍然生病，沒有口中講的

神奇功效？真話令人不高興，特別是強力推介產品的人士，自然對規勸者反感。

身為病人及精明消費者，不應無知地輕信廣告或游說，放棄常規性治療；即使決定使用

產品，亦不應過度依賴。因服食保健品而有負面影響，如未發生嚴重事故，主診醫生自

難知悉，只會以為病情反覆，於是多番調校藥物；若患者從未透露有服用保健品的習慣，

一旦出事，醫護人員要大費周章查出原因，隨時有延醫之虞。

很多患者擔心醫生阻止購買保健品，但他們畢竟是專家，因此在選購前還是先向他們請

教，而且別自行停藥。將來病情失控，後悔的只是自己。另外，自己也有責任了解產品

是否適合自己，應詳細了解其成份、原產地及份量，也要驗證產品真偽。與其花大錢買

產品，不如嘗試免費方法如飲食均衡、有足夠運動及休息，加上適當的自我管理計劃，

已可大大提升免疫力。

   自助互助
4. 藥問101——信偏方不信醫生 隨時弄巧反拙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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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長期病患者身邊，都有親密的照顧者在旁，料理生活所需。這些照顧者或是父母、

兄弟姐妹或配偶，一起老去，變成「以老護老」的情況。

筆者跟很多病友及照顧者認識二十年以上，一同步入老年，能力及活力難免下降，但這

些親人仍擔任病友的主要照顧者；旁人如筆者，實在既擔心又關心他們是否支撐得來。

生理方面，他們的照顧能力下降。有經濟能力的家庭，可以聘請家傭代勞，但有兩種現

象出現。理想的情況是家傭表現令照顧者「收貨」，但有親人認為自己最了解病友，才

是最佳照顧者，認為家傭未符合要求。事實是，年老照顧者單有愛心，卻力有不逮；他

們扶抱病友或轉動時，易因力氣不足而受傷，自己反成了病人。

照顧者老去後亦衍生負面想法，最常見是照顧者感到自己日益衰老，對患者前景憂慮，

導致壓力愈來愈大。他們會責怪自己做得不好，或將情緒轉嫁至病友身上，雙方怨懟漸

增。另一方面，有時病友習慣了以往妥善的照顧方式，會在溝通或表情神態顯示對照顧

者不滿意，便會令照顧者更難過。

不少個案是兩老相依，子女不同住，孩子協助有限。在此情況下，金錢固然是最直接幫助，

另外子女關懷是十分重要的，即使無法時常見面，但透過電話或視像對話也能加強聯繫。

若然無人聆聽照顧者的心事，不僅令情緒難以紓發，更可能鑽牛角尖，出現令人遺憾的

事。

除了親友的援助，照顧者可於社區求助，奈何有人不懂求援，更有人認為有骨氣就靠自

己。有些照顧者抱有偏差想法，如將病友送到老人院或療養院，是否等同讓家人被惡待？

筆者認為照顧者可找社工了解或病人組織交流經驗，社區上有何適切的支援，不管是物

資抑或心靈上的協助。例如平安鐘或上門外展服務，都可為照顧者與病友帶來一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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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創傷或長期疾病是無法痊瘉的，病友拖着病軀固然身心俱疲，身旁的照顧者亦一同

承受苦痛。在這個情況下，相信很多照顧者亦同意筆者所講，寧願病友有要求，而非頹

然接受現實。

即使生理上沒有改善，但人生有希望，整個世界便會明亮得多。首先是病友會主動外出，

這是相當重要的一步。很多病友深居簡出，只在覆診時才外出；如能走進世界，便可增

加與家人的對話範疇，而非限於日常瑣事。若然只留在家，不僅與家人缺乏話題，漸漸

亦因與世隔絕而自卑，對整個家庭都非好事。

即使肢體不靈活的病友，仍可以外出，最重要家人及社會願意配合。病友外出多了，身

心也更靈活，因為他們需要耳聽八方，注意腳步，各方面的能力亦有提升。其實只要心

情輕鬆，能力亦會提高；不少病友漸漸可訓練至自行外出，無形中也讓照顧者得以減壓。

當然，踏出第一步是困難的，患者與照顧者也累，甚至每次外出亦要大費周章。有時候，

大家都要學習衝破心理關口，例如病友認為外出太麻煩，或照顧者感覺吃力，兩者都要

學習適應。在初期，照顧者宜為病友妥善安排行程或親自陪伴，亦可參加同路人組織，

有助減輕負擔。另外，社工可幫助申請各樣社區支援，或知道有何活動適合病友，讓病

友能便捷地外出。

除了病友，我們也要關注照顧者的感受。由於部份疾病可影響病友性格及情緒，或是病

友無法接受生病的現實，令他們性情大變。因此照顧者要重新學習跟病友相處；若然病

友表現每下愈況，整個家庭也會壓力陡增，來到這個階段才向專業人士求助，已是很難

解決。因此最好在初期便尋求社工或病友組織的協助，及早建立有效溝通。根據筆者經

驗，照顧者如能抒發心情，而非藏起心事，通常都能改善情緒以至整體狀況。

不論是病友與照顧者，都希望見到曙光；儘管長期疾病是無法根治的，但情緒困擾可完

全清除。只要病友與照顧者的狀況有所進步，便能找到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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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盟2019-20年會員團體代表會議時間表

歡迎會員團體，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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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地點 

2019年 9月 24日(星期二) 

晚上 

7:30 

至 

9:30 

橫頭磡邨宏禮樓活動室 

2019年 11月 26日(星期二) 

2020年 1月 21日(星期二) 

2020年 3月 24日(星期二) 

2020年 5月 26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