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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滿挑戰 醫患續交流
醫 院管理局（醫管局）於 10 月 28 日與病友組織代表舉行

醫院管理局與病人組織交流會，因應新冠病毒病的疫情，交
流會以視訊會議方式舉行。當日共有 18 個病友組織，30 多
位病友代表出席，病友們透過嶄新渠道溝通和表達意見。
醫院管理局基層及社區醫療服務總行政經理夏敬恒醫生歡
迎各病友代表參與交流會，並鼓勵病友發表意見。是次交
流會的議題是諮詢病友組織代表就 2022/23 年度新藥項的
建議，及聆聽大家關於醫管局藥物名冊、撒瑪利亞基金 /
關愛基金醫療援助計劃的寶貴意見。
夏醫生藉此交流會介紹醫管局最新動態，現時市民可透
過醫管局一站式手機程式「HA Go」平台內的「預約普通
科門診」，為自己及他人預約全港任何一間普通科門診診
所的診症時間和查閱診症名額，以及隨時查詢或取消診期，輕鬆管理
就診安排。同時，「HA Go」亦增設新功能「照顧者」，所有 18 歲或以
上的「HA Go」正式會員現可以自助模式在「HA Go」內邀請其親友成為其照顧者，方便親友查閱覆診期和藥物
資料。此外，時值冬季服務高峰期及因應新冠病毒病的情況，夏醫生特別提醒各病友要注意衞生，及盡量減少到
人多擠迫的地方，保重身體。

2020/2021 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計劃
季 節性流感疫苗注射計劃已經展開，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正為

合資格人士於轄下醫院、專科或普通科門診（不包括夜間、星期日
及 公 眾 假 期 門 診 ）提 供 流 感 疫 苗 注 射， 詳 情 可 向 所 屬 診 所 查 詢
或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醫 管 局 熱 線 2300 6555， 或 登 入 以 下 網 頁
http://www.ha.org.hk/goto/gvp202021/TC/。

温馨提示
接種疫苗時請帶備疫苗注射記錄咭及身份證明文件，經醫護人員
評估身體狀況合適後，即可接受防疫注射。另外，如患有感冒
病徵、發燒或嚴重不適，應待康復後才接受防疫注射。

藥物名冊諮詢 聆聽病友需要
在 10月 28日的醫管局與病友組織交流會上，醫管局邀請病人組織代表就 2022/23年度的新藥項提出建議。

醫院管理局聯網服務總監楊諦岡醫生指出，每年兩次有關藥物名冊的諮詢會議，旨在讓病友組織得知藥物名冊
的最新發展，並聽取病友組織對藥物名冊的意見和關注事項，以便進行周年規劃的工作，期望讓更多病友受惠。
於 2020/21 年度，特區政府財政預算案額外增撥 8,400 萬元擴闊藥物名冊。當中涉及將 3 類藥物納入藥物名冊的
資助範圍，預計有 4,000 名以上的病人受惠，新措施已於 2020年 4 月生效。
藥物名冊現況（截至 2020 年 5 月）

2020/21年度專用藥物

藥物類別

數量

通用藥物

884

專用藥物

406

安全網撒瑪利亞基金藥物

47

安全網關愛基金藥物

34

自費藥物

50

藥物名冊內總藥物數量

1421

撒瑪利亞基金新增、獲擴闊臨床應用之藥物

從安全網藥物納入為專用藥物
治療用途
存在表皮生長因子受體突變之
晚期或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
（EGFR+ advanced or metastatic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治療用途

獲納入基金資助範圍藥物

結節性硬化症相關難治性的
局部型癲癇發作之輔助治療
（Adjuvant treatment of
refractory partial-onset
seizures associated
with Tuberous Sclerosis
Complex ）

依維莫司
（Everolimus）

嚴重銀屑病
（Severe psoriasis）

古塞庫人單抗
（Guselkumab）

治療用途

藥物

慢性心臟衰竭
（Chronic heart failure）

沙庫巴曲 + 纈沙坦
（Sacubitril + Valsartan）

獲擴闊臨床應用之專用藥物
治療用途

藥物

乙型肝炎（Hepatitis B）

替諾福韋
（Tenofovir disoproxil fumarate）

按需要檢討後的變更（已於 2020 年 4 月生效）
從自費藥物納入為專用藥物

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米哚妥林
（Acute myeloid leukaemia） （Midostaurin）
骨髓纖維化疾病所導致之脾
蘆可替尼
（Ruxolitinib）
臟腫大或其他症狀
（Myelofibrosis-related
splenomegaly or symptoms）
常染色體顯性多囊腎病
托伐坦
®
（Autosomal dominant
（Tolvaptan（Jinarc ））
polycystic kidney disease）

獲擴闊臨床應用之藥物
治療用途

厄洛替尼
（Erlotinib）

從自費藥物納入為專用藥物

（已於 2020 年 5 月 23 日生效）

新增藥物

藥物

基金涵蓋藥物

多發性骨髓瘤
（Multiple myeloma）

來那度胺
（Lenalidomide）

難治性巨細胞動脈炎
（Refractory giant cell
arteritis）

托珠單抗
（Tocilizumab）

治療用途

藥物

前列腺癌（Prostate cancer）

地加瑞克（Degarelix）

乳癌（Breast cancer）

艾立布林（Eribulin）
戈舍瑞林（Goserelin）
亮丙瑞林（Leuprorelin）
曲普瑞林（Triptorelin）

獲擴闊臨床應用之專用藥物
治療用途
預防晚期腫瘤骨轉移者骨骼受傷
（Prevention of skeletal related
events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malignancies involving bone）
前列腺癌
（Prostate cancer）

撒瑪利亞基金涵蓋藥物之詳情，可瀏覽醫管局網頁：
https://www.ha.org.hk/haho/ho/sf/SF_Items_TC.pdf

藥物
唑來膦酸
（Zoledronic acid）

比卡魯胺（Bicalutamide）
布舍瑞林（Buserelin）
戈舍瑞林（Goserelin）
亮丙瑞林（Leuprorelin）
曲普瑞林（Triptorelin）

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自費癌症藥物）新增、獲擴闊臨床應用之藥物（已於 2020 年 5 月 23 日生效）
新增藥物
指定治療的癌症類別

獲納入基金資助範圍藥物

淋巴癌（Lymphoma）

維布妥昔單抗（Brentuximab Vedotin）

肺癌（Lung cancer）

布格替尼（Brigatinib）

肺癌（Lung cancer）

度伐人單抗（Durvalumab）

肝癌（Liver cancer）

侖伐替尼（Lenvatinib）

獲擴闊臨床應用之藥物
指定治療的癌症類別
乳癌
（Breast cancer）

基金涵蓋藥物
哌柏西利
（Palbociclib）
瑞波西利
（Ribociclib）

多發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 伊沙佐米 及 來那度胺（Ixazomib & Lenalidomide）
肺癌（Lung cancer）

匹博利組單抗（Pembrolizumab）

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涵蓋藥物之詳情，可瀏覽醫管局網頁：
https://www.ha.org.hk/haho/ho/ccf/CCF_items_tc.pdf

問

答
乙型肝炎藥物

問： 獲 擴闊 臨床 應用 的 乙型 肝炎 藥物 替諾 福韋
（Tenofovir disoproxil fumarate）是否副廠藥 ?
答： 替諾福韋（Tenofovir disoproxil fumarate）的
專利權已過；醫管局轄下醫院所採用的藥物
供應，均符合所有藥物品質方面的要求，並
經過既定公開招標程序採購。
生物相似製劑 / 生物製劑
問： 據悉衞生署正考慮將一至兩種風濕科疾病生物相似製劑引入香港，醫管局會否研究將這些生物相似
製劑納入醫管局藥物名冊 ?
答： 醫管局一直密切留意生物相似製劑的發展，醫管局藥物名冊的藥項亦會進行定期檢討。有關藥物在
衞生署註冊後，並肯定沒有違反專利權的情況下，若有前線醫院提出申請，則由醫管局藥物建議委
員會評估。醫管局採用實證為本的方針和依循藥物的安全性、療效和成本效益三大原則，評審入藥
申請；並考慮其他相關因素，包括國際間的建議和做法、科技的轉變、疾病狀況、病人用藥的依從
性、生活質素、用藥的實際經驗，以及專業人士和病人團體的意見。
問： 治療紅斑狼瘡症的生物製劑 Belimumab 現已納入醫管局藥物名冊，很多病友自費使用此藥物，並認
為此藥物對減少使用類固醇及其引致的副作用方面很有幫助。唯 Belimumab 費用高昂，可否研究由
撒瑪利亞基金涵蓋此藥物 ?
答： 目前 Belimumab 屬自費藥物，並不包括在標準收費範圍內，病人須自費購買。醫管局設有既定機
制按需要和定期檢討藥物名冊及安全網的資助範圍。檢討過程以實證為本，並會依據藥物安全性、
療效和成本效益的原則和參考國際間的做法以及專業人士和病人團體的意見。相關的臨床統籌委員
會和疾病組別中央委員會會持續檢視現有自費藥物和安全網藥物的臨床應用，並應藥事管理委員會
的邀請，提交重組藥物類別或放寬臨床應用的建議。

問

答
藥物資訊

問： 病友希望多了解藥物的資訊，例如用途、副作用等，醫管局可否多印製藥物資訊單張 ?
答： 我們正考慮利用不同渠道為病人提供藥物的資訊，例如由藥劑師對較新的藥物、生物製劑等作特別
的講解，並編制有關藥物單張及上載至相關平台，以便病友及其照顧者隨時下載，方便閱覽。
問：「HA Go」的內容豐富，能協助病人獲取醫療資訊，醫管局會否考慮加強推廣 ?
答： 除了透過病友組織交流會向病友講解「HA Go」以外，醫管局亦會在各大公立醫院分發宣傳單張。
同時，「HA Go」亦設有專屬網頁詳細介紹其功能、使用方法及解答常見問題，病友亦可經醫管局
網頁或智友站連結查閱。此外，有關「HA Go」的最新功能及消息，亦會透過電郵向不同的病友組織
發放相關資訊，讓病友儘快享用新功能帶來的便利。

「HA Go」提供中英文版本，支援已安裝 iOS 9.0 及 Android 5.1 或以上之智能手機。
請瀏覽「HA Go」網頁 https://www3.ha.org.hk/hago/ 獲取更多最新資訊。

「智友站」認知障礙症資訊平台
加強疾病管理及自我照顧能力
認 知障礙症是一種腦部退化疾病，它不但影響患者的記憶、判斷和執行力，更會影響
情緒和行為。症狀一開始時發展會緩慢不顯著，容易被人忽略，但後來逐漸加劇，深深
影響患者和照顧者。
為方便患有認知障礙症的病友及其照顧者更了解相關的資訊，
智友站推出了「認知障礙症資訊平台」，介紹病症成因、徵狀、
診斷及評估、疾病管理、照顧貼士、相關專題、醫管局服務及社區
資源等，期望透過此專頁加強疾病管理和自我照顧的能力。

想知更多認知障礙症資訊？
請掃描二維碼

或瀏覽以下網址：
www21.ha.org.hk/
smartpatient/Dementia
《關懷短訊》由醫院管理局健康資訊天地編印，並上載智友站（http://www.smartpatient.ha.org.hk/），歡迎轉載，請列明出處。
如對內容有任何意見，請與潘小姐聯絡。    地址：九龍亞皆老街 147 號 B 醫院管理局大樓地下    電話：2300 7159    傳真：2300 7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