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鑑於二零二零年二月至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仍然持續
並且反覆，政府及醫院管理局再次將疫情定性為緊急狀態，為
免病毒在社區蔓延，市民及病人自必應該做好個人衛生及防護
措施。由於口罩及防疫消毒用品等為長期病患者所需，聯盟委
員會一直不懈地努力張羅物資，以供各會員團體有需要會員解
困之用。聯盟特別感謝各界支持！自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開始至
今，聯盟收到各方捐贈口罩、酒精搓手液及防疫物資。		 	
	 	 	 	 	 	 	 	 	 	 	 	
	 　特別鳴謝社會各界有心人，在疫情期間伸出援手，與弱勢
社群共同抗疫！

政府/企業/	團體鳴謝名單（截至7月1日止，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藥學會
英國阿斯利康製藥（香港）
港九藥房總商會
葛珮帆議員辦事處
香港科研製藥聯會
陽光潮媽百貨站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食物及衞生局（黃廷方慈善基金）
MS.Iris	LAW（劉敏昌博士）
香港北角扶輪社
美國輝瑞科研製藥有限公司（香港）
新世界建築有限公司
社會福利署
繁華工程公司
民政事務總署
安進（香港）藥廠
香港柏金遜症會
Me2You	HK2Gether 抗疫資源共享
香港大學 LoveHK	LoveU
個別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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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盟	動	態
聯盟送贈病人組織抗疫物資



	 聯盟最新活動消息

P.2

　　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仍然持續，為各會員團體代表的健康保障，

聯盟執委會一致決定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份至七月份仍然停止舉辦大部份

活動，直至另行通知。以配合疫情指引，減少出席活動人士受感染風險。

如果想知道聯盟最新動向，請瀏覽本會網站：

https://www.hkapo.org.hk/

　　敬請各位會員團體留意，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304	6371 與職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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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5月19日	（星期二）與輝瑞藥廠代表會議

6月 17 日	（星期三）與阿斯利康藥廠代表會議

6月 18 日	（星期四）與葛蘭素史克藥廠代表會議

6月 19 日	（星期五）與安進藥廠代表會議

6月 29 日	（星期一）與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會議

參考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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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參與
1.	藥問101——長期病患切忌戒口太盡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飲食習慣可以主宰健康，特別是長期病患者，為了控制病情，除奉行健康飲食模式，

更積極戒口；但太過份的話，反成偏食。筆者所見，很多病友都嚴格篩選食物，既怕濕

熱又怕寒涼，連蔬菜亦怕寒涼，生果又擔心糖份高，結果營養不足，變得皮黃骨瘦，面

無血色。

	 更甚的是，連病友的家人也跟隨，導致全家人抵抗力一併下降；因此就算不是長期

病患者，也增加患病風險。也有情況是，家中一天三餐迎合病友需要的指定飲食，導致

每天餸菜淡而無味，家人外出時拼命只吃鍾愛的食物，反而不健康。

	 中國人說「固本培元」，包含廣闊知識，並非隨意戒口或吃補品便可做到。不管是

中醫抑或西醫、營養師，亦認同很多食物有其特性，只要適量食用，亦是有益。事實上，

中醫不會要求市民完全戒掉天然食物；只要控制食量，不會對健康損害。相反，不一定

吃補品，反而保持均衡飲食才有最大益處，而且要着重烹調方法，如煎炸或白烚，有大

不同；另外要秉持少鹽少油少糖原則，才算真正的健康飲食。

	 要注意的是，儘管飲食習慣可影響身體，但不代表「健康飲食」是免死金牌，可以

無病。以癌症為例，很多人即使吃得健康，只揀有機食物或素食，亦有可能罹病。我們

不宜過於執着，最重要是保持營養均衡，否則不止影響身體質素、康復進度，也可能令

體力、思維能力下降。

	 若想吃得正確，病友不妨向營養師、醫生或中醫等請教，別盲信網上資訊。部份病

友於飲食上有特別需要，如有痛風或須服用薄血藥，則真的有需要戒口，要留意營養來

源是否平均，甚至要額外服用補充劑。記得要向專業人士查詢，不可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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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參與
2.	藥問101——沒有場地	何以為病友服務？

	 本地有一百四十萬名長期病患者，數量龐大，對不同的病人組織有很大的需求；然

而多數病人組織沒有固定會址，缺乏場地運作，令病友難以獲得足夠支援。很多病人組

織只可借用或租用其他機構的空間，可能只得一張寫字桌或一個儲物櫃，僅夠一名職員

辦公，再多的物資亦沒法容納。另外，香港復康會雖可提供場地，但大約只足夠十多個

病人組織辦公及輪流使用場地，實在是杯水車薪。

	 部份病人組織最初由醫院衍生而來，可向醫院申請郵寄地址，然而每周其中指定時

段必須派員回院接聽電話、收信及處理會務，對職員來說甚是不便。要注意上述安排並

非必然，更多病人組織連一張辦公桌也沒有，只能以郵政信箱收信，或自購電話卡於家

中工作；若想組織大型活動，便更是困難。

	 若要舉行活動，病人組織須先向社區復康網絡申請，由他們將所有報名集合遞交康

文署，整個過程相當轉折。筆者實在不解，是否病人組織的認受性不足，所以康文署未

能接受我們的直接申請？其實如有長久使用場地，可讓病友有更多機會進行康復或其他

運動，亦可舉辦講座、訓練或分享會，增加病友對管理疾病的知識，減少醫療開支，對

社會是百利而無一害。

	 一直以來，政府只以界別機構為重點，沒有多為病人組織考慮撥地，但從來病人組

織對社會有一定影響力，很多醫療政策亦向病友諮詢，筆者亦常代表病人組織參與官方

會議，也有很多病友代表進入立法會表達意見。諷刺的是我們缺乏硬件配套，最終一切

討論也只是空談。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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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參與

3.	藥問101——境隨心轉

	 常言「境隨心轉」。春風得意時，獲讚賞是錦上添花；落泊時，外間支持更重要，

再起奮戰，這一切取決於自身想法。病人組織有很多聆聽者、分享者，於適當時候作反應，

讓失意者感到被重視及了解；很多病友期望有知音人，其實簡單的鼓勵或安慰，可給莫

大力量，讓病患者的悲哀感減少，不再覺得末日降臨。

	 有患者本是生意人，中風後一手一腳失去活動能力，無法養妻活兒，很討厭自己，

常用力打下肢體和發脾氣。若傾訴對象只責備其負面想法，只會令患者更頹廢，無助病

情進展。每個病友皆有不同遭遇，有人病情大有進展，亦有人停滯不前甚至惡化，這除

了基於疾病及體質，亦與醫護、家人及其他人的扶持有關。抗病過程中，心理質素同樣

重要，對治療及康復也舉足輕重。若坦然接受現實，整個過程順暢得多，甚至縮短康復

進度，筆者所見屢見不鮮。

	 要強調的是，所謂的「成功個案」不代表痊瘉，因很多長期病患者要拖着病情一世，

然他們像常人一樣生活，未喪失自尊，甚至另有得着，達到生病或受傷前從未有過的境

界。以筆者為例，中風後步履不穩，但持續復康及參與病人組織活動後，感到所做的事

富有意義，心情變好，腳步愈來愈輕快；轉變想法，更為積極接受治療及康復，對病情

大有好處。「風月無古今，情懷自淺深」，思想正面，身邊有好事發生，最重要是自己

看法，秉持這觀念，日子亦會好過得多。

	 際遇人人不同，也令自己改變，是好是壞，不僅靠自己堅定的意志，親友與同路人

也可作為指南針，助病友不會鑽牛角尖；最重要的是，患者自發感到希望可像其他同路

人一樣，擁有樂觀情緒，才可推動他們持續進步。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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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提到病人組織的功能，我們致力協助患者建立自我管理，重整身心，對預防疾

病及康復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病人組織以互助小組形式進行，並提供多種復康鍛煉；好

處是限制較少，集體進行亦彼此鼓勵及監察進度，增強信心，最重要是患者得到真正的

進步。

	 有些患者因自怨自艾，整天臥牀不動，不止自己難受，家中氣氛變得低落。特別是

長者病人，若時常埋怨或哭啼，年輕親人未必理解，便經常爭吵，令跨代關係變壞。但

在互助小組中，沒有人是負累，患者如有很多想法及疑慮，可以提出，同路人有相同經歷。

另外，每位參加者要為自己訂下復康目標，由一、兩星期至數月不等；每次聚會也要匯

報在家中練習情況及困難，大家討論下，總有解決方法。患者如能達標，亦可激勵同路

人努力。

	 另一方面，照顧者眼見患者進步，亦願意放手讓其自行照顧日常作息，讓患者在生

活中有更多機會練習，得以重過正常生活，尋回個人價值，不僅減少對照顧者的依賴，

家人更以其為榮，對家庭是好事。較積極的會員，可擔當義工或事工；能夠完成項目的話，

可以帶來成就感及尊嚴，也學習新知識和幫助別人，回家後情緒也沒那麼繃緊。笑容多

了，家中不再愁雲慘霧。

	 病人組織亦無忽略對照顧者的支援，例如為照顧者提供訓練，讓他們在家居關顧病

人時可得心應手。當然，各組織也有舉辦照顧者與患者一同參加的活動，如能加入同路

人與其他家屬的社交圈子，彼此同聲同氣，也可分享苦與樂。

			自助互助
4.	藥問101——助人自助	讓患者學習自我照顧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如若家人患上長期疾病，或須接受大型手術，總會使人萬分擔心；除了害怕治療副

作用或手術風險，家人亦關心患者的術後復康過程。如果患者病情不穩或惡化，需要使

用升級藥物，更可令一般家庭陷財政困境。種種處境，都可使親朋戚友滿懷憂慮。

	 家人多數須兼顧照顧者一職，常說「久病無孝子」，只因家人日漸壓力爆煲，隨時

連自己的身心健康也出現問題，但他們往往不曉得如何尋求支援服務，於是感到孤立無

援。筆者發現，很多家屬面對醫護人員時，並不知道該如何發問，例如何時康復、能否

有機會痊瘉，或是可有轉藥或轉醫生的機會？這令他們更難應付日後種種問題。

	 很多病人與家屬也對治療有過渡期望，其實很多長期疾病只可治標不治本，或是康

復進度緩慢，現實比他們想像中殘酷，因此很多病人轉向另類療法出發，或是認為醫護

人員未夠盡力。不少家屬希望醫護人員用盡方法治好親人，或以其他病人跟親人的情況

相比——為何對方進度良好，親人卻未有此效果，是否醫護人員失職或受到不公平待遇？

他們卻沒想到人人病況不同，難以相提並論。亦有家屬迷信某些貴價藥物是仙丹，責怪

醫生不給藥。事實是治病必須對症下藥，貴藥不一定適合親人病情需要。

	 如果家屬可接觸親人所患疾病的病人組織，便可走少許多冤枉路，也能為康復之路

建立清晰方向。很多人以為病人組織只舉辦聯歡會或旅行，其實我們具備多種功能，可

分享抗病經驗、復康運動、生活技巧，以及提供社區資源情報與協助投訴醫療失誤等。

病人組織致力幫助同路人融入社區，包括爭取社區、餐廳及公共交通工具增設無障礙設

施，現時連鎖食肆大多已特設可供輪椅推入的餐桌，近年也愈來愈多港鐵站設立地面升

降機，而且每個港鐵站也可預約職員操作輪椅輔助車（怪獸機），也是病人組織和社區

夥伴多年以來爭取得來的成績。

	 抗病路上，縱是難行，但在同路人陪伴下，病人與家屬都不會孤單。如果感到焦慮

或迷茫，不妨尋找所屬的病人組織，他們都會樂意打開大門，為你分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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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助互助
5.	藥問101——家屬與病患同行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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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稿為止，本地新冠疫情確診數字為一千零五十六宗，康復人數達一千零二十四名，

死亡人數僅為四名；安老院院友、病人組織病友及於高危環境工作的醫護人員，盡皆零

確診，確實令香港人驕傲。畢竟，在人口高度密集、都市病如糖尿、高血壓、心臟病、

中風及癌症頗為普遍的情況下，香港整體表現的確卓越。但好成績反而使大家有所鬆懈，

甚至因應付新冠病毒太久，開始出現抗疫疲勞。

	 就筆者所見，市民於社交及飲食兩方面漸見疏忽。現在的晚飯時段，很多餐廳已經

滿座；進入食肆前的探熱，或要求食客戴上口罩才可進內的步驟，時有餐廳員工遺漏。

目測七成食肆仍有做足防疫功夫，但小店太繁忙的話，便易有忽略。

	 另一方面，夏天漸近，對大汗人士而言，是一大挑戰。筆者亦是經常汗流浹背，現

在戴上口罩，出汗更多，惟有盡量在人煙較稀疏的位置，扯下口罩抹去汗水，但口罩可

能已沾濕，失去部份功效。另外，也有人為了吸煙、喝飲品或其他原因，於街上把口罩

扯下；若在人流較多地方，始終有其風險。

	 愈來愈多人放下戒心，想自我加以放鬆，但須慎防隨時引致群體效應，紛紛仿效。

事實上，雖然本地個案不多，但只要在高危感染群體當中有一個患者，便可以極速散播。

因此，且容筆者不厭其煩提醒，讀者現時仍要經常洗手，洗淨手背、手心及手指縫位，

而且要以正確方式戴口罩，並且至少每天替換一次口罩。如果有上呼吸道病徵，或出汗

過多，則要適當更換。另外，我們每有眼鼻痕癢，即時反應便會以手搔癢，但此舉可直

接令病毒入侵；因此有需要時，切記要取出紙巾來接觸眼鼻，最為安全。

	 雖然疫情帶來巨大遺害，然而另一方面看，可讓市民大大提升衛生意識，於日後遇

上其他傳染病時，可懂得如何預防，避免社區大規模爆發。起碼今年流感高峰期提早完

結，可見種種措施確有助抑制傳染病流行。抗疫之路仍然漫長，香港人要繼續努力！

			自助互助
6.	藥問101——抗疫疲累令市民放下戒心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藥物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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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抗疫活動及物資派發記錄

6月22日（星期一）–	送贈病人組織外科口罩（第八批物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