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已於 2018 年 11 月 2 日（星期六）完成機場核

心計劃展覽中心、流浮山海鮮市場及屏山物文館一天遊活動，是

次活動由黃大仙康文署贊助，有個10個會員團體，共72位參加者；

過程中各代表都能加深各會員團體的病類及彼此之間的認識。

2019年度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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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P.1

聯 盟 動 態

機場核心計劃展覽中心、流浮山海
鮮市場及屏山文物徑一天遊



 聯盟最新活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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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活動

預設醫療指示交流會

政府正就預設醫療指示進行諮詢工作，為了讓病人組織知悉及提供意見，

聯盟將於自助組織界別舉辦一場的簡介及交流會，並針對晚期病人的服

務諮詢作出討論，本交流會得到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派出嘉賓分享

預設醫療指示資訊及看法。

簡要如下：

日期：2019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00 - 下午 4:00

地點：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橫頭磡中心活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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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最新活動消息
「藥」問三 座談會

原訂於 2019 年 11 月 23 日，由香港病人組織聯盟主辦，分享用藥資訊及

安全用藥之道，邀請嘉賓講解常見用藥謬誤、提供一些藥物小錦囊及出

席問答環節，希望向各病友介紹安全用藥知識、社區藥房資源、解答常

見用藥問題等的「藥」問三 座談會將延期舉行，詳細將會另外以電郵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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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9月28日（星期六）–新健社周年大會 2019

9 月 29 日（星期六）–國際病友安全日 2019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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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3 日（星期日）–平等機會委員會 「平等生活開心共融」活動

10 月 27 日（星期六）–香港眼角膜關懷協會第 13 屆執委選舉暨 2019 會員大會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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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0 日（星期三）– 肺積塵互助會會員大會

10 月 23 日（星期三）– 港九藥房總商會社區藥房實務專業證書課程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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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參與
1.藥問101——長期病患者防流感

目前有時氣溫仍會酷熱，但已比之前清涼許多，秋冬已離我們不遠，代表即將要迎來流

感高峰期。很多病友仍會將感冒與流感混淆，後者的症狀通常較輕微，而且多數只局限

於上呼吸道症狀；但流感可令人非常不適，並有頭痛、發燒、全身無力及肌肉疼痛等。

最使人擔心是併發嚴重疾病如腦炎、心肌炎或肺炎等，對長期病患者而言是一大生命威

脅。

由於病友普遍免疫力較低，若然患上流感，總較健康人士更難治瘉，承受症狀的日子便

會加長；而且如果出現併發症，便會增加入院機率，對病友來說絕非好事。衞生防護中

心本年度的統計指出，在二○一八至二○一九年的冬季流感高峰期中，便有接近九成成

人死亡個案乃慢性病患者。如果是老人的話，便又增加一個風險因素。

要提防的是，冬天不止有流感，更會增加中風及心臟病個案。當中不乏是病友感染流感

後，其後中風。《新英倫醫學期刊》便有研究指出，流感後 7 天因心臟病而住院，與沒

有流感的前後一年出現心臟病比較，前者比後者的機率高出六倍。由於此見，流感是其

中一個誘發心血管疾病發作的因素。另外，本地每十人便有一人患上糖尿病，這些病友

由於免疫系統低下，本身已容易受感染。若是患了流感，可因此而令血糖上升，或導致

酮酸中毒。

　　預防流感的安全做法，是在流感高峰期出現前注射疫苗，可以抵擋併發症侵襲。每

年冬季流感高峰期多在一月出現，但注射疫苗後需要兩星期才起效，所以及早打針，可

提早增加抵抗力。另外，病友亦應注重個人衛生，若要出入稠密地區，宜佩戴口罩避免

感染，同時要保持均衡飲食及適量運動，以保持免疫力。如有需要的話，可諮詢醫生是

否須注射 13 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降低併發肺炎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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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隨時誘發心臟衰竭

在香港，糖尿病是非常普遍的代謝綜合症，幾乎每十人就有一人是患者；此病可引致身

體血管病變，帶來腎病、糖尿腳及冠心病等，但較少患者想到的是長期高血糖也可招致

心臟衰竭。

糖尿病可增加血管粥樣斑塊病變的風險，令冠狀動脈因收窄而出現堵塞，最後可令到心

臟肌肉壞死，形成衰竭。另一方面，由於高血糖可直接影響心肌，令心臟泵血功能減弱，

同樣可帶來心臟衰竭。

有數字指出，確診心臟衰竭的病人，在五年內有百分之五十機會死亡；糖尿病人罹患心

臟衰竭的風險比一般人高兩倍或以上。由此可見糖尿病人應該更為注意心臟衰竭的高危

因素及症狀。如果患者已在接受藥物治療，就要明白用藥的作用——將血糖數字降至標

準，並非盲目而為，目的是減低高血糖對血管及心肌的負面影響，達至預防心臟衰竭的

作用。若然明白這一點，那麼在用藥時就會更為自願，而非只為敷衍醫生要求。

另外，自我管理亦是重要一環，因為筆者眼見不少逐漸惡化的糖尿病個案，除了因併發

症所起，亦由於自我管理不足，例如沒有保持均衡飲食、懶於運動等。須知道藥物的幫

助未必是最主要，如能夠在各方面控制血糖，維護健康，那麼便可大減心臟衰竭甚至其

他併發症的風險。

談到這裏，筆者必須強調，患者要養成定期檢查身體的習慣，以了解有否其他高危因素

引致病發。由於糖尿病有可能引起各種併發症，這些併發症亦可互有影響，所以定期身

體檢查是十分重要的，否則多個高危因素聚集，就算管得好血糖，也難保是否等於健康。

當然，在做好治療與檢查功夫後，也要時刻留意身體變化。糖尿病雖有出汗、手震、暈

倒等症狀，但始終未算嚴重；然而如果有胸悶、呼吸困難、咳嗽或噁心等情況，別以為

只是體能下降或亞健康，有可能是心臟衰竭徵兆，應及早尋求醫生治療。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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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公佈《施政報告》，市民聚焦在房屋政策，其實醫療衞生亦是對民生重要一環。很

多人與筆者觀感相若，這份報告舊酒新瓶，沒驚喜。

報告提到九月剛於葵青區開辦首間地區康健中心，將爭取在二零二二年六月前於另外六

區設立康健中心，並於二零二零年在十一區設立「地區康健站」。其實在十八區開設康

健中心，並非嶄新規劃。

筆者認為，短期內在十八區廣設康健中心，確有難度，物色地點亦非易事，因此這個時

間表尚算可以接受。不過，在葵青區康健中心籌措之初，已廣泛諮詢醫療界及病人組織

意見，因此於未來增強地區服務之上，已有許多完善服務的藍本可供參考。其實葵青中

心開幕後，如果能夠做好「守門」角色，勤加檢討質素及成效，政府善用資源的話，應

能加快其他地區的中心建設速度，不一定要等到二零二二年或更久。

另外，有關本港醫療系統的三個層次，要有更能針對基層醫療的措施，並且繼續優化。

例如是骨質疏鬆及防跌骨折等防治，是基層醫療迫切的項目；在人口老化的今天，必須

盡快實行才可。

   自助互助
3.藥問101——《施政報告》舊酒新瓶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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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政報告》中，提到要以先導形式將「學校外展疫苗接種計劃」擴展至幼稚園和幼

兒中心，並為孕婦接種無細胞型百日咳疫苗。其實疫苗政策還有很多改善空間；以肺炎

疫苗為例，肺炎是本地第二大致死疾病，很多病人因併發肺炎而入院或死亡，幼兒、長者、

懷孕婦女、長期病患者等都是高危人士。雖然六十五歲或以上人士可獲政府資助注射疫

苗，但六十歲或以上已是高危感染人士。

因此，如能將接受資助的年齡層擴闊，可讓更多有需要人士受惠，同時降低社區肺炎傳

播機率，以及減少社會上的醫療開支，對經濟可帶來效應。既然五十歲或以上人士已可

獲流感疫苗資助，肺炎鏈球菌疫苗亦應有相同政策，方能更全面預防。

另一方面，中醫發展已是大勢所趨，中醫醫院最快於二〇二四年開展服務，可見政府對

中醫的態度是愈來愈支持的。《施政報告》亦指明年第一季起，將於十八間地區中醫教

研中心提供超過六十萬資助中醫門診、推拿和針灸服務配額，減低中西醫協作住院服務

的額外費用，由二百元減至至每天一百二十元。然而資助說法很含糊，到底會維持多久

呢？

除了錢，政府亦應加強中醫培訓及服務支援等。以西醫服務為對照，便知道儘管服務資

源充足，但人力不足時，亦是無用；因此中醫服務方面亦要引以為鑑，多加培訓中醫相

關人才是當務之急，別在將來才臨急抱佛腳。

   自助互助
4.藥問101——疫苗計劃與中醫發展應再加把勁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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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施政報告》的醫療衞生範疇中，其中一項是「逐步推出針對性措施，加強

對不常見疾病患者的支援」。這個項目相當吊詭，何謂「不常見疾病」（uncommon 

disorders）？說得明白，其實就是罕見病，但至今香港仍然無法為這個疾病類別定義，

因而無相應法例幫助病人。

眾所周知，罕見病患者數量稀少，與「不常見」這詞所反映的程度絕對有差別。筆者覺

得，《施政報告》好像將罕見病「降格」，輕視處理這些疾病的重要性。香港一向沒有

對罕見病的清晰定義，但多個鄰近國家及地區如日本及台灣等，早有罕見病定義，便於

在政策上為病人作出支援。反觀香港，在醫療、藥物及資助中，從來沒有這方面的制度，

政府彷彿採取避而不談的態度。

罕見病多數是遺傳，然而目前對孕婦及初生嬰兒的罕見病檢查並不普及，而且大部份醫

護、社工、非政府組織（NGO）員工及市民，皆缺乏對罕見病的認知，令患者及其家人孤

立無援。因此如有這方面的政策及教育，可帶來完善的檢查及藥物審批制度，能提早斷

症及進行治療，控制疾病發展。人命是可貴的，但香港素來將資源放進多數人罹患的疾

病中，忽略治療費不菲的罕見病治療；然而維護罕見病患者的生命，也是政府的責任！

除非庫房缺水，否則筆者想不出原因，為何政府不能對所有生命一視同仁。

與地區康健中心、疫苗及中醫的施政建議比較，很明顯地沒有針對罕見病的具體措施，

難免讓人覺得只是空中樓閣。究竟政府何時才願意正視這一小撮亟待救援的香港市民？

   自助互助
5.藥問101——罕見病變「不常見疾病」？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十一月九日（星期六）是器官捐贈日，然而因為社會事件，令注意到的人極少。多年前

政府已大力推行器官捐贈，由以往自行填妥一張小卡片放於銀包內，到現時於中央器官

捐贈登記名冊填妥資料便可，同時政府亦有於多區智能身份證換領中心舉行推廣行動，

冀能讓更多市民參與此事。但成效如何呢？

根據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資料，已登記人數為三十多萬，以七百萬人口的城市而言，

實在不夠；筆者亦聽聞近月少了人登記捐贈器官，實在使人歎息。

今年絕對是器官捐贈的「大荒年」，以腎臟移植為例，目前有二千多人輪候，但截至現

時為止，只有二十一宗捐贈腎臟。肝臟捐贈的數字更是大跌；去年共有五十三宗捐贈，

但在二○一九年上半年，六十四名病人只能輪候十八個肝臟，數字很有可能是二○一○

年至今最低。

香港有嚴謹的捐贈及移植器官制度，但為何市民反應愈來愈冷淡，是否與有所偏見，或

是官方宣傳不足所致？

筆者不討論宗教，想說的是捐贈器官可讓人死未如燈滅；醫學上我們被宣告死亡，但器

官未死，仍可轉移到其他人身上，將生命延續下去。假使家屬在傷心之餘，仍能想到將

摯愛的部份生命惠及他人，也是一種安慰。這些年來，有病友彌留時，筆者也會提醒家

屬考慮捐贈器官；雖曾因此被罵，但明白當中有極大意義，所以不會因而放棄。每有家

屬接受提案，便等於救回其他人命，這是將生命價值推至最高的境界，也讓家人知道，

摯親雖死但猶生。

今天看到一則新聞，一位接受腎臟捐贈者已三十八年，醫生說現時腎臟仍十分健康，他

是時刻不忘捐贈者和家屬的厚德。

過去十多年，社會常討論是否可把握更換身份證的機會，將捐贈器官的資料放入身份證

晶片內。筆者希望建議得到通過，對捐贈者及其家屬、受惠者來說，都是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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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藥問101——捐贈器官 為生者帶來安慰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解藥︰偏頭痛成因複雜，與大腦神經傳導系統失調有關，通常在頭側耳朵上前方的顳額

出現痛楚，或雙側頭痛，甚至連臉部亦疼痛。除了頭痛，亦有其他徵狀如噁心、嘔吐及

怕光等，原因是「皮質傳播性抑制」，令部份神經細胞過度活躍，導致大腦皮質層範圍

受影響，使三叉神經血管系統被活化，釋發神經肽，影響感觀系統運作，導致身體其他

系統受影響。

已知的成病因素是遺傳，誘因相當廣泛，如壓力、女性經期、強光、強烈氣味、天氣轉變、

煙酒或朱古力等，因人而異。於偏頭痛前驅症狀階段，即發作前幾日或幾小時，患者較

易心情煩躁及頸部僵硬等。到了發作前一小時或期間，便踏入了預兆階段，頭痛之餘，

視覺亦會有白點、耳鳴、觸覺易有刺痛或灼傷等，但並非所有患者亦會出現。發作過後

便是後期症狀階段，患者異常疲倦，或很難集中精神，但亦有患者反而亢奮。

輕微患者可服用一般止痛藥如撲熱息痛，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亦可幫助輕微患者，如需

較強止痛效果，可選擇含咖啡因的產品。另外亦有針對偏頭痛發作藥物，包括麥角胺及

曲普坦類藥物，兩者皆可收縮血管，能有效紓緩嚴重偏頭痛，但要限制服藥次數，因為

其副作用是血壓上升，心血管疾病患者或要選擇其他藥物。

此外亦有預防偏頭痛的藥物，適合發作頻密及發作時間長，或曾試過急性治療亦無效的

患者，包括 β 受體阻斷藥、5-HT 受體阻截劑及三環抗抑鬱藥等。有患者寧願強忍痛楚亦

不願服藥，其實如每個月服藥不多於十天，便不會有依賴性。有研究發現，有需要的患

者如能及早服用針對偏頭痛發作藥物，可縮短頭痛時間，減少症狀。另外，這類患者亦

可考慮使用預防性藥物，便能減少急性發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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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藥問101—藥問︰有何方法治療偏頭痛？有預防方法嗎？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解藥︰任何年紀可發生經前綜合症，但常見於二十出頭女性，暫未知原因。另外，女性

更年期前經期紊亂，亦有較高風險。至於為何部份女性才有這個問題，原因是她們對賀

爾蒙轉變較為敏感，經前有較大身體反應，情緒上易怒、煩躁及焦慮；生理上則可能乳

房脹痛、頭痛及疲倦等。這些症狀通常發生於經期前四天，及經期後兩天，令女性苦不

堪言。

大多患者症狀輕微，可先盡量經期前放鬆心情，以減輕情緒症狀；做運動亦可分泌「快

樂賀爾蒙」安多酚，跑步及瑜伽皆為不錯的減壓運動。經期時要注意飲食，應以清淡、

低糖、低鹽為主，並少喝含咖啡因的飲品。至於保健品如月見草油、維他命 B6、維他命

E及鈣片等有一定幫助。

藥物方面，若針對疾病來治理，有兩種方法。打算懷孕女性，不妨考慮以血清素再吸收

抑制劑（SSRI）來減緩身心不適症狀。若經期紊亂或症狀嚴重，每天服用來預防症狀出現。

至於症狀一般女性，於經期後半段，即第十五至二十八日（賀爾蒙轉變厲害時期）才用藥。

醫生及藥劑師通常建議服藥一年，之後慢慢減藥及停藥；至於間歇性服用的女性，可於

幾個月後完全停藥，再觀察情況有否好轉。長期服用血清素的話，初期會感到作嘔作悶，

但一兩周後便可恢復正常；其另一影響是擾亂睡眠，如引致失眠或容易瞌睡等。此藥也

可使性慾下降，因此女性應與醫生商討治療詳情。

若未打算懷孕，則可服用賀爾蒙補充劑，以穩定賀爾蒙水平。最初服藥時或有陰道點滴

出血現象，實屬正常。另外藥物亦可帶來作嘔、作悶，而且對曾經中風或有高危中風風

險人士而言，有血管栓塞風險，並使女性在用藥期間無法成孕，但停藥後副作用便會消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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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藥問101——藥問︰經前綜合症（PMS）有何症狀？有甚麼治療方法？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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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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月 21日(星期二) 晚上 

7:30 

至 

9:30 

橫頭磡邨宏禮樓活動室 2020年 3月 24日(星期二) 

2020年 5月 26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