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仍然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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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非常感
謝各界支持！

	 自第五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開始至今，聯盟收到各方大力捐
贈高防護口罩及快速抗原測試套裝等等防疫物資。謹此鳴謝社
會各界有心人，在疫情期間伸出援手，與弱勢社群共同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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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盟	動	態

聯盟送贈病人組織抗疫物資



2022 年周年會員大會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將預算在 2022 年 7 月 30 日（星期六）舉行 2022 年會員大會；

屆時將會報告聯盟的工作進展、財務預算及財政報告，希望各會員團體能夠派出代表出

席參與。

詳情如下：

日期：2021 年 7 月 30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

地點：九龍深水埗白田邨昌田樓地下	慧進會服務中心（待定）

參加名額：鼓勵每組織委派出 1位代表。

費用：費用全免

 聯盟最新活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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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會一致決定於二零二二年一月至四月份初仍然停止舉辦大部份活動，部份會議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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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想知道聯盟最新動向，請瀏覽本會網站：

https://www.hkapo.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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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病友謀福利現時香港的長期病患者超過一百四十萬人，公營醫療服務供應緊絀，

病人自助組織可團結長期病患者及家屬，然而這些組織素來缺乏恆常支援，部份病友人

組織經營得十分困難，連會址也沒有。組織同工缺乏辦公地方，難以發揮應有水準，自

然為發展帶來掣肘，也難以進行各種社區教育。現時只有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可

借予病友組織舉辦活動，但僧多粥少，遠遠達不上需求。但最理想是政府設置自助組織

共用中心，一眾病友組織可共享辦公室、活動室、會議室及演講廳等，病友組織有更多

資源發展，最大得益者必然是一眾病友。病人組織亦有場地舉行大型活動，於基層醫療

層面提升市民的健康意識，達到防治的目標。

	 自助組織共用中心可作旗艦式處理，由管理委員會處理行政工作，病人組織可專心

做好會務，也能較具規模地於社區進行健康教育、預防、抗逆及復康互助等工作，以回

應病友需要。近年政府大力提倡「第三層預防」，亦即管理慢性疾病及利用社區復康服務，

幫助長期病患者控制病情。自助組織共用中心正好可發揮這個功能，固定會址成為提供

病友服務的「集中地」，可鼓勵他們經常參加各種鍛煉或與其他社區病友交流，也能隨

時找到所需的疾病資訊。

	 由於病友組織已可處理病友的初步需求，便可減省政府的人力及財政負擔。香港病

人組織聯盟一貫不懈地為各個病人組織及有需要市民爭取權益，自助組織共用中心可凝

聚多個病人組織的力量，貢獻更廣。

	 至於較弱勢或人數較少的病友組織，亦可與相同疾病的組織合作，便可有加倍的力

量。展望政府大力推動本港基層醫療發展之際，如能同時關注支持成立病人自助組織共

用中心，則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聯盟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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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助組織共用中心



	 疫情如火燎原，撲之不盡，很多患者求助無門，只能自救。坊間感冒成藥被搶購一空，

幸好有市民願把剩餘藥物分予有需要者，解燃眉之急。

	 要注意的是，很多病友及市民把某品牌「撲熱息痛」（Paracetamol）當神藥，筆者

曾聽聞有新冠患者僅喉痛，也服撲熱息痛治療。

	 事實上，「撲熱息痛」是一種具止痛退燒成份藥物，絕不能治療新冠病毒。如無疼

痛或發燒，毋須服此藥，應選擇其他可紓緩症狀藥物。另外，聞說有病友一天內服用多

顆撲熱息痛，忽略過量服用或傷肝傷腎。因此，服任何非處方藥前要細閱用藥須知，包

括用量上限及或出現之副作用。

	 長期病患者更要當心，這些成藥或與自己藥物相沖，如有疑問須向醫護或藥劑師查

詢。新冠患者服成藥後一至兩天，如病情未見好轉，甚至轉趨嚴重，則應求醫，避免病

情愈演愈烈。

	 已超重負荷的醫療系統，第五波疫情下崩潰，筆者再次多謝醫護無私幫助，於資源

及人手匱乏下，還應付部份患者與家屬的怨言，箇中壓力可想而知。百年前的西班牙流

感及鼠疫，全球滿目瘡痍。直至現在，才再爆大規模疫情；我們這一代人，手足無措在

所難免，因此必須體諒醫護與相關前線人員的辛勞，市民要親自守衞自己健康，共同應

付這場硬仗。

	 可喜的是，聯網各醫院在困境下比前更形團結，配合調動，疫情下守望相助，如快

速分擔伊利沙伯醫院原本的病人等，多個基金會及慈善機構出錢出力。最重要的，是決

策者把握時間，尋找更好應對方式，避免一旦出現第六波疫情，再度讓全城陷入慌亂。

 聯盟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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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長期病患	受感染處理方法



	 在歷史因素及世界大潮流下，西醫在香港一向擁有領導地位。是次疫情，西醫理所

當然成為治療主力，然而在人手、藥物及設施不足情況下，導致很多病人難以獲得治療，

患者只可搶購成藥來紓緩病情。不止患者心焦，醫護人員亦無奈又難過。筆者一向支持

西醫，求醫及覆診也以西醫為主。

	 近日發現在醫療系統崩潰情況下，很多中醫挺身而出，有的更提供視像診症或義診服

務，以幫助心急如焚的患者及其家屬。事實上，本地中醫註冊制度有二十二年歷史，並

有三家大學提供中醫學位課程，中醫在社會上享有相當認受性，中醫治療頗為市民接受。

	 本港愈來愈多關於中西醫治療的研究，也有中醫醫院正籌建中。中醫歷史悠久，加

上制度化管理，絕對可發揮更大能力，分擔醫療負荷。特別在抗疫分工當中，中醫起了

分擔的重要作用，可幫忙治療及病後調理；中醫着重固本培元，很多新冠康復者也反映

有若干後遺症，中醫完全可幫助減輕西醫壓力。

	 現時醫管局、非政府機構及大學三方協作營運的中醫診所，為出院的新冠患者提供

最多十次免費內科門診服務，可見官方也看重中醫的。然而於資源分配方面，大家只要

翻查過往財政預算案，便發現撥款予中醫發展的比例相當少。

	 筆者必須重申，西醫功效毋庸置疑，日後肯定於醫療界繼續擔當重要角色；但在一

直以來公營醫療沉重情況下，加上疫情未見曙光，是否可讓中醫幫忙更多，讓市民不致

陷於求救無援的處境當中？

 聯盟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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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撥中醫資源



	 不少癌症患者會自行服用草藥，如草藥補充劑、中藥或中成藥等。根據本地及外地研

究數據所示，約半數癌症患者曾於化療期間或康復階段服用草藥。大部份草藥皆以植物為

主，某些草藥如中藥亦包含動物或礦物成份。

	 然而，不少癌症患者和康復者在服用西藥期間，會同時服用草藥，反而有機會弄巧成

拙，影響治療進度，原因是部份草藥會與西藥相沖。有些草藥可能影響肝臟代謝藥物的能

力，而增加或減低藥物的效果或毒性，或有機會導致不良反應。如俗稱「開心草」的草藥

貫葉連翹，與一些癌症藥物同用會降低藥效，部份中藥如五味子和人參亦可能影響藥物代

謝。	 不過，草藥和西藥的相互作用不一定造成負面影響，研究亦顯示有些草藥可以

降低西藥的副作用。	癌症患者於化療期間，一般不建議同時間服用草藥，最好完成治療

後，向醫生或藥劑師了解康復期間服用的西藥有否與草藥相沖的報告。

	 如患者希望於化療期間使用草藥，建議須與主診醫生商議如何在化療期間相隔時間服

用。服用中藥前，先告知西醫及中醫正在服用甚麼，有助衡量如何處方藥物，避免相沖風

險。	 目前為止，相關研究數據不多。傳統臨牀研究是以隨機對照研究為主，但西藥

與草藥組合太多，難以一一作臨牀研究。而藥物流行病學以龐大的數據來分析及調查，可

找出哪種西藥及草藥的組合有機會為患者帶來益處或引致不良反應，從而亦可為未來臨牀

研究帶來更明確的方向。

	 為詳細了解西藥與草藥的相互作用，筆者與中大醫學院研究團隊正透過本地及海外的

數據庫展開藥物流行病學研究，分析草藥及其他天然補充劑對癌症療程及康復有何影響。

希望日後研究成果能為癌症綜合治療和護理提供實用的資訊。　　　　　　　　　　　　

　

撰文：林駿炘（香港中文大學藥劑學院校友、博士研究生及註冊藥劑師）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及香港中文大學藥劑學院 30 周年藥物安全專題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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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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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癌病人使用西藥與草藥宜忌



 病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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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疫情放緩	勇敢展開新生活

	 抗疫兩年多，以第五波疫情最為嚴峻，整個市面幾近癱瘓。但對不少長期病患者而

言，由於他們是高風險感染人士，故此於疫情初期已經嚴陣以待，做好衛生及社交距離

功夫。大家一直以為，難關很快過去，然而今年年初的第五波來到，打破了很多人的希望。

抗疫措施愈更收緊，日常生活難以如常，對市民特別是患者的情緒影響甚大。

	 終於，特首宣佈 5 月 19 日放寬第二階段的社交距離限制措施，市面逐漸恢復正常，

我們的病友組織中心亦再度開放，剛剛重啟了小組課程。一眾組員已數月沒跟朋友見面，

現時終於重聚，也有機會一同做運動，大家都表現得十分高興，說話滔滔不絕。然而疫

情始終帶來遺害，有患者留家日久，缺乏外在環境刺激之下，導致體能或病情出現倒退，

例如因為減少步行，故出現肌肉流失情況。

	 此外，減少人與人的社交，亦令部分患者及長者的說話、思維能力下降。疫情放緩

之下，筆者亦多了外出並跟親友會面，身心頓感舒暢。其他病友也不妨有限度恢復正常

生活，做足防疫措施下外出，並避免到人口密集的地方便可。

	 當然，於放寬社交距離限制後，應該會增加確診人數，但切勿過度憂慮，自己做足

衛生功夫已很安全。有病友擔心第六波疫情即將出現，其實中文大學教授許樹昌已指出，

新冠病毒已成風土病，難以清零；既然如此，不如平常心面對，學習在後疫情世界生存，

不要過度悲觀。境隨心轉，情緒與生理健康息息相關，故此學習保持樂觀，也是長期病

患者的重要課題。多跟同路人傾談，互相扶持，便會發現處處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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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同行館——30個感動生命故事	

1.	 只要活下去就能為生命帶來一切可能，帶來無限機會。—	賴凱詠

	 罕見疾病指患病率極低、患者人數極少的疾病，而「龐貝氏症」是其中一種。今期故

事的主角賴凱詠是龐貝氏症患者，肌肉萎縮無力、吞嚥和呼吸困難等病徵使他需要倚靠呼

吸儀器及輪椅輔助生活。凱詠沒有氣餒；確診患上龐貝氏症令當時只有 13 歲的凱詠扭轉人

生，倚靠呼吸儀器及輪椅的生活使他無所適從，對未來感到徬徨。病情令凱詠需要重新學

習如何與疾病同存，努力適應患上龐貝氏症後的生活，後來更成功爭取用藥燃點了他的希

望，並一直堅持至今。尤如重生一樣，他一步步完成碩士課程和成功就業。雖然呼吸和肢

體障礙令凱詠在過程中付出比其他人多，但他視之為發揮潛能的機會，努力達成生命裏的

不同目標。患上龐貝氏症令活着變成賴凱詠人生中的感恩事，但他堅持活在希望裏，不斷

增進自我，因為他深信只要活下去就能為生命帶來一切可能，帶來無限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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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同行館——30個感動生命故事	
2.	 改變看待事物的角度，說不定逆境也能成機遇。	—陳志峰教授

「如果這是我的小朋友，我會怎樣做？」陳志峰教授多年來致力為罕見病兒童診症及治療，

與他們在抗病路上並肩作戰。陳教授一直以同理心聆聽患者需要，在病人與家屬相處之中

悟出真誠的可貴，他更鼓勵身處逆境中的朋友勇於認識、接受、堅持自己，以積極心態面

對人生。陳志峰教授在病人眼中是醫生，是對抗逆境的同行者，在罹患自閉症的兒子面前

他卻搖身一變，成了一位病人的家長，這些經歷令陳教授善以同理心與人相處，切身處地

去思考病人和家屬的真正需要。多年來與他們並肩前行，陳教授體會到相處之道貴乎坦誠，

更鼓勵身處逆境中的朋友不必懼怕，應把握機會主動認識自己的優勢、接受自己的缺陷、

繼而堅持自己的信念，最後會發現最堅強的後盾，不是別人，而是你自己。

困難就好像一座大山般阻礙我們前行，但我們可以另覓出路；倘若在路上進退兩難，我們

則可以換個角度思考，重新出發。陳志峰教授深信調整心態的重要性，無法改變外在環境

的時候，就讓自己的心態轉個彎，改變看待事物的角度，說不定逆境也能成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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