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年伊始，病人自助組織特地拍攝賀年短片，為醫護友好及社會各界打氣，

寄望新一年疫症全消。病人自助組織繼續推動醫社患及政府多方面通力合作，繼

續發揚自助互助及集體力量精神。活動有幸榮獲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

勞工及福利局何啟明副局長及醫院管理局范鴻齡主席相繼拍片支持，以肯定病人

自助組織在疫情期間的工作。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於拜年中帶來好消息，表示將在各區設立地區

康健中心及地區康健站，自助組織期望可與地區康健中心建立更多協作關係。陳

局長亦借此機會呼籲接種新冠疫苗及邀請支持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勞工及福

利局何啟明副局長寄望病人自助組織能夠繼續發揮助人自助的精神，為病人及照

顧者繼續提供互相支援的平台，並以「贈人玫瑰，手有餘香」鼓勵大家。醫院管

理局范鴻齡主席表示病友組織是醫管局的社區好拍檔，范主席讚揚自助組織在疫

情期間仍發揮自強不息及互助互勉精神，以及表示醫管局願與自助組織共同探討

公共醫療發展方向，為公共醫療可持續發展訂定一個宏觀的藍圖。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於 2020 年 5月訪問了 51個病友組織，發現在短短 2個月，

收到約一萬五千宗與疫情相關的查詢或求助。病人組織再次感謝在早前對防疫物

資渴求時候，有賴政府、基金機構、社會賢達慷慨解囊，並配合自助組織網絡，

將物資送至有需要的同路人手上。

　　自2002年起，「香港病人組織聯盟」、「香港癌症基金會」以及「香港復康會」

三個團體，每年構思合作計劃，聯繫社區各持份者，建立溝通平台並尋找合作機

會。藉著新春佳節，透過每年合辦「攜手賀新春」自助組織團拜活動，讓各嘉賓

及持份者與病人自助組織朋友聚首一堂，彼此交流及建立合作網絡。本年度因疫

情影響，活動由以往團拜形式轉變為短片祝賀，賀片將會同步發放致各個友好協

作伙伴。

　　主辦團體代表感謝病人自助組織努力與付出，在過去一年不斷改變服務模式

適應在新常態下提供互助服務，讓有需要的同路人得到適切支援。適逢《2021-22

年度財政預算案》剛公佈，冀望政府肯定自助組織努力同時，倘若能夠為自助組

織提供發展資源，相信更能滿足發展需要。最後，期望不久將來戰勝疫情，百業

再興，福滿人和。

隨函附上祝賀短片網址：
1. 精簡版本： http://bit.ly/3uEVuKP

2. 完整版本： http://bit.ly/2ZXHh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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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盟 動 態
攜手賀新春2021 – 自助組織團拜

「醫病社政府同心、攜手抗疫盼新生」
病人自助組織拍祝賀短片拜年



　　感染新冠病毒的典型病徵有三種，分別是發燒、咳嗽及呼吸困難。但有患者僅有非

典型症狀，如肌肉痛、頭痛、喉嚨痛、腹痛、作嘔或流鼻水等，甚至是看似毫無關係的

結膜炎、皮膚出紅疹、手指及腳指腫脹，以及喪失味覺及嗅覺等。因此，建議市民不要

自行判斷，只要有上述其中一種典型或非典型症狀，應盡早求醫。

　　如病毒檢測呈陽性，不管有否病徵，本地指引是送院隔離，接受醫學監測及支援性

治療。出現病徵便要按病情來處方藥物。如病情屬輕度或中度，可使用干擾素為骨幹，

配合利巴韋林或蛋白酶抑制劑，或是三藥並用（即「三聯療法」），以阻止病毒複製，

亦加快紓緩患者病情及縮短平均住院時間。重症治療則注重調節免疫力及抑制發炎反應，

如患者有呼吸衰竭風險及血氧飽和度少於百分之九十二等，可採用抗病毒藥物瑞德西韋。

至於需接受氧氣治療或侵入性機械式輔助呼吸的患者，使用類固醇藥物地塞米松可幫助

降低死亡率。此外，長期使用類固醇可帶來副作用，故需拿揑準確用藥時機，且最長只

建議使用十天。大部份患者因久卧病牀，缺乏活動令血液循環減少，加上發炎因子上升，

增加血塊形成，可致血管堵塞。因此患者或要按情況注射抗凝血藥物（薄血藥）。此外，

如患者支氣管很多分泌物或肺損傷眾多，或已長用類固醇，致免疫力下降，細菌易乘虛

而入，亦有機會使用抗生素。

　　「恢復血漿」是先從康復者身上收集血漿，再注入重症患者身上，當中的中和抗體

可作外來免疫力，阻止病毒繁殖及身體發炎。有研究指必須是男性、新冠病毒完全康復

者及非長期病患才可捐贈，故血漿供應緊絀。筆者呼籲市民應留意來源於政府或醫療組

織的新冠病毒病資料，有需要時向醫護查詢。

撰文：陳志鵬註冊藥劑師（香港中文大學藥劑學院校友）

顧問：周睿博士（香港中文大學藥劑學院講師）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及香港中文大學藥劑學院

藥物安全專題系列於每月的第一及第三個星期五在頭條日報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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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型冠狀病毒的病徵及治療



近月氣溫急降，有地區溫度降至單位數，那種陰冷感，令人倍感冰冷，不少長期病患者

及老人原來病情因而加深；這陣子多間公立醫院內科病房爆滿，不無原因。寒冷天氣可

誘發低溫症，引致打顫、說話及神智不清等症狀。若獨居人士特別是長者於家中出現低

溫症，未能於病發時及時料理和送院，隨時有失救之虞。

　　天文台指，今年冬天寒冷日子或比去年多，大家要做足禦寒措施。不管外出或留家，

穿着保暖衣物；有需要時應適當使用暖貼、暖爐、暖風機或暖水袋等。今時今日，很多

保暖電器價格比以前便宜，但應選購有信譽產品，且按照說明書安全指引使用。保暖時，

別關閉所有門窗，保持室內空氣流通，減少病毒細菌在家居聚集。

　　獨居人士宜多跟親朋戚友聯絡，大家應多加關心獨居長者及長期病患者。如果與獨

居人士已一段時間少有聯絡，大家應主動致電及探望，發揮關顧支援的功能，了解需要

幫助之處。有需要人士更可安裝平安鐘，以策萬全。此外，部份長期病患者或老人有偏

食習慣，由於天氣寒冷而不外出買餸菜，或於限聚令之下，因沒有晚市而放棄晚餐，或

導致營養不足，大家多注意營養攝取。

　　新冠疫情仍肆虐，而染上流感除有機會出現併發症外，亦令身體孱弱，各種病毒得

以乘虛而入，故高危人士應注射本年度的流感疫苗，為自己加多一重保障。另外，預防

肺炎及入侵性併發症亦重要，現時政府已為六十五歲或以上長者，以及合資格人士，

提供免費或資助的肺炎球菌疫苗接種服務；他們可接種一劑十三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或

二十三價疫苗，詳情可向醫生查詢。如未符合資格條件但本身為長期病患者，應考慮自

費注射流感及肺炎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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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寒冷天氣可影響長期病患病情



剛過立春，代表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筆者在此預祝讀者身體健康，新年進步，希望疫

情可於牛年內結束。新冠肺炎已在全球蔓延逾年，不少長期病患者亦深感憂慮，擔心感

染新冠肺炎後令原本病情加深，或有嚴重併發症而危害性命。為己為人，他們大多長期

逗留家中抗疫，難免要減少跟親朋好友聯絡。若然是獨居人士，特別是長者，於新春佳

節更感寂寞，因此讀者應趁新春期間，多加問候認識的長期病患者及平日較少聯絡的長

輩，為他們送上祝福之餘，同時亦能了解他們的健康狀況及處境，適時提供協助。當然

各位病友亦別要害羞，不妨主動跟親友聯繫，交換彼此近況。

　　在疫情仍然嚴峻的今天，加上「限聚令」未完，確然很難四處拜年。故此我們應善

用智能科技，透過致電或視像功能等，與親友隔空相聚。如果情況許可，亦可跟長期病

患者作有限度的見面，為他們驅散寂寞。當然大家要留意探訪的大廈有否確診個案，而

且人數不宜太多，同時訪客也要做足防疫工夫，一切須在安全的情況下進行。

　　在疫情當中，很多長期病患者都增添了負面情緒，加上生活模式亦因疫情而改變，

為各方面帶來影響。因此，來到新一年，亦是時候掃走悶氣，努力讓生活重回正軌——

首先要維持規律生活，定時起牀及睡覺，並且要有均衡三餐，保持適量的運動，別讓生

活節奏過於散漫。記得要為自己找樂子，簡單如購買喜愛的食材，為自己烹調鍾愛的菜

式，或是於非繁忙時段到街中閑逛，亦能有助心情輕鬆，保持正面態度，才能令身心健康，

也能將愉快情緒帶給家人。現時情況縱是難捱，但我們要堅信曙光即將到來，憑著醫社

患、市民以及政府方面的通力合作，期望在不久的將來戰勝疫情，百業再興，福滿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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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疫情之下 勿忘「拜年」



　　對長期病患者來講，吃藥已是每天例行公事；吞掉藥丸固然容易，但服藥並非如此

簡單，例如忘掉在規定時間用藥，應否即時吃藥來彌補？藥水與藥丸又該如何存放？凡

此種種，如果做得不恰當，隨時影響藥效，甚至使病情轉壞。

　　有見及此，香港病人組織聯盟特別與香港中文大學藥劑學院合作，製作三條「藥問 e

學堂」資訊短片於 YouTube 發佈，由專業的藥劑師解答多個疑問及破除謬誤。另一方面，

我們也邀請了藥房業界代表，解釋藥房運作知識，讓市民對用藥及購藥有更深入了解。

如要收看短片，可於 YouTube 搜索「藥問 e 學堂」，或以手機掃描本專欄內的二維碼，

藉此增長知識。

　　使用藥物是治療患者的重要一環，但要幫助患者復康或維持水平、預防復發，以至

保障市民健康，達到「治未病」目標，便要社會上下同心合作，政府的角色自然最為重

要。本年度財政預算案已經出爐，當中提到增加醫管局撥款，由二○二○至二○二一年

的七百八十七億元，本年度增至八百二十四億元，增幅為 4.7%

　　這個增幅，跟減錢沒有分別，完全跟不上通脹及公營醫療的需求——在人口老化的

今天，多種慢性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壓及心臟病等的數字上升，加上未有完結跡象的疫

情，這個增幅實在無法增加或改進現有的服務，難道政府打算動用資助儲備金？至於地

區康健中心暫時無法補足醫管局於地區的角色，所以增加了的撥款絕對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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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服藥都要有技巧



【藥問】系列回歸！【藥問 E學堂】第一集 精明用藥篇

早前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舉辦過兩次【藥問】座談會，今次我們就採用短片形式與大家見

面。

一連三集的【藥問E學堂】將會教大家如何做個精明用藥人！ 今次第一集之精明用藥篇，

很榮幸邀請到香港中文大學醫院首席藥劑師何愷玲女士與我們分享正確的用藥錦囊。 好

多人以為買藥、食藥是非常簡單的事的時候，原來當中存有很多謬誤，很多人可能做法

有錯自己都不知道！

 大家要趁這個機會留意正確的資訊！

嘉賓 : ( 依先後次序 )

1)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主席袁少林先生

2) 香港中文大學醫院首席藥劑師何愷玲女士

3) 香港中文大學藥劑學院講師周睿博士

4) 香港中文大學藥劑學院顧問諮詢委員會主席梁國強先生

 聯盟最新活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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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仍然持續並不穩定，為各會員團體代表的健康保障，聯盟執委會

一致決定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份初仍然停止舉辦大部份活動，部份活動則改為由網上連線

形式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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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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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最新活動消息

【藥問E學堂】第二集 精明配藥篇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有時候會在藥房見到的「信心保證」燈箱標誌及「正版正貨承諾」

標籤代表著什麼呢？

原來這些都由港九藥房總商會為致力提升藥房的服務及正貨形象而推行的。 有不少市民

都會到社區藥房配藥，究竟要留意什麼呢？藥房裏的註冊藥劑師又可以如何幫助我們呢？

【藥問 E 學堂】第二集之精明配藥篇，將由港九藥房總商會副理事長兼公關主任張德榮

註冊藥劑師，連同香港病人組織聯盟內務副主席黃金鳳女士一起跟大家解答各種配藥嘅

迷思。

嘉賓 : ( 依先後次序 )

1) 港九藥房總商會理事長林偉文先生

2)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內務副主席黃金鳳女士

3) 港九藥房總商會副理事長兼公關主任張德榮註冊藥劑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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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最新活動消息

【藥問E學堂】第三集 病人用藥問題篇

來到【藥問 E 學堂】的第三集之病人用藥問題篇，節目之「藥問」為主題，顧名思義，

相信各位病友平時吃藥的時侯都有很多有關藥物的問題。

本集，將由香港病人組織聯盟外務副主席林韋雄先生代表發問一些大家平時都感到疑惑

的用藥問題，亦都很榮幸邀請到香港中文大學醫院首席藥劑師何愷玲女士為我們逐一解

答，教大家做個精明用藥人！

嘉賓 : ( 依先後次序 )

1)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主席袁少林先生

2)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外務副主席林韋雄先生

3) 香港中文大學醫院首席藥劑師何愷玲女士

4) 香港中文大學藥劑學院講師周睿博士

5) 香港中文大學藥劑學院顧問諮詢委員會主席梁國強先生



1 月 18 日（星期四）醫健通應用程式諮詢會議 (ZOOM)

1 月 30 日（星期六）香港哮喘會 2019/20 年度周年大會 (ZOOM)

2 月 22 日（星期一）網上大會「電子健康病歷聯盟」

2月 23 日（星期二）社聯網上新春團拜 Online Spring Tea Gathering 

3 月 1 日（星期一）為「攜手賀新春 2021」- 自助組織團拜送上祝賀

3月 2日（星期二）醫健通應用程式諮詢會議 (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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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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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同行館——30個感動生命故事 
1. 不以自己的疾病為恥，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着自己的夢想奔跑！—王政國

「顏損者」，泛指一些因為意外或疾病而導致容顏受損的人士。近年，臉部平權運動在各

地冒起，在香港，病友們組成自助組織，推動臉部平權，希望提醒社會大眾放下歧視，以

平等與尊重的心去看待顏損者。其實每張臉都是與眾不同，獨一無二，顏損者的臉容背後

都藏着不一樣的故事。今期故事的主角王政國，因為全身長滿大大小小的肉瘤，從小到大

活在別人的歧視及誤解下，令他一度封閉自己。王政國是如何衝破旁人的眼光，活出自信

人生？

不以自己的疾病為恥，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着自己的夢想奔跑！王政國以自身的經歷

告訴大家，只有改變自己的心態，接納自己後才能獲得別人的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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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同行館——30個感動生命故事 
2. 理想的病人照顧工作，不應只限於身體上的護理，還需兼顧心靈上照顧。—王秀蓉姑娘

理想的病人照顧工作，不應只限於身體上的護理，還需兼顧心靈上照顧。但日夜忙碌的病

房工作，如何還有空閒照顧病人的心靈？這一方面，病人自助組織擔任了重要的角色。今

期的故事主人翁，王秀蓉姑娘，在她的醫護生涯中，用心為病人提供護理服務，更協助成

立病人自助組織。對於護理生命的工作，王姑娘另一番的體會。

營營役役的生活，讓我們忘記了如何愛自己。其實生命中有很多事情都是不由自主，唯有

懂得活在當下，盡力做好自己， 把餘下的交托給神，才能享受生命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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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同行館——30個感動生命故事 
3. 小腦萎縮症是退化性的疾病，目前仍未有根治的藥物，只能靠復康治療，延緩退化。—曹綺雯

因為家族遺傳，曹綺雯（圖左二）家中六兄弟姊妹，有四位不幸患上了「小腦萎縮症」。

在照顧家人期間，綺雯切身感受到病人及家屬所面對的壓力，毅然辭去大學的教席，籌組

「香港小腦萎縮症協會」，為小腦萎縮症病人及家屬提供支援。

「小腦萎縮症」是退化性的疾病，目前仍未有根治的藥物，只能靠復康治療，延緩退化。

患者身體的活動能力會漸漸下降，行路、言語變得困難，失去自理能力。

(參考資料：小腦萎縮症協會 https://www.hkscaa.org/)

近年，綺雯亦確診患上柏金遜症。同為照顧者、倡導者、及病患者，綺雯是如時刻保持正

面？在照顧患「小腦萎縮症」家人的同時，綺雯近年亦確診柏金遜症。然而，綺雯從不會

被疾病所帶來的憂慮牽絆，因為她相信：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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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Alliance of Patients’ Organizations Liti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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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同行館——30個感動生命故事 
4. 如何在逆境中保持一顆平常心？—黃偉漢

有誰會想到一次的高燒會導致失去行動的能力，到最後甚至要長期卧床？生於 60 年代的黃

偉漢（Anthony），年青時因為患上腦脊膜炎，多次進出醫院，現在只能長期卧床，飲食、

睡眠、大小二事也都在床上解決。面對因患病而日漸衰退的身體，Anthony 經歷了一段漫

長的心路歷程，最後學懂了調節心態，順應逆境。他是如何在逆境中保持一顆平常心？

出入醫院成為平常事，又如何保持一顆平常心面對逆境？黃偉漢（Anthony）以 “Hope 

for the best, and prepare for the worst” 作為座右銘，讓自己「作最好盼望的同時，

也要為最壞的情況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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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同行館——30個感動生命故事 
5. 精神疾病，其實比我們想像中普遍。—周萬長

精神疾病，其實比我們想像中普遍。但是在大家關注如何維持精神健康之際，精神疾病的

患者卻往往被人忽略，甚至受到外界歧視，被人稱為「痴線」。每個人都有大大小小的情

緒問題，但如果自己或家人患上情緒病，又如何是好呢？

今期故事的主角周萬長 Mico，太太於十多年前患上抑鬱症，他是如何與太太同行，走過情

緒的低谷？

每一個人都希望開心過活，時刻保持正面。周萬長 (Mico) 在照顧患抑鬱症太太的過程中學

到在盡能力面對困難的同時，亦要學懂善待自己，認清自己的能力。希望 Mico 的分享，讓

大家多一點共鳴，也令社會對精神病人多一份體諒和包容。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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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抗疫活動及物資派發記錄

2021 年 2 月 8 日（星期一）– 送贈病人組織外科口罩及眼藥水 （第十六批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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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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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2020-21年會員團體代表會議時間表

歡迎會員團體，積極參與。
*由於疫情持續反覆，故以下日期為暫訂，如有任何修訂請以聯盟發出的電郵為準，引起不便，萬望見諒。

 

日期 時間 地點 

2020年 3月 24日(星期三) 晚上 

7:00 

至 

9:00 

橫頭磡邨宏禮樓活動室 
2020年 5月 26日(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