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已於 2019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二）下午已舉辦

預設醫療指示簡介交流會，當日有 13 個組織，20 多位病人代表出

席。

是次預設醫療指示的諮詢日期並未因為社會事件影響而加長，在

短短三個月時間內，實在難於聚焦討論，故此有部份病友代表未

能充份理解預設醫療指示及預設照顧計劃的內容，甚至誤會是「安

樂死」。聯盟認為重點在於「病人賦權」，以選擇自己合適的醫

療方式。

是次交流會後，聯盟已經整理一份意見書，以宏觀方式的建議提

交政府相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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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活動

1. 聯盟 2019-2021 年度第 3次團體委員會暨除舊迎新交流分享會 2020

農曆新春將至，聯盟舉辦歲晚活動與各團體代表聚一聚，讓不同病科的

病友們自由表達，收集寶貴意見。詳情如下：

日期：2020 年 1 月 21 日（星期二）

時間：晚上 7:00 - 晚上 9:30

地點：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橫頭磡中心活動室

對象：香港病人組織聯盟會員團體的代表

名額：60 名 ( 每一個團體有 2個名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

費用：每位參加者港幣 20 元

截止日期：2020 年 1 月 18 日 ( 星期六 )

2. 攜手賀新春 2020 – 自助組織團拜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暨「香港癌症基金會」及「香港復康會」將於

2020 年 2 月 15 日（星期六）合辦「攜手賀新春 2020」自助組織團拜，

誠邀各自助組織參與，促進彼此認識，互相交流。詳情如下：

日期：2020 年 2 月 15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4:00

地點：醫院管理局大樓地下大堂

參加名額：鼓勵每組織委派最少 3人，最多 5人出席。

費用：每組織劃一收費港幣 $30 (3 人 )，第 4位開始每位收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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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最新活動消息
「藥」問三 座談會

由香港病人組織聯盟主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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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如下：

日期：2020 年 3 月 14 日 ( 星期六 )

時間

下午 1:45( 登記 )

下午 2:00 - 下午 5:00

地點：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23 號城景國際酒店 2樓水晶廳

(油麻地港鐵站 A2 出口再步行 2分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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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12月 5日（星期四）–新界東醫院聯網義工嘉許典禮 2019

12 月 11 日（星期三）–新界東醫院聯網關顧故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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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12月 16 日（星期一）– 沙田醫院聖誕聚會暨員工頒獎禮

12 月 22 日（星期日）– 香港柏金遜症會 2019 聖誕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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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12月 25 日（星期三）–香港西醫工會火樹銀花聖誕節夜

1月 15 日（星期一）–聯盟與醫院管理局新任主席及行政總裁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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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參與
1. 藥問101——鼠疫—香港痛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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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失眠不一定要用藥

在都市中生活，失眠一點不出奇。原因眾多，最明顯是環境因素，如太嘈吵、太光亮等，

皆不適合放鬆心情。個人心理及生理因素也大有關係，情緒緊張、焦慮或抑鬱等，以及

有生理疼痛或呼吸困難，或是進食刺激性或含咖啡因食物，都令人難以平靜入睡。另外

長者及女性較常失眠，長者因為褪黑激素減少，但女性暫時未知原因，可能思慮較多所

致。

有人選擇以安眠藥幫助入睡，藥物原理是加強一種名為 GABA（γ- 氨基丁酸）的抑制性

神經傳導物質，讓腦部恢復平靜，容易睡覺。然而長期服用安眠藥，會帶來依賴，不止

劑量愈加愈多，或導致不服藥不能入睡的情況。另外，如濫用安眠藥，可導致起牀後藥

力難退，使反應及集中力下降。也有人用藥後出現夢遊副作用，如非必要，應尋求其他

安眠方法。

有睡意的藥物如感冒藥，其原本用途並非用於安眠，且可能有口乾及其他副作用，故不

鼓勵。褪黑激素是其中一種幫助安眠的健康產品，但較適合因時差或年老而失眠的人士，

並非人人合用。如想靠外力入睡，不妨試含草本成份如纈草及洋甘菊的健康產品，或是

天然香薰，可能有所幫助。

失眠人士應查找有否環境或飲食問題。於睡前至少四小時前可做適量運動，身心放鬆。

長者可試試較溫和的太極。另外，愈來愈多人愛躺在牀上使用電話，令人無法適應在牀

上放鬆心情，因此要習慣在牀上只可睡覺，其他事情要在別的地方做。一旦失眠，別執

着計算失眠時間，這反會令自己緊張。如發覺失眠時間大概超過二十分鐘，應下牀並做

其他放鬆事情，如聽音樂、看書或冥想等。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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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男士踏入三十歲，甚至更年輕時，竟發現頭上烏絲漸稀疏，實在令人擔心。男性脫

髮的主要原因是遺傳，但為何有此問題，現時醫學界仍在探討當中。已知的是，部份男

性的毛囊對男性賀爾蒙雙氫睾酮（DHT）特別敏感，導致頭上毛囊慢慢收縮，加快毛髮周

期，使頭髮更易脫落。正常情況下，頭髮脫落後，仍會長出新毛髮，惟一旦毛囊收縮，

就會令毛髮變幼及疏落，最終就成為禿頭。另一方面，生活習慣如吸煙及經常照射紫外

光燈等，也可令脫髮更添嚴重。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核准可治療男性脫髮的藥物有兩款，一種是塗搽於頭皮

的米諾地爾（Minoxidil）。在療程最初兩個月，脫髮會變得更厲害，不過再多一至兩個

月後就會見效。另一種是口服藥非那甾胺（Finasteride），其原理是阻止身體中的睾酮

轉化為雙氫睾酮，同樣要用藥數月才見效果。兩種藥物最好能持續使用最少一年，但要

留意會有副作用出現，例如米諾地爾可於塗抹處帶來痕癢或紅腫感覺；非那甾胺則可能

使男性不舉或性慾下降。兩種藥物效果差不多，但非那甾胺略勝一籌，決定用藥前應評

估自己是否能承受這些副作用。

如能在開始脫髮的頭五年內，即未完全脫髮的情況下用藥，效果最為理想。然而由於這

兩種藥物屬治療性質，所以男士難以將藥物作預防。除了用藥，男士亦可盡力護髮，例

如是戒煙或不染髮等。坊間有些生髮秘方如以白蘭地或白醋搽頭皮等，不但無科學根據，

也難對抗賀爾蒙的影響。不過，已知含咖啡因或維他命 B6 的洗頭水，可減少脫髮，有需

要的朋友不妨試試。

   自助互助
3. 藥問101——男性禿頭有得救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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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前，政府展開預設醫療指示（advance directive, AD）立例諮詢，期間病人組織

亦有與政府就立法內容開會；轉眼間時間過去，諮詢期將於十二月十六日結束，意味着

這個條例或會正式通過。

不過，有多少市民知道甚麼是預設醫療指示呢？這是指患者預早決定於垂危時，拒絕做

指定的治療，並以書面陳述。每個人都希望有尊嚴地面對死亡，然而有幾多香港人知道

自己的選擇權如何？雖然條例討論設三個月時間讓公眾諮詢，但社會事件令很多分享會

及諮詢延期，甚至取消，是否有充足時間向有關團體及人士解釋細節？另外，相關條例

的官方宣傳力度亦相當不足，筆者敢說，大多數市民都不知道甚麼是「預設醫療指示」。

即使知道，但可能連怎樣設定醫療指示也不懂，亦難以跟家人協商。事實上，要將預設

醫療指示立法，本是難事，所以拖延經年。當中涉及醫療、法律、倫理，特別在中國社會，

忌諱生死，更難讓社會上下公開討論。

預設指示並非簽個名如此簡單，首先患者須神志清醒，並且有兩位見證人在場，包括一

位醫生及另一位非遺產受益的人士。然而事後有可能引發其他家人爭拗，所以事前協調

是十分重要的。另外，儘管患者於健康尚可時，已簽署醫療指示，但在病危時想修改內容，

那麼又要如何處理，是否仍需兩位見證人呢？此時可須衡量患者的精神狀況？

及至來到關鍵時刻，要取出文件正本予醫護人員，又是一大難題。患者總不會隨身帶着

文件，如果急救時已陷入昏迷，如何告知他人正本在哪？單身或獨居者亦很難有人代其

取得正本。有人建議將指示存於醫健通，但內容始終要入院才能查閱，所以筆者認為相

當難處理。還有一點是，即使能及時出示文件，但如果現場的是救護員，他們根據守則，

必須拯救所有危殆者，這一紙證是能否讓他們停止施行心肺復甦術，值得商榷。

這個題目，仍有很多討論空間，要解決的難關絕不少。但現時既已行出第一步，筆者希

望政府可加強公民教育，讓大眾認同立法的必要及其執行方法，才能讓市民從中受惠。

   自助互助
4. 藥問101——你知道可以選擇預設醫療指示嗎？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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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紛紛擾擾的二○一九年已屆尾聲；在醫療界，其實亦有不少大事發生，現在亦是

進行回顧的時候，希望大家仍能記得這些重要議題，讓更多有需要人士獲得適切援助。

每逢年初，便是流感肆虐的時候，二○一九年亦不例外。整個流感季節約十四周，共有

六○一宗成人因流感而進入深切治療部或死亡的個案；當中只有兩成六有接種流感疫苗。

事實上，抵抗力低下者如嬰幼兒、長者及長期病患者等，最易因流感誘發併發症，例如

是入侵性肺炎，隨時可致命危甚至死亡。目前五十歲或以上人士，可獲流感疫苗資助，

然而肺炎鏈球菌疫苗則要六十五歲或以上人士才可得到政府資助打針；既然政府大力推

動「左流右肺」，為何不能將肺炎疫苗的年歲推前，與流感看齊，讓這批長者可得到足

夠的保障？事實上，如果可以控制流感疫苗及減少併發症，亦能減少醫院病房逼爆情況。

在流感高峰期，公立醫院不難見到病牀要排到走廊的景況，實在難以想像在香港這個已

發展城市，會有如斯慘況。

另外，今年醫管局擴大十九類藥物的臨牀使用範圍，當中包括以逾一億元資助新一代口

服抗凝血藥至中度中風風險的患者，估計可讓二萬三千名心房顫動（房顫）患者受惠。

房顫可引致中風，如能及早控制病情，便可大減患者日後傷殘或死亡的風險，長遠而言

對整體社會都有好處，因此增撥資源於這批患者身上，絕對是有利無弊。不過，隨着人

口老化上升，患上房顫的人口亦肯定持續上升，政府是否會繼續投放更多資源在這個範

疇，讓患者可及早接受檢查及預防治療呢？

至於年尾政府開設預設醫療指示立例的諮詢會，似乎並未引起公眾注意，即使在醫療界

亦未有熱烈討論。其實大多數醫護人員對此認識不深，也不了解晚期紓緩服務的細節。

過往有討論是希望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將紓緩服務列入必修課程，甚至成為大學醫科及護

理課程的學科。畢竟學生正式投身社會後，未必再有時間進修相關知識。與生死最相近

的醫護人員，如能懂得如何陪伴患者面對死亡，便能更加發揮「醫者父母心」的精神了。

   自助互助
5. 藥問101——2019醫療大事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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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個冬天，我們不止要提防流感高峰期，武漢肺炎情況亦叫市民人心惶惶。截稿前，武

漢官方指已確診個案為五十九宗，本地醫管局則表示懷疑個案有二十一宗，儘管有十六

人已驗出未有不明肺炎，然而兩天前懷疑個案才有七宗，個案數字上升得相當快，難免

令人憂慮。林鄭月娥指，港府應付武漢肺炎的措施是「迅速應變，嚴陣以待和公開透明」，

然而市民是否認同呢？事實是大家都在一窩蜂搶購口罩，每天都有層出不窮的傳言，彷

彿「沙士 2.0」快要發生。

在病人組織角度，固然建議市民要自律，注重個人及公共衛生處理；這些金科玉律，有

否疫情亦適用。然而，無論如何，傳媒及市民亦要避免製造公眾恐慌，例如散播未經證

實傳聞。畢竟我們不是專家，也不是醫護人員，暫時未有真正確診事例前，一切只憑新

聞報道來認知，所以別要自亂陣腳。當然，市民亦有責任防止病毒散播。即如最近中文

大學有內地留學生，疑似有武漢肺炎，她最初拒絕到公院隔離，其後才被救護車送院；

也有遊客即使出現相關病症，仍堅持離院回到酒店。其實不管是自己還是身邊人，如有

懷疑徵兆，應盡快按指示求醫，而非躲避檢查及適切治療。假如不幸真是罹患高度傳染

疾病，便會在社區四散，所以我們必須有警覺性及基本常識。

政府方面，必須提高透明度，行動要全面及迅速。二○○三年沙士，前事不忘，後事之

師，這是全港市民的傷痕；筆者仍記得當時醫護人員死傷慘重，仍能上班的人工作過勞，

下班後亦不敢回家，擔心傳染家人，整個醫院都充滿生離死別情緒。吸取上次經驗，這

次政府的反應確是比十七年前積極，但仍能做得更好，例如邊檢是否可以更嚴格執行？

如在武漢回港班機及高鐵，實施登機和口岸體溫檢查，如發現發燒便要登記，日後出事

時可追溯源頭。

若然疫情真的在香港爆發，屆時的混亂是難以想像的，因此把關工作十分重要，政府應

盡力將影響減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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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管理局主席范鴻齡新官上任，他於剛過去的周日寫下網誌，表示已成立「醫管局持

續發展專責小組」並有 17 名大會成員加入。小組以挽留人手、專科門診輪候時間和發展

智慧型醫院等為首要考慮，這位商界出身的主席魄力十足，已率先於 1 月 6 日召開第一

次會議，相信很多持份者皆期待看到日後有何具體措施。

以挽留人手、專科門診輪候時間和發展智慧型醫院這三項來看，後兩者其實與人手有相

當直接的掛鉤。畢竟，沒有足夠醫生，再多新建設或措施也是枉然。筆者亦有與范主席

見過面，其間曾提及吸納合資格的海外醫生，果然周一醫管局便發佈消息，指已批准 9

名海外培訓的醫生的有限度執業註冊申請，讓他們於公院工作。

公院醫生嚴重不足是事實，引入海外醫生無可厚非。不過，本地醫療質素一向走在世界

尖端，並非虛言，我們確是擁有優秀人才，兩所醫學大學亦有發表不少國際性論文，更

有手術是在香港首次進行，因此如何利用我們現有的人才，再增加醫學院學額及培訓機

會，才是更有效的做法。凡此種種，就要視乎政府是否願意提供資助。

筆者認為，政府培訓本地醫生人才是刻不容緩的，同時要確保公立醫院全數聘用所有醫

科畢業生。猶記得 2002 至 2003 年，政府與醫管局削減資源，減少聘用醫科畢業生，很

快地沙士疫情出現，令人醒覺醫生的重要性。同時數年後公私營醫療服務需求日益增加，

亦因醫生人數不足，導致問題叢生，可見港府曾經是如此缺乏前瞻性﹗

事實上，本地公營醫療問題多多，范鴻齡是否可力排眾議，是一大問題。另外，制定政

策後，也要花數以年計的時間實行及普及，遠水未必能救近火，但起碼對未來公營醫療

發展有相當重要的影響。醫療就是以人為本，如要制定持續發展服務，少不得的是病人

的參與，因為我們對醫療服務最有切身感受。聯盟已向主席表態，希望他切實制定未來

方向及定位時，可以讓病人代表參與更多，為持續發展帶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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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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