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著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二月二十六日正式展開，相信愈來愈多市

民關心接種疫苗資訊，香港病人組織聯盟及香港復康會邀請林緯遜醫生（感染及

傳染病科專科醫生）及崔俊明藥劑師（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解答殘疾人士

及長期病患者在接種疫苗時需要注意資訊，減輕對注射疫苗而帶來的憂慮。

	 　是次活動於 4 月 10 日（星期六）以網上直播的方式進行，林緯遜醫生（香港

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及崔俊明藥劑師（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當日

先解釋香港現時各款疫苗及一般病友的憂慮，同時即場回答網上留言區的問題，

以專業知識為各參加者分享，而活動主持由聯盟顧問麥嘉欣先生擔任。

	 　當日活動片段已上傳至聯盟網頁，可以讓各位隨時重溫。

　　活動回顧連結：
	 　http://www.hkapo.org.hk/2021/03/26/ 接種新冠疫苗全面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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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盟	動	態
接種新冠疫苗全面觀

合辦團體：香港病人組織聯盟及香港復康會	
復星醫藥	支持



　　去年本地醫務條例通過遙距治療，讓醫生以電話、電郵或社交媒體等遙控診症。患

者毋須往診所或醫院，也可接受醫生專業服務，惟新症並不適用。遙距治療並非新鮮事，

多所醫院年前已推出二十四小時靜脈溶栓治療服務，一旦腦神經科醫生不在場，亦可透

過遙距治療來判斷是否讓缺血性中風患者使用溶血劑治療。

			來到今年，消息指將軍澳醫院耳鼻喉科及伊利沙伯醫院腦外科將正式推行面對大眾的

遙距治療，以手機應用程式讓患者在家中看病。有保險公司亦推出相關服務，用戶用視

像方式見醫生，診斷常見疾病如感冒、流感或鼻竇炎等，並有藥物配送服務。醫生信、

轉介信或收據等亦電子化。

			疫情下，遙距治療讓擔心感染者，可安坐家中接受醫療建議，也毋須親身覆診亦可獲

藥物。而公私營診所經常有人滿為患，因此繁忙都市人或認為遙距治療是德政。但在操

作層面，遙距治療真的能普及嗎？

			對穩定長期病患者來說，遙距治療是適合的，因他們覆診只為取藥。以高血壓為例，

患者自行每天量血壓，以視像或語音告知醫生血壓數字。但並非每個疾病亦可適合，如

糖尿病或高膽固醇、服用薄血藥患者，必須接受驗血檢查，了解血液指數，再決定需否

調校藥物。皮膚科或骨科疾病，也需要醫生觸診。即使是普通如感冒，也無法探熱或利

用聽筒檢查。亦有部份疾病要跟進專職醫療，由醫生親身評估患者應否接受物理、職業

等治療。

			此外，遙距治療有不少問題須釐清，如年長患者是否可用醫療券？大多數保險是否承

認？另外，大眾是否有很大誘因使用遙距治療，而不親身去求診？遙距治療尚在起步階

段，如要普及，惠及大眾，似乎仍要顧及多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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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視像診症暫難成主流？



　　新冠疫苗中，本地採用的復必泰，採用信使核糖核酸（mRNA）技術；mRNA 是一種遺

傳物質，為一組特密碼，指示身體按密碼製造特定蛋白質。mRNA 疫苗以脂肪納米粒子包

裹 mRNA，注射入身體按密碼製造病原體表面蛋白質（以新冠肺炎為例，是新冠病毒表面

的棘突蛋白），引起免疫細胞記憶力，令身體及早辨認及應對。

	 mRNA 疫苗及一直廣泛應用的減活、滅活疫苗均可誘發免疫力，應付病原體，但原理

不同。減活及滅活技術將已弱化或殺滅的病原體注射入身體，引起免疫反應。mRNA 疫苗

不含病原體成份，只透過 mRNA 告訴身體如何製造可引起免疫反應的蛋白質。

	 至於生產過程，減活及滅活疫苗先培養病原體，再弱化及純化，需數周至數月不等。

製造 mRNA 疫苗方面，當取得病原體基因排序後，較迅速完成生產，毋須培養病原體，因

此面對變種病毒時，理論上更快按新基因排序生產疫苗。

	 mRNA 疫苗在新冠肺炎下首次被廣泛應用，但相關技術在科學界研發及改良多年，趨

向成熟。現時兩種 mRNA 疫苗—復必泰與莫德納，推出前經嚴謹臨牀研究，有效率分別為

百分之九十五及九十四，令人滿意。有市民擔心注射疫苗的安全性。其實，副作用多輕

微及短暫，以復必泰為例，常見是注射部位腫痛、疲倦、頭痛及肌肉關節痛，嚴重的副

作用如過敏性休克並不常見，故毋須恐慌。

	 如市民接種疫苗後有嚴重過敏反應、有出血問題或正使用抗凝血藥物、患有長期疾

病、因藥物或 HIV 感染等疾病令免疫系統減弱的人士、孕婦或哺乳期女士，應諮詢醫護

及藥劑師是否適合注射 mRNA 疫苗。

撰文：黃叙諹註冊藥劑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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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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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冠mRNA疫苗是甚麼？



	 經沙士及新冠疫情後，相信大部份港人明白勤洗手的重要性，可減少種種感染及傳染

機會。別看輕洗手動作簡單，這樣確能拯救很多生命。早在二○○九年，世衛已將五月

五日訂為「世界手部衛生日」，提出「清潔雙手，生命有救（Save	 Lives,	 Clean	 Your	

Hands）」口號。

	 在低收入國家中，為數不少醫護人員沒有在工作時清潔雙手，導致深切治療部的患

者及有高感染風險者無辜受感染。今時今日，全球仍有數億患者受到「醫療照顧相關感

染（Healthcare-Associated	 Infections，	HAIs）」的影響；根據世衛資料所示，中低

收入的國家中，患者出現「醫療照顧相關感染」比率達百分之十五，比起高收入國家百

分之七高一倍；於深切治療部的感染風險則高二至二十倍，以初生嬰兒最為高危。

	 事實上，醫護人員及患者如能常洗手，足以減少感染及各種健康威脅。世衛數據指，

醫護人員常清潔雙手的話，能夠預防百分之五十的可避免感染風險，也節省十六倍相關

經濟成本。特別在疫情下，醫護人員、患者和家屬固然要常潔手，市民也要養成飯前飯後、

如廁後、觸摸口鼻前先洗手的習慣，方可保護自己及他人。在醫院、診所及其他與醫護

相關地點，也要設置足夠的洗手用品。

	 潔手方法十分容易，如果雙手有明顯污垢，或於如廁及為嬰兒更換尿片後，便要以

梘液及清水洗水。假如雙手看來沒有污漬，亦可使用酒精搓手液。洗手時，不管用梘液、

清水抑或酒精搓手液，要揉擦雙手最少二十秒，別遺忘手掌、手背、指隙、指背、指尖

及手腕等位置，以免藏污納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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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勤洗手	抗疫救人



　　香港醫務委員會（下稱「醫委會」）根據香港法例第 161 章《醫生註冊條例》成立，

獲賦予權力處理本港執業醫生的註冊和紀律規管事宜。醫委會現時由	24	名醫生和	8	名業

外委員組成，其中 3 名新增的業外委員將由病人組織選出。為此，政府日前已發信邀請各

合資格病人組織登記成為選舉人	( 選民 )，以組織為單位在今年舉行的醫委會業外委員選

舉中投票	。詳細可見下文—醫委會選舉參考資料：

業外委員選舉時間表：2021 年 3 月 12 日至 4月 22 日

組織申請註冊為選舉人：預算	2021 年	年中

提名候選人	(28 日提名期 )：預算	2021 年	年底

投票予候選人：當選人將於 12 月 21 日起	/	任職：任期 3年

成為選舉人的資格：*需符合以下 3項條件

(1)	根據《公司條例》或《社團條例》註冊；及在最近 2 年有進行活動以保障或代表病人

權益	；

(2)	組織的主要宗旨，是保障或代表病人權益；及*需提交證明文件（如：會章、單張等），

詳見《申請註冊為選舉人須知》第 5項

(3)	是獲醫管局、社會福利署、香港復康會或常任秘書長指定的參考機關認可為保障或代

表病人權益的組織。並推選一位獲授權代表

（1）獲授權代表必須年滿 18 歲，可以是執委、會員或職員；

（2）一名人士只可擔任一個組織的獲授權代表 ;

（3）選舉人可替換其獲授權代表	( 需經秘書處確認 )獲授權代表角色功能

1.	提名期內：代表組織簽署候選人提名表格（只能提名 1人）

2.	投票期內：代表組織簽署投票文件，投票予候選人

溫馨提示：獲授權代表是代表組織，投票決定需由組織共識！

 病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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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醫務委員會業外委員選舉



 聯盟最新活動消息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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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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委員出席活動記錄
3月 19 日（星期五）出席食物及衞生局有關非本地培訓醫生註冊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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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同行館——30個感動生命故事	

1.	 為自己撰寫精彩的人生故事。—黃小雲

	 提起紅斑狼瘡，很多人都以為只是皮膚出現紅疹，濃瘡等皮膚疾病。其實大部份紅斑

狼瘡都屬於系統性紅斑狼瘡，是自身免疫力系統失調的疾病。免疫系統會產生過量不正常

的抗體，攻擊患者自身的細胞，令患者的器官和組織受到傷害。黃小雲（小寶）她在事業

高峰期不幸確診系統性紅斑狼瘡，雖然事業、生活都受到疾病的影響，但她走過低谷，重

拾自信，仍然堅持每天保持積極，為自己撰寫精彩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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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同行館——30個感動生命故事	
2.活好當下，學懂珍惜、感恩，即使當下不順利，明天又是嶄新的一天。—資深護士廖綺華

	 生死是一道艱深的課題，但每個人都必然面對。資深護士廖綺華 (Eva)，她的護理事

業始於迎接生命的開始，再走到臨終者的護理。在近四十年的醫護工作中，Eva 以護士的

身份親涉不同人的生死時刻。近年，Eva 視紓緩護理及生死教育為己任，希望幫助他人平

安地面對死亡。	對於生死這個課題，Eva 感悟到我們不單要活在當下，更要活好當下。即

使面對現實中的限制，還是要努力在限制中盡力做到最好，生命才能不帶遺憾。資深護士

廖綺華 (Eva) 希望大家可以活好當下，學懂珍惜、感恩，即使當下不順利，明天又是嶄新

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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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同行館——30個感動生命故事	

3.	 每一刻都是一個新的開始。—嚴楚碧（Rabi）

傷殘人士行動不便，就不能獨立生活，不必理會外型？事實上，對於生活質素，傷殘人士

同樣有追求的權利。社會上不少殘疾人士組成自助組織，積極改變公眾對傷殘人士的刻板

印象。其實，只要配合相關的設施輔助，殘疾人士也能發揮自己的能力，為社會出一分力。

對於嚴楚碧（Rabi）而言，成為殘疾人士後，第一次用輪椅外出，第一次駕駛，全部都是

新的嘗試，只要改變自己的心態，每一個嘗試都是充滿喜悅，每一刻都是一個新的開始。

嚴楚碧（Rabi）用行動證明，即使是傷殘人士，也能獨立自主，活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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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同行館——30個感動生命故事	
4.	做多一點幫助別人，總比等待別人幫助更好。—伍杏修

	 伍杏修（修哥）一個在社區復康界中無人不曉的名字，二十多年來一直堅持與病人在

康復路上迎難而上，見證病人在復康路上一步一腳印的進步，成為了修哥病人工作的源動

力。修哥以社工的身份，從心靈上治癒病人，令他們由絶望變成充滿希望，甚至投入自助

組織，為社區復康工作出一份力。很多病人會問：「為何是我？」，但伍杏修（修哥）卻

反問：「為何不可能是你？」患病的經歷，可能為人生帶來悲痛，但同時亦是一個忘難的

人生經驗，讓自己體會生命的意義，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即使是病人，修哥亦鼓勵他們：

做多一點幫助別人，總比等待別人幫助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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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抗疫活動及物資派發記錄

2021 年 4 月 19 日（星期一）–	送贈病人組織外科口罩及眼藥水	 （第十七批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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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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6日(星期三) 

晚上 

7:00 

至 

9:00 

橫頭磡邨宏禮樓活動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