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暨「香港癌症基金會」及「香港復康會」已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日（星期六）合辦「攜手賀新春 2019 自助組

織新春團拜」。活動承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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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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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賀新春2019 - 自助組織團拜



 聯盟最新活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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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周年會員大會暨第四田屆執行委員會選舉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將於 7 月 27 日 ( 星期六 )，舉行 2019 年會員大會

及舉行 2019 至 2021 年度第四屆執行委員會選舉；屆時將會報告聯盟的

工作進展、財務預算及財政報告；希望各會員團體都能派出代表踴躍出

席參與。

詳情如下：

日期：2019 年 7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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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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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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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6 日 ( 星期三 ) –毅希會周年大會

2月 21 日 ( 星期四 ) –醫院管理局新春團拜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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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3 日 ( 星期六 ) –病人賦能研討會 2019 - 人本醫療你要知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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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8 日 ( 星期四 ) –港九藥房總商會成立 46 周年晚宴

2月 24 日 ( 星期六 ) –樂晞會 2019 周年大會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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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8 日 ( 星期五 ) –衞生事務委員會 - 醫管局的機構管治及人手狀況特別會議

3月 2日 (星期六 ) – 攜手賀新春 2019 自助組織新春團拜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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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2 日 ( 星期二 ) –食物及衞生局會面商討《私營醫療機構條例》事宜

3月 10 日 ( 星期日 ) –香港藥劑學術年會 2019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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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9 日 ( 星期二 ) –「薈智大使」委任儀式暨結業禮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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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參與
1. 藥問101——醫療券是否用得其所

 自○九年起，本地推行長者醫療券計劃，現時六十五歲起便可使用。此計劃的原意

是，讓長者能按個人需要而最有效地使用資源，同時鼓勵他們選擇私營醫療服務，既可

減輕公營醫療負擔，亦可推動基層醫療。

　　最近特首林鄭月娥開腔要求食衞局檢討長者醫療券，原因是相關投訴個案日益上升。

報道指有長者接受本屬免費的疫苗注射，竟被收取一千五百元的費用；或往牙醫診所洗

牙時被游說購買額外服務，花光醫療券餘額。亦有個案是長者出席免費講座，以為可收

取贈品，最終卻要付費。

　　由於長者未必知道所屬服務的合理價格，亦不會貨比三家，要是遇上立心不良的醫

療服務提供者，立心哄騙貴價購買服務或產品，隨時上當。

　　有議員倡議增加醫療券金額，問題是如果無法用得其所，長者始終得不到適切服務。

筆者認為，當務之急是規管醫療服務提供者，例如為服務收費設立上限，或有嚴格監管

機制，避免濫收情況。另一方面，很多低收入的長期病患者，已經可在公立醫院以低廉

收費看病及覆診，政府應更為大力推廣身體檢查及預防疾病的重要性，讓他們定期了解

身體狀況，提高保養意識，減少重大疾病出現。

　　醫療券雖是免費，但有其重要作用，因此長者別輕易亂花；在使用前，不妨跟親友

商量該怎樣分配使用，並且多加向醫療服務提供者查詢詳情，才可當個精明的醫療券使

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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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年問題

 早前，香港護士協會於政府總部外集會，抗議人手不足引致工作量過大。的確，本

地公院醫護人員數字不足已是陳年問題；根據國際標準，護士與病人的比例應為 1:6，但

香港已是 1:10 甚至更多，相當不合理，舉行集會相信已是忍無可忍。長久以來，本地護

士發揮專業精神服務市民，值得讚許，但面對現實問題，政府只抱漠視態度，別說是醫

護人員，就連病人與市民都看不過眼。

　　儘管政府有許多研究方案，但僅為紙上談兵，實際未見改善。以流感高峰期來說，

每年此時的入院入數必然急升，並非新鮮事；在集會前兩天，醫管局才宣佈透過調高特

別酬金計劃（SHS），鼓勵員工在未來十二星期加班，但此舉顯而易見是沒有部署，乃「煮

到來先食」，亦無法紓緩人手嚴重缺乏的問題。

　　由於醫管局無法拒收病人，即使在缺乏充份配套及儀器的情況下，或是設備已經殘

舊，難免影響服務質素；加上每家醫院加牀後都已爆滿，仍供不應求。現時醫院仍可維

持正常服務已是厲害，但效率及速度必然受影響，日夜輪更都不夠人手，還未計在急症

室等候入院的病人，往往要輪候多個小時才可進入病房，病人與家屬的怨氣可想而知，

前線人員被逼接收種種負能量。另外，內科病房因有人滿之患，必須將部份病人轉移至

其他病房，但該病房護士的專長和配備未必適合照顧這些病人，箇中壓力可想而知。種

種因素皆在削減醫護人員的士氣及精力中，加班津貼真能安撫到他們嗎？

　　政府理應一早預計到情況可能失控，怎會仍是導致如此局面？醫護大量從公立醫院

流失，實在不無道理。其實醫管局已有前線數據與經驗，將之善用並及早制定決策，例

如增多護士學額、加強晉升制度，多加聘請退休及兼職護士分擔職務，已能改善一定程

度的情況。身為病人，對前線醫護克盡困難、堅守崗位，無間地擔任病人健康的守護者，

大多數病人都了解你們的苦處，衷心感謝你們的努力！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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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年已過月餘，公營醫療問題仍霸佔着港聞篇幅。究竟在新一年，能否有新轉機，

為市民帶來更周全的服務？

　　近日北區醫院專科門診排期時間的照片在網上瘋傳，圖中顯示輪候超聲波造影的時

間為二十八個月，乳房造影（乳癌檢查之一）則為二十七個月，在網上引起陣陣討論。

在公院，求過於供已非新鮮事，在人口上升的今天，舊有的公私營醫院已不敷應用，因

此近年政府陸續開設新醫院，包括天水圍醫院及北大嶼山醫院等，以及最新開幕的香港

兒童醫院；十年醫院發展計劃亦包括重建葵涌醫院，希望可以紓減輪候求診的人潮。

　　興建新醫院固然好，但在啟用前可有計算供求？據筆者所知，天水圍醫院及北大嶼

山醫院仍未物盡其用，三分之一至半所醫院的設施未曾啟用。另一方面，雖有新醫院及

新儀器，但在醫療人手嚴重不足的時候，是否可投入足夠的人力資源，善用種種設施，

服務有需要的市民？這是我們所疑問的。資源有限，更要妥善分配，做到用得其所，而

非得物無所用。

   自助互助
3.藥問101——醫療改革 何去何從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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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膝部承受身體大部份重量，年月累積，加上先天及其他因素，難免勞損。跟筆者年

齡相若的友人，很多有膝關節退化煩惱，若膝關節軟骨磨蝕厲害，病人非常難受；死忍

痛感是無法解決問題的，更可能對生活造成影響。如未屆退休之齡，或會失去工作能力，

生活就會出現困境。

　　講起做手術，很多膝關節退化患者都耍手搖頭，既有人是諱疾忌醫，亦有人希望可

將手術期限一推再推，期望藉養生方法或其他非手術式治療來改善病況。的確，部份膝

關節退化患者不是非做手術不可，他們退化程度未到嚴重程度，或是未有太大的疼痛折

磨；如果過早進行手術，又擔心人工零件在有生之年內消耗，十多年後須重做手術。

　　醫學界有意見指，膝關節退化必然隨年歲而惡化，如果在非常年老時才決定做手術，

多數古稀老人都有若干慢性病，或是已發生過心臟病或中風等問題，未必可承受置換膝

關節的手術風險，或可能有出血危機。病人可能因得不到手術治療而失去活動能力，日

常自理既要委託他人幫忙，減少活動也可能令健康走下坡，凡此種種當然影響情緒，不

僅病人痛苦，身邊人也感心酸。

　　做手術與否，要參考醫生專業意見，但病人意願也不容忽視。數天前筆者參與病人

賦能研討會，是次題目為「人本醫療你要知」，當中提及「人本醫療」五大原則（尊重、

選擇和充權、病人參與醫療政策、服務使用權和支援，以及資訊）當中的病人角色，其

中一個便是「選擇」。醫護人員應該按病人的條件，為他們提供適當的建議及治療方案。

每個人都獨特的需要、喜好及價值觀等，病人在治療中也是給予意見和決定的重要一員，

所以別吝嗇求診時發言，多跟醫生溝通，才可找出最適切的解決方法。

   自助互助
4.藥問101——強忍膝痛是何苦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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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口老化，認知障礙症愈見普遍，患者因大腦功能衰退，記憶、語言、理解及

學習等都大受影響，甚至出現行為及情緒問題。不過，老人以外，亦有一群「年紀輕輕」

病者，筆者曾見過三十幾歲的病友，不僅他承受痛苦，身邊人更要展開漫長的征戰。

　　認知障礙症患者需要接受各種治療與復康，但對病人最重要的，其實是照顧者，他

們所面對的挑戰絕對不足為外人道。試想像，家人經常忘這忘那，外出迷路，或是無故

發脾氣等，令人十分難受；如果病者無法認出家人，以及大小便失禁等，照顧者就百上

加斤。若照顧者對病情不理解，容易誤解，難以適應，且無法理解他們的思考及行為。

即使在發現症狀或確診之初，家人及照顧者的接受程度亦非很高，所以可能形成照顧者

與患者無日無之的爭執，使人身心俱疲。

　　很多時候，照顧者是患者家人，願意盡心盡力，但這個病不可根治，只可求平穩。

更常見情況是，患者各方機能有機會快速衰退，很難預計病情進程。如果患者表現不如

預期，照顧者會自責，或坐困愁城，為何無法幫助心愛的人？

　　認知障礙症患者必須獲得貼身照顧，並非一個人可以揹起來的責任，所以如有其他

家庭成員，分配照料工作是合理的做法。不過，大家的照顧責任有所不同，同時又有個

人問題要處理，部份家庭慢慢會有埋怨、怪責，導致不和諧。若有此情況，便要考慮是

否要進一步求助，例如尋求社區支援？或是認識同路人及社工，他們的意見對患者及照

顧者都有所幫助——參加照顧者的交流聚會，既可減壓，也能得到復康貼士，而且了解

不止自己在扛，心情絕對能紓解許多。

　　照顧者獲得喘息空間是很重要的，如能偶一抽離，跟老友飲茶之類，有助放鬆心情，

對自己及患者都有好處。有些家人認為自己是最好的照顧者，忽略了讓自己休息，但要

知道這是一條漫長的道路，身心都健康，才可陪同患者走下去。

   自助互助
5.藥問101——認知障礙症苦了照顧者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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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助互助

1. 聯盟2018-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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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6日(星期二) 晚上 

7:30 

至 

9:30 

橫頭磡邨宏禮樓活動室 

2019年 5月 28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