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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 患者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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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來襲的第一步 
First Step in Patient Journey 

驚恐 
Fear 

無知，缺乏資訊
Ignorance, lack of 

information 



患者康復：水中運動班 



合作共贏 
 推動自助互助， 
 各自發揮所長 

患者 

醫護 
HA 

Patient 
group 

HKARF 

CRN 
HKSR 

香港風濕病基金會 

香港復康會 
社區復康網絡 

病人 
自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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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溝通、有效的治療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Effective 
Treatment 

 An effective treatment would 
have its effects if the patient 
takes it…… 
 有效的治療（藥物）是需
要取用才能發揮它的果效 



有效的溝通、有效的治療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Effective 
Treatment 



談何容易！ 
Easier said than done 

客觀 objective 

持平 unbiased 

科學 scientific 

主流 mainstream 

主觀 subjective 

渲染 biased 

傳統 tradition 

偏方 folk Rx 



及早介入 
Early Intervention 
• 治療黃金期 
• Window of opportunity 

• 先入為主,已有觀念 
• First impression is strongest 



談何容易！ 
Easier said than done! 

文化、傳統 
Culture , Tradition 

資訊爆炸 
Information explosion 

電子傳媒 
Electonic media 書本、報刊 

Book, magazines 

耳濡目染、洗腦 
Brainwashing 

經濟利益 
Profit driven 

市場推廣 
Marketing 



選擇治療 
Choice for Therapies 

中藥 食療 特殊
療法 

運
動 偏方 儀器 

西藥 ‘自然’療法 手術 



醫護經歷 
 經過客觀的研究比對所掌握的數據 
 正確的健康教育 
  
 患者被資訊誤導 
 錯失了正確的治療 
 



協同、配套 
Synergy and Coordinate 

疾病、健康講座 
 機構、組織合作 

 流程、推廣、報名 

 內容、分享 
 推廣機構、組織活動工作 



醫患協作例子 
Partnership Examples 



風濕病患者研討會 
•病人代表 

•大學教授、專科醫生、專科

姑娘、營養師、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輔導員 



醫患協作例子 
Partnership Examples 



醫患經歷 
• 輸少當贏 
• 慘勝 
• 贏在起跑線 
• 後來居上 



第三部份 - 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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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室、病房：健康信息及教育的重地 
Strategic Sites for Health Education 



病人模範 
Patient Model 
• 坦誠把問題說清楚 
• 願意和醫護衷心合作 
• 合理地接受一些治療相關
的限制和不適 
• 積極，主動，樂觀 
• 感恩，不抱怨 



病人模範 
Patient Model 



協同、配套 
Synergy and Coordinate 

記者會 公眾健
康講座  

自我管
理課程 

推廣 
宣傳 
接觸面廣泛 
查詢 

詳細講解 
單向 
接觸面聚焦 
推廣 

詳細講解 
接觸更聚焦 
互動 把服務帶

給有需要
的病人 

Press Conference          Public Educational talk      Self Management Program 



挑戰與願景 
挑戰 

•有效地接觸有需要的患者 

•行政措施、地方 

•缺乏合作經驗或互信 

•人手(義工)的配合與承傳 

 

願景 

•醫管局協助與投入資源 

• 不同層次，彈性協助 

•節省不必要的資源(醫管局或社

會成本) 

•互相學習，開放態度 

•跳跳出聯網區域，跳出單一病科 



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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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up slides 



醫患協作 
Partnership 



互相支持 



助人自助：病友互助小組 
Patient Self-help Group 
• 提供一個良好平台讓病患
者有正面的互動 
• 在醫護正確的指導下，更
認識相關病症和學習一些
自我管理的技巧 
• 讓初診患者及親友，可以
從有經驗的患者得到資訊，
及身心的支援 



香港風濕病基金會： 目標 
Hong Kong Arthritis & Rheumatism 
Foundation 

社區
教育 

支援研
究 

醫護
陪訓 

1. 減少關節炎和風濕病患者致殘及增強其自我
照顧能力 

2. 為需要治療關節炎和風濕病患者提供醫學、
精神和經濟方面的支援  

3. 提高香港市民、醫生及相關醫務人員對關節
炎和風濕病的認識  

4. 推廣有效的關節炎和風濕病的預防和治療  

5. 協助關於關節炎和風濕病在香港的研究  

6. 與本地和海外其他有關組織合作共同達成基
金會的目標 

  



醫患協作例子 
Partnership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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