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暨「香港癌症基金會」及「香港復康會」

已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十日（星期六）合辦「攜手賀新春 2018 自

助組織新春團拜」。活動邀請得食物及衞生局陳肇始局長、勞工

及福利局副局長徐英偉先生及醫院管理局主席梁智仁教授擔任主

禮嘉賓，同時更有各方政府機構代表及各界持份者出席，與病人

自助組織朋友共 200 餘人，聚首一堂，彼此交流，同慶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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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病人組織聯盟
攜手賀新春2018 – 自助組織團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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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盟 2018 年周年會員大會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將於 7 月 28 日 ( 星期六 )，舉行 2018 年周年會員

大會；將會匯報聯盟的工作進展、財務預算及財政報告；希望各會員團

體屆時都能踴躍出席參與。

詳情暫訂如下：

日期：2016 年 7 月 28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

地點：九龍亞皆老街 147B 醫院管理局大樓閣樓研討室一

參加名額：鼓勵每組織委派出 1至 2位代表。

費用：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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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最新活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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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殘疾人士病人自助組織分享會 (29.05.2018)

聯盟多年來一直致力「倡議人本醫療，推動病人參與」，期望以「病人

為本」的協作模式，強調病人和醫護專業同等重要，能協助病人發現和

發展其潛在能力，讓他們負責管理自己的健康。經過賦權的病人能掌握

知識、技能、態度及自省能力，足以影響自己及他人的行為，從而改善

生活素質。

社會福利署自 2011 年 11 月推出「殘疾人士 / 病人自助組織資助計劃」

至今己經十數年，聯盟為表達去年很多自助組織在申請社署 2016-2018

年度資助計劃後，得悉獲批撥款減少後之意見、關注及訴求，希望 社會

福利署能向病友組織釐清資助計劃的長遠目標期望及評審的運作體制、

處理準則；以使各自助組織能為 2018-2020 年的申請作出充分的準備和

發揮更有效的運作。

故此，香港病人組織聯盟希望為未來資助計劃的推行及發展制定清晰的

方向進行聚焦討論。

詳情暫訂如下：

日期：2018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3:00

地點：灣仔胡忠大廈 9樓社會福利署會議室

參加名額：鼓勵每組織委派出 1至 2位核心成員代表出席。

費用：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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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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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8 日 ( 星期三 ) –港九藥房總商會 45 周年晚宴

4月 7日 (星期六 ) –世界衞生日健康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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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8 日 ( 星期日 ) –聯盟泰國交流學習團 

4 月 7 日 ( 星期六 ) –銀屑護關會 2018 周年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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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1 日 ( 星期三 )–香港糖尿互協會第 30 屆會慶晚宴

4月 16 日 ( 星期五 ) –聯盟參觀屯門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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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7 日 ( 星期二 ) –勞動節酒會

4月 28 日 ( 星期三 ) –健樂社周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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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助互助
1. 藥問101——哮喘知多少

全球哮喘防治創議（GINA, Global Initiative for Asthma）乃國際性組織，負責制定

哮喘的診治及醫療建議；它將每年五月第一個周二（即昨天）定為「世界關懷哮喘日」，

旨在喚起人們多認識哮喘及其治療方法。

哮喘是過敏性支氣管長期發炎，病發時可令支氣管收窄，形成呼吸困難。在本地，哮喘

是頗為常見的，有本地數字指，約 10% 兒童及 5% 成人曾有哮喘病徵，但很少人了解其危

險性——每年平均有 70 至 90 人死於哮喘病發，其中有 20 至 30 人年僅 15 至 44 歲。哮

喘致命的主因是患者及家屬不認識疾病的嚴重性，導致延誤治療。即使是輕至中度病情

的哮喘，亦令患者及家人的生活大受困擾。

儘管還未有能完全根治哮喘的藥物，但不代表無法控制病情；患者須按醫生指示服用處

方藥物，並在日常生活著手，大多時間都不會病發，更能擁有健康而活躍的生活。當然，

一旦出現症狀如持續或反覆咳嗽、氣喘、呼吸困難、喘鳴（即呼吸時發出「牽牽聲」）

及胸口有壓迫感等，便要盡快治理，切勿任其惡化。要注意的是，輕微患者未必會氣喘，

咳嗽可能是他們唯一的病徵，因此一有異常，便要提高警覺。

此外，認識引致哮喘的原因是十分重要，可助患者避開，減低復發機會。常見誘發哮喘

因素眾多，吸入致敏原如塵埃蟎排泄物、寵物毛髮、花粉、二手煙、混濁空氣及化學產

品等，或是氣溫或濕度突轉、患上感冒等病毒性呼吸系統感染，以致情緒大起大落，也

能觸發哮喘。另一方面，少數患者可因藥物過敏或食物過敏引起病發。患者及家人可以

做的，是戒煙及避免吸二手煙，並要勤加清潔床單、地毯及窗簾等，這些都是滋生塵埃

蟎的溫床。哮喘病發的急救固然重要，但不能忽略之後的跟進治療；香港哮喘會提議政

府及醫管局在治療哮喘患者時，能緊隨 GINA 的指引；在現時的環境之下，更希望患者在

接受急症治療（急症室服務）後，即使病況已經平復，之後可主動轉介至專科診所接受

跟進治療，讓患者能保持病情穩定。（資料來自香港哮喘會主席陳永佳先生）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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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助互助

2. 藥問101——紅斑狼瘡 攻擊身體各個組織

每年的 5 月 10 日（明天）為「世界狼瘡日（World Lupus Day）」，全球約有 500 萬人

患有紅斑狼瘡，每年約有 16,000 宗確診新症。紅斑狼瘡分為兩種：一種是系統性紅斑狼

瘡（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可出現全身病變；另一種是盤狀紅斑狼瘡 

（Discord Lupus Erythematosus, DLE），只有皮膚病變。

紅斑狼瘡的病人大多為 20 至 40 歲的育齡婦女，患者男女比例為 1:9。紅斑狼瘡是一種不

可預知的慢性自身免疫疾病，病因尚未完全明確，臨床表現複雜多樣，可直接或間接攻

擊身體各個器官組織，包括皮膚、關節、腎臟、血液及肺部等，嚴重可引致急性腎衰竭；

如中樞神經受侵害，可能會引致精神病、腦癇症或中風等。很多人誤會紅斑狼瘡是傳染

性疾病，其實這是風濕科疾病，不會形成傳染。估計誘發及促使病情惡化之因素包括日

照、較嚴重的感染、懷孕及對藥物之不良反應等。

此症常見徵狀包括關節痛、皮膚斑疹、口腔或咽喉潰瘍，以及不明原因的持續低温發燒

等。醫生一般會按照病人受侵害的器官部位及嚴重程度，以揀選用藥物控制病情，常見

藥物包括非類固醇消炎藥（NSAIDs）、抗瘧疾藥物、皮質類固醇、免疫抑制藥物及生物

製劑。

病人需要定期覆診及服藥，以控制及跟進病情，同時須建立健康生活習慣，包括有足夠

休息、恆常運動、適當紓緩壓力及做足防曬措施，可有助穩定病情，減低發病機會。

樂晞會是一個紅斑狼瘡的病人自助組織，宗旨為提倡「自助、助人」之共濟精神，提高

病友抗病士氣。如想了解敝會更多，或尋找有關紅斑狼瘡的治療及護理資訊，可致電熱

線 81037018。（資料來自樂晞會（紅斑狼瘡症病人組織））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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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定時量度血壓的習慣嗎？高血壓屬於「三高」之一（其餘為高膽固醇及高血糖），

是常見的都市病，亦是健康隱形殺手——由於大多數高血壓患者皆沒有症狀，因此如果

沒有進行定期身體檢查，絕不會知自己已患病；更甚者是出現中風和冠心病後才知曉。

血壓長期過高，可引致多種嚴重疾病如中風、冠心病及腎衰竭等，甚至因這些問題而死亡；

由成病至爆發併發症，往往以年計進行，假如患者並無其他不適，因此一旦有併發症發

生，即代表高血壓已對身體造成長期損害。高血壓的併發症影響甚鉅，患者除了承受痛

楚，更可能因此而傷殘，難以自我照顧或繼續工作；由此引伸下去，患者的配偶及其他

家人便要肩負照顧之責，同時要分擔患者醫藥費或復康支出，整個家庭都因此而起了翻

天覆地的改變。有患者在心臟病或中風病發後，健康大不如前，自信下降之餘，有的更

感尊嚴盡失，事無大小皆要旁人代勞，性情變得暴躁或消極，身邊人成了受靶對象。

去年美國心臟協會將高血壓「擲界」標準收緊，由昔日的 140/ 90mmHg 改為 130/ 

80mmHg，筆者並非醫護人員，但非常同意此修訂，可警惕市民多加留意血壓變化，及早

尋求診治，防止惡化下去。血壓偶然上升不一定成病，所以需要定期檢查來監察身體變

化。在高血壓初期，患者未必需要即時用藥，反而自我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奉行「三低

一高」的飲食習慣，即低脂、低糖、低鹽及高纖飲食，有助讓血壓及血糖、膽固醇穩定；

有充足休息及早睡早起，勤做運動，以及戒煙與減少飲酒等，均是降壓良方。

基層醫療責任重大，可幫助市民「治未病」，控制血壓及其他健康指數；去年政府成立

的基層醫療健康發展督導委員會，以葵青區地區康健中心為試點，便以提升市民預防疾

病意識及自我管理健康為目標；天水圍、北大嶼山及觀塘三間社區健康中心則提供綜合

式跨專業醫療服務，市民如想更妥善地管理健康，不妨到這些中心尋求專業意見。

   自助互助
3.藥問101——高血壓殺人於無形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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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的職務須與各個病人組織聯繫，對多種疾病的認識多了，自然更為注重健康。本以

為糖尿病與自己距離甚遠，一次擔當統籌舉辦社區教育嘉年華，場內設血糖檢查，筆者

便坐下接受「篤手指」檢測，沒想到竟發現血糖超標，其後再尋求醫生檢查，始知自己

患上糖尿病多時。接著，我為自己的中風組織「慧進會」培訓義工，為會員量度血糖，

原來頗多會員的血糖高企而不自知。

糖尿病可分為一型及二型，前者於童年或青年時發病，成因與遺傳有關。後者則相當普

遍，患者以中年人及長者為主，除了遺傳，不良飲食習慣、缺乏運動及肥胖等亦是致病

原因。在香港，每十個人便有一個是糖尿病患者，但由於早期糖尿病並無症狀，因此很

多患者都錯過了治療機會，直至病徵顯露或併發症出現而求醫，才知自己血糖超標。糖

尿病禍延深遠，既可引起心血管、中風及腎衰竭等致命病症，亦可損害神經，誘發「糖

尿眼」及「糖尿腳」——曾有糖尿病患者修甲及批腳皮後不慎受損或腳部意外受傷，久

不愈合，引致感染，最終竟要截肢才可保命﹗

此病悄然無聲出現，但殺傷力巨大，因此不管是病人還是一般市民，亦應定期接受身體

檢查，了解空腹血糖，以及記錄了三個月平均血糖值的糖化血紅素（HbA1c）指數；如果

已在「擲界」或過高，便應遵從醫囑，接受治療。很多患者以為只看醫生便已足夠，其

實我們同樣需要營養師與糖尿科護士的幫忙，以便度身訂造恆常餐單，以維持正常血糖

及營養所需；同時亦要改變生活習慣及學習基本護理技巧，避免令病情惡化及衍生併發

症。當然，病人也要做好自我管理，願意聽從醫護人員的指示，這才是對自身健康最負

責任的表現。

   自助互助
4.藥問101——高悄然無聲糖尿病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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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助互助

5. 聯盟2018年周年會員大會時間表

歡迎會員團體，積極參與。

P.12

日期 時間 地點 

2017年 7月 28日(星期六) 下午 2:00-下午 5:00 

九龍亞皆老街 147B 
醫院管理局大樓 
閣樓研討室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