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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盟 動 態

致：各會員團體、顧問、復康機構、政府部門、友好機構：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2021年周年會員大會已於7月 31日 (星期六)完成，

在第五屆執行委員會委員選舉中共有八名候選人，經出席的會員團體代

表投票後，一致通過八名候選人全部當選。第五屆執行委員會已於同日

下午周年會員大會後舉行首次會議，按照章程在互選下選出主要負責崗

位。聯盟第五屆執行委員會架構如下：

主　　席　：袁少林先生 (慧進會 )

內務副主席：黃金鳳女士 (樂晞會 )

外務副主席：林韋雄先生 (香港強脊會 )

義務秘書　：陳麟書先生 (香港糖尿互協會 )

義務司庫　：蔡志強先生 (肺積塵互助會）

委　　員　：王佩儀女士 (香港哮喘會 )

委　　員　：丁向群先生 (再生會 )

委　　員　：巫伯權先生 (香港強脊會 )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2021年周年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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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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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最新活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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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審議禁止電子煙及加熱煙條例草案，筆者所屬組織有簽署支持立

法。截稿時未知結果，但如果只禁止電子煙及規管加熱煙，其實對青少年影響甚巨——

加熱煙外形時尚，味道不濃，吸引好奇年輕人嘗試；然而加熱煙始終有煙草成份，對健

康帶來損害。港大醫學院研究指，於高收入地區中，港人因吸煙而死亡的比率最低，歸

功於一直以來推行的控煙措施。因此新法例「放生」加熱煙的話，便增加了全城控煙的

難度。

 除了電子煙與加熱煙這些「新勢力」，煙草一早對社會有深遠影響；年長一輩吸食

傳統煙草多年，在職人士為了紓緩精神壓力而吸煙。每個人都知道煙草無益，但自覺無

法戒掉；生病如患傷風感冒，吸煙感覺會變得難受，口中苦澀，呼吸困難；但康復後便

忍不住重拾香煙，可見是一種癮。

 因吸煙引起的禍害，難以寫盡——咽喉癌、口腔癌、心臟病、支氣管炎、肺氣腫及

肺炎等；煙民體質普遍欠佳，常有眾多症狀，如是咳嗽、降低活動能力等，經常「扯大氣」，

嚴重影響生活質素。如因吸煙而身患重病，家人要付出心力照顧，也要支付巨額醫療費，

為家庭帶來翻天覆地變化。另外，親朋戚友吸了二手煙，也可因此致病，煙民是否忍心

讓所愛的人承受疾病折磨呢？

 很多長年煙民都說，沒法戒煙，但事實如此嗎？很多人有了子女或孫兒孫女，再久

的煙齡也為了顧全家人而戒掉，可見所有無法戒煙者，只是未找到推動力而已。然而，

到了不得不戒的一刻，或已太遲，健康大為受損。坊間有眾多戒煙方法及計劃，最重要

是及早找到目標，保護自己健康及家人未來。

 聯盟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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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吸煙禍及自己與妻兒



 全球受新冠病毒疫情困擾逾年半，正面對 Delta 變種病毒挑戰，當中 L452R 變異株，

令人憂慮。簡單而言，L452R 是 Delta 病毒其中一個基因突變，除 L452R，也有其他變異

株，而 L452R 更易侵略細胞，亦可瞞騙免疫系統，導致身體難以辨認外來病毒，增強病

毒複製能力。所以部份感染Delta病毒人士身上，也測出較高病毒載量，相對於原本病毒，

也更易傳染他人。

 新冠疫苗自年初起可在港接種，當時雖未有 Delta 病毒，但這幾個月來，有多篇論

文討論疫苗應對變種病毒的效能。研究表明新冠疫苗對這些變種病毒的效果稍差，但疫

苗可減少嚴重個案。初步研究指，接種兩劑復必泰後，對預防有症狀的 Delta 個案有效

性達八成八。同時疫苗在預防由 Delta 病毒引起的嚴重個案有效率為九成六。即使有接

種者仍感染 Delta 個案，但最新研究指疫苗能減少感染者病毒載量，從而減緩病毒傳播。

故此，接種疫苗仍是預防新冠病毒及 Delta 病毒的建議方法。

 除了要接種疫苗，市民仍須繼續防疫措施，包括佩戴口罩、多洗手及保持社交距離

等。雖然 Delta 病毒出現無症狀個案，但出現疑似症狀的話，應該求醫，以盡快截斷傳

染鏈。

 近日有很多人討論是否要打「第三針」？暫時美國藥管局未有更改指引。輝瑞藥廠

指，有數據指接種第三劑加強劑可提升抗體水平，但醫學界暫時未有足夠數據指提高抗

體水平就等同增加疫苗保護能力。醫學界仍持續研究新冠病毒及疫苗，目前不確定是否

要接種加強劑，但肯定疫苗能夠有效預防新冠病毒感染、傳播，以及預防病毒進一步變

異。

撰文：蔡露薇註冊藥劑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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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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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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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elta肆虐因傳播力高



 筆者熱愛看奧運賽事，遇上重頭戲，會停止工作來欣賞。隨著香港運動員於東奧取得

佳績，市民反應熾熱；除了殘奧表現出色外，香港過往只有在九六、○四和一二年贏取金、

銀、銅牌各一，這屆內已有一金一銀，奧運未完，在健兒努力下，隨時有更多好成績。其

實能進入八強、四強的隊伍，實力十分強勁，畢竟香港只是小城市，難得栽培出許多人才﹗

 運動員要艱苦鍛煉，這兩年阻力必然更大，疫情幾乎令東奧無法舉行，平日練習亦受

限於場館關閉、社交距離，仍可做出佳績，實屬難得。劍擊手張家朗奪金後說，比賽期間

心情起伏，對手都是世界冠軍，曾經落後，令他心情煩躁；他鼓勵自己不能退，搶回主動，

提醒自己別因發脾氣而落敗，於是一劍一劍地把分數追回來。

 這份心態，值得我們學習，特別是長期病患者，遇上病情未有改善，或出現小毛病，

以及市民抗疫時，爆發大型個案或有變種病毒輸入，種種事情都令人洩氣，很想放棄。我

們各人都經歷很長的艱苦時期，但絕不要看輕自己的能耐，就像張家朗與何詩蓓，全力以

赴，持之以恒，必達目標。對長期病患者而言，只要按自己能力而進步，仍有很多想像不

到的空間。市民要繼續加把勁﹗儘管暫時仍未見到疫情完結之時，但保持個人衛生、接種

疫苗，仍是必須，我們要相信黎明在前面。

 聯盟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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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奧運精神 決不放棄



 聯盟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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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運動意識比運動更重要

 很多長期病患者認為運動是不可能的，其一是健康問題，其二恐身體承受不來。其

三是疫情下，不少患者不敢外出，謝絕社交及公眾活動，令他們更缺乏活動機會，甚至

整天在家坐或躺。另外，很多政府及社福機構十分審慎，不輕易舉行活動；以筆者所屬

組織為例，為避免感染風險，中心服務仍未全面恢復，許多興趣班暫停，因此較被動的

患者不會主動尋求運動的機會。

 運動本來並非難事，因此我們要將運動轉化為意識，變成習慣，才可享受好處。首先，

大家別將運動當成繁複的事情，簡單如換上運動鞋，到街上散步走一圈，或在家中坐着

做毛巾操，已是運動的第一步。之後才漸漸增加運動難度及耐性，最重要量力而為。

 我們要破除錯觀念，如以為運動量少便沒用。其實只要肯動一動，絕對比久坐為好。

就算只在走廊來回踱步，或在家坐着舉水樽等，如能每天堅持，已有想像不到的運動量，

勿以事小而不為。筆者常鼓勵病友和陪伴一起慢慢行樓梯，發現慣於鍛煉的病友，不會

常喘氣，而且較有耐力；至於較少運動的病友，最初只走幾步已相當疲憊，持之以恆幾

個月後便有明顯改善，令他們十分振奮。

 認識運動的好處，增加推動力。有些慢性病患者及長者面對肌肉流失、骨質疏鬆及關

節疼痛等毛病，其實做做運動及聽取專業意見，可改善這些問題。運動可令情緒更積極，

擺脫悶懨懨的感覺，身心也像煥然一新。

 運動就是免費的物理治療，門檻亦低，何樂而不為？若要推辭，何患無辭，就看自

己有多重視健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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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網購保健品是否安全？

 網購蓬勃，加上疫情，市民留家，令網購如雨後春筍。據筆者所知，很多病友和家

人愛上網購買保健產品，如藥丸、沖劑、草本食物如茶葉，還有藥膏或其他種類等，來

源地遍及內地、台灣與美加等。

 網購不僅方便，許多貨品較本地便宜，但選購保健產品時必須小心，皆因海外購物

未經本地有效機構審查，或帶來種種問題。香港有完善的藥物制度，對售賣處方藥及非

處方藥亦有嚴格指引；本地雖然沒有針對保健產品的條例，但廣告圖文也受限制，不可

誤導市民。網購保健產品的缺點是，沒有專業人士或售貨員解釋成份及服用方法，病友

亦難以得知與本身服用的藥物可有相沖。

 更甚的是，有無良商家於保健產品加入藥物成份，所帶來的禍害便更大。如有市民

網購抗濕疹的潤膚膏，塗搽後效果明顯，於是持續使用，其後因為出現副作用而求醫，

才知道藥膏含類固醇，絕不宜長期塗搽。另外，有可疑網店售賣假貨，保健產品的箇中

成份更是成疑；即使事後追究，亦未可追討損失。

 筆者並非全盤反對網購，重點是提醒讀者，對於要吃進肚子的產品，確實要格外小

心。最好的做法，是光顧有信譽的網店，或是由大型連鎖藥房營運的網站，而非人人皆

可開店的社交媒體。若然從海外購買保健產品，應避免購買水貨，正確做法是透過官方

網站或大型可信的網店選購。

 如果對手上的保健產品有所疑問，應向醫生及藥劑師查詢，以了解自己是否適合服

用。

 聯盟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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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同行館——30個感動生命故事 

1. 「面對、接受、處理、放下」 — 梁耀開

 癌症是現代社會常見的疾病，而致癌成因亦十分廣泛，當中包括環境污染、不良的生

活方式、遺傳、病毒因素 等等。在眾多癌症中，根據流行病學的研究顯示，長期食鹹魚的

人，患鼻咽癌的可能性較不吃鹹魚的人為高，這亦顯示鼻咽癌是可以透過改變我們的飲食

習慣去預防，只要避免吸煙及進食鹹魚或煙薰食品，便可大大減輕患鼻咽癌的機會。 今期

故事的主角，梁耀開是鼻烟癌的康復者，雖然不幸患上癌症，但這一場抗癌的歷程，不但

令他學懂珍惜，更重拾生命的意義。「面對、接受、處理、放下」遇到困難時要鼓起勇氣

去面對，接受現實後要沉着處理，處埋不了便要學習放下。簡單的八字真言，是他在面對

困難時所堅守的原則與態度，亦是他如何按部就班去解決問題的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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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同行館——30個感動生命故事 
2. 「化咒詛為歌頌」- 陳麗雲教授

 80 年代起於香港大學任教，陳麗雲教授有感社區中的病人缺乏支援，很多長期病患

者都病無所依，便毅然推動了一系列的病人運動，協助病人爭取權益。三十多年過去，陳

麗雲教授與病人組織、社會領袖並肩作戰，先後爭取了在醫院成立病人資源中心，在社區

設立社區復康網絡，又團結病人自助組織，成立香港病人組織聯盟。多年來與患者同行，

陳教授與病患者的關系是戰友，同時又打從心底裹敬佩每一位病友的堅毅。作為一位病人

運動的先驅者及研究身心靈全人健康模式的學者，她鼓勵贈予身處逆境中的朋友「化咒詛

為歌頌」，這也是她對生命的態度。生命不是一帆風順，但我們往往能在逆境中領悟更多。

看似咒詛的痛苦，其實都是蘊藏智慧的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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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抗疫活動及物資派發記錄

2021 年 8 月 5 日（星期四）– 送贈病人組織外科口罩（第十九批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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