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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短訊

做好準備 預防伊波拉病毒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社區及基層健康服務）戴兆群醫生表示，伊波拉病毒主要經與感染者親密接觸而傳染，香港目前
未有個案。以本地的衞生情況和風俗習慣，病毒不易在社會擴散，但市民仍需小心預防。

戴醫生稱，伊波拉病毒的主要傳播途徑，是通過破損皮膚或黏膜直接接觸感染者的血液、分泌物、器官或其他體液，
或間接接觸受這類體液污染的環境。病毒的潛伏期約為兩至21天，特別的病徵是內、外出血，暫時並無有效的治療
方法和疫苗預防。

「華法林」新指引  簡化及統一安排

「華法林」新指引

處方劑量
藥片配發數量（粒）

1 毫克（褐色） 3 毫克（粉藍色）

0.5 毫克 0.5 –

1 毫克 1 –

1.5 毫克 1.5 –

2 毫克 2 –

2.5 毫克 2.5 –

3 毫克 – 1
3.5 毫克 0.5 1
4 毫克 1 1
4.5 毫克 1.5 1
5 毫克 2 1

藥片藥份 舊指引 新指引

1 毫克（褐色） ✔ ✔

3 毫克（粉藍色） ✔ ✔

5 毫克（粉紅色） ✔ ✘

統一單/雙日服用方式 

• 須按照日曆上的雙數日子服用
「雙日」的劑量（如2 號、4 號、 
6號等）。

• 按 照 日 曆 上 的 單 數 日 子 服 用
「單日」的劑量（如3 號、5 號、7
號…31 號、1 號等）。 

• 如 月 份 最 後 一 天 為 單 數 日 子，
便會出現連續兩個「單日」。

位於醫院管理局大樓地下的「健康資訊天
地」，一向是醫管局病人賦能及社區協作的
匯聚點，至今累積到訪人次逾50萬。中心
於去年開始大規模翻新，由十月起以全新面
目示人。新設計以「健康與知識的森林圖書
館」為題，以樹木年輪代表循環不息的生命，
令訪客耳目一新，猶如置身森林圖書館。

中心大變身後亦加入不少互動元素，透過互
動遊戲帶出各類健康資訊。各病友到訪時可
於「智能卡登記站」輸入簡單資料取得智能
卡，以便閱覽疾病預防、自我管理及相關資
料。除各新展區外，中心特別設立「智友長
廊」，為病友提供一站式社區資源的資訊及病
人互助組織資料。

Q： 能否有半粒的藥份，如 0.5 毫克和 1.5 毫克，方便病人服用？現時病
人要自行把藥丸掰開半粒，但容易把藥丸弄碎至大小不一，以致服用
劑量不準確。

A：	外國有生產0.5毫克的「華法林」，香港曾嘗試引入，但不成功。香港
亦無註冊0.5毫克劑量的「華法林」。

衞生防護中心網頁：
www.chp.gov.hk

她提醒病友盡量避免到受影響地區旅遊，假如由受影響地區返港，應留意返港後
21天內的健康情況。病友要保持警覺，維持良好的個人、食物和環境衞生，
切記以正確的方法勤洗手。

戴醫生補充，政府已制定應變措施，一旦出現伊波拉懷疑個案，衞生防護中心會
即時展開調查和跟進，並會將病人轉介往醫管局傳染病中心接受隔離檢查。市民
應留意病毒的最新資訊。

伊波拉病毒最新資訊

X 月

Y 月

28 (星期一)

29 (星期二) 單
雙

單

單

單

雙

雙

30 (星期三)

31 (星期四)

1   (星期五)

2   (星期六)

3   (星期日)

如有任可查詢，請致電2300 6513或到
智友站查閱資訊。
網址：www.smartpatient.org.hk

健康資訊天地大變身

簡化「華法林」藥片藥份

統一藥份組合
以簡化後的兩種「華法林」藥片組合相
同的處方劑量。例如：

醫管局高級藥劑師鄺耀深先生表示，醫管局於10月3日開始採用「華法林」薄血藥的新指引，簡化藥片藥份，並 
統一藥份組合和單／雙日服用方式。未來醫管局會陸續在其他隔日服用的藥物採用同一單／雙日模式。

他解釋，「華法林」是重要藥物，病人須準確服用，但有意見反映沿用的「華法林」指示不清，藥份變化多，加上各醫院藥房
處理藥份組合的方法不一，病人容易混淆，亦難以得知劑量有否改變。

鄺先生表示，醫管局轄下所有藥劑部都會採用新指引。醫管局已製作單張，
解釋新指引內容。如病友未獲通知處方劑量有所改變，但配藥後發現藥片組
合跟以往不同，可向醫護人員查詢。

醫管局藥物名冊委員會主席周嘉歡醫生補充，部分醫院因舊的「華法林」
藥片用磬而已採用新藥片，病人家中可能仍存有舊藥片，覆診時醫院會提醒
他們把舊藥片棄掉。

Virus
Ebola

二零一四年七月印製

Clinical features

EVD is a severe acute viral illness. The 

incubation period ranges from 2 to 21 

days. Patients may have sudden onset of 

fever, intense weakness, muscle pain, 

headache and sore throat. This is followed 

by vomiting, diarrhoea, rash, impaired 

kidney and liver function, and in some 

cases,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bleeding. 

The disease has a high mortality rate of up 

to 90%.

The Ebola virus disease (EVD; formerly 

known as Ebola haemorrhagic fever) is 

caused by infection with Ebola virus 

which belongs to the family called 

Filoviridae. 

Ebola first appeared in 1976 in Sudan 

and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the latter in a village situated near the 

Ebola River, from which the disease 

took its name. 

There is no specific treatment for the 

disease.

Patients must be managed in isolation 

facilities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the 

infection. Severely ill patients require 

intensive supportive care. 

Treatment

There is no licensed vaccine available for 

EVD. To prevent the disease,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travellers to observe the following:
Prevention 

Ebola virus is introduced into the human 

population through close contact with the 

blood, secretions, organs or other bodily 

fluids of infected animals.  Some fruit bats 

are considered to be the natural host of the 

Ebola virus.  

It then spreads in the community through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with 

infection resulting from direct contact 

(through broken skin or mucous 

membranes) with the blood, secretions, 

organs or other bodily fluids of infected 

people, and indirect contact with 

environments contaminated  with 

such fluids.

People are infectious as long as their 

blood and secretions contain the virus. 

Mode of transmission

Communicable

Diseases Series
Causative agent

Ebola 

Virus
Dis-Disease

Centre for Health Protection Website

24-Hour Health Education Hotline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Printed in September 2014

● Avoid unnecessary travel to 

affected areas

● Observe good personal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always

remember to use liquid soap or

alcohol-based hand rub to clean

your hands before touching the

eyes, nose and mouth

● Avoid close contact with feverish or 

ill persons, and avoid contact with 

blood or bodily fluids of patients, 

including items which may have 

come in contact with an infected 

person's blood or bodily fluids

 
● Avoid contact with animals

● Cook     food     thoroughly    before 

consumption; and

● Upon returning from affected area, 

observe closely the health 

conditions for 21 days. If you 

develop symptoms of EVD, you 

should call 999 and inform the staff 

about your condition to arrange 

consultation in Accident and

Emergency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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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溝通 加強協作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於今年9月19日舉行了病友組織交流會，
主要環節是諮詢病友就新藥項的建議，及聽取關於改善藥物名冊
的意見，以便醫管局於規劃年度工作計劃時之用。有來自30個
病友互助組織約70人出席交流會，病友踴躍發言，積極交流。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社區及基層健康服務）
戴兆群醫生歡迎病友出席。由於伊波拉病毒在
西非蔓延，戴醫生於會上向病友講解病毒的傳
染途徑、預防方法和政府的應變措施。

藥物名冊諮詢環節則由醫管局聯網服務總監 
張 偉 麟 醫 生、 醫 管 局 藥 物 名 冊 委 員 會 主 席 
周嘉歡醫生、醫管局總藥劑師李詩詠女士、
醫管局高級藥劑師鄺耀深先生，以及醫管局 
總行政經理（專職醫療）鍾慧儀女士出席，
向各病友闡述藥物名冊的涵蓋範圍。鄺先生 
同時簡介服用「華法林」薄血藥的新指引。

會面前有一簡單而隆重的儀式，是晚由香港
病人組織聯盟的袁少林主席代表病友向將於
十一月榮休的戴兆群醫生致送紀念品，感謝 
戴 醫 生 多 年 來 帶 領 病 人 賦 能 的 工 作， 加 強 
醫管局與病友組織的溝通與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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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與王小姐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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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以域」問題討論

生物相似製劑

精神科藥物

藥物名冊諮詢  聽取病友訴求 

醫管局將於未來數月開展制定2016/17年度工作計劃，
包括新藥項的規劃，及撒瑪利亞基金和關愛基金的支援項目
及藥物。醫管局聯網服務總監張偉麟醫生表示，醫管局每年
就藥物名冊舉行兩次病友諮詢會，病友亦可以書面形式提出
建議，醫管局收集意見後會轉交相關委員會考慮。

此外，由周嘉歡醫生擔任主席的醫管局藥物名冊委員會，現正
進行兩年一度的藥物名冊大型檢討，22個專家小組在各自
範疇內檢視名冊上的通用、專用和自費藥物，研究有何調整，
例如是否有專用藥物可轉為通用藥物，能否擴大一些專用藥物
的適應症範圍等。

籌備當中的 藥物管理手冊，其內容可於年底完成，屆時 
醫管局會就內容向病友組織公佈，亦會進行內部發佈。期望 
透過出版手冊，介紹有關機制及提升藥物名冊的透明度。

Q： 若政府不增加撥款，而藥廠不減價，要把「加以域」列為專用藥物便更加困難。醫管局能積極檢視「加以域」
的問題嗎？

A：	醫管局與病人的立場一致，希望有更多安全及有效的藥物可供使用，並可減輕病人的經濟負擔。如缺乏競爭，
藥物可以天價出售，我們的議價能力便會低，亦難以把藥物納為專用藥物。我們支持並樂意和病人一起與藥廠
商討，影響藥廠的銷售策略，明白到調低價格仍有利可圖，不然藥廠便缺乏競爭力而令其市場佔有率下降。

Q： 外國甚至中國內地已有「加以域」仿製藥，但病人對仿製藥認識不多，未知購買是否違法，其安全性和成效是
否有問題。

A：	據資料所得去年底已有一「加以域」仿製藥在港註冊，但仍未在港銷售。我們會嘗試向該藥廠索取更多資料作
評估，包括何時展開銷售、定價和科研數據。

Q： 早前有新聞報道談及香港引入生物相似製劑，但關於其成效、穩定性和副作用等資料不多。請多說明。
A：	生物相似製劑與原廠藥物相似，療效和副作用大體相若，但並非百分百相同。歐美各地的監管機構對生物相似

製劑仍未有一致看法和共識。世界各地的註冊機構要求生物相似製劑須經臨床實驗證明其效用，對適應症的應
用亦有所規限，更嚴格規定註冊單位的製造過程。對此，歐盟較為先行，並已制定了指引，把生物相似製劑以
類似新藥註冊處理，要檢視其臨床測試報告才許可申請註冊。醫管局引入生物相似製劑時，亦會視作新藥處理，
須檢視其臨床實證和安全數據。

Q： 現時南韓的強直性脊椎炎病人全部使用生物相似製劑，醫管局是否有明確時間表引入生物相似製劑？
A：	生物相似製劑必先要在衞生署註冊才可在港使用，此外還要處理有否侵犯原廠藥物專利權的情況。目前還未有

強直性脊椎炎的生物相似製劑在港註冊。

Q： 醫管局是否因經費不足而不為成人過度活躍症病人處方藥物？
A：	此問題不與經費有關，治療過度活躍症困難之處不在於藥物，而是病人的自我控制和行為調整。現時本港過度

活躍症的治療集中於小童，對成人的治療屬初步發展，未有如治療小童般的針對性配套服務。要發展成人過度
活躍症綜合服務，不能操之過急，要待專家發展合適配套及治療方案。

Q： 精神科病人或因精神狀態而抗拒服藥，需要接受針劑，藥物名冊有否包括針劑？針劑似乎沒有新藥，原因何在？
A：	名冊上已有精神科藥的針劑，屬長效針藥，醫生會應用在合適的臨床病人上。這些針劑是屬新一代藥物。

撒瑪利亞基金

Q： 申請撒瑪利亞基金手續繁複。本人已退休，沒有收入，要由就業的女兒承擔太太的藥費。除非把女兒從家庭成
員中剔除，才合資格申請撒瑪利亞基金。

A：	撒瑪利亞基金經濟審查分入息和資產兩部分。入息是以家庭成員總收入計算，在政府「同一屋簷下」的政策下，
這部分可調整的空間不多。兩年前我們引入資產可扣減項目，以家庭人數計算，人數愈多扣減的資產值愈多。
若家庭成員不同住或關係不好而沒有貢獻入息，病人如實解釋，社工亦可酌情處理。

Q： 本人服用骨髓瘤藥物，但只能向撒瑪利亞基金作一次申請，為期 10 個療程。此病病情反覆和漫長，而藥費
昂貴。為何基金不能繼續資助下去？

A：	撒瑪利亞基金資助的首要準則是藥物的醫療成效，根據現有臨床實證中顯示藥物服用多久便開始失效，取其
中位數而釐定資助時間之長短。藥物於此療效期內會獲基金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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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個案。以本地的衞生情況和風俗習慣，病毒不易在社會擴散，但市民仍需小心預防。

戴醫生稱，伊波拉病毒的主要傳播途徑，是通過破損皮膚或黏膜直接接觸感染者的血液、分泌物、器官或其他體液，
或間接接觸受這類體液污染的環境。病毒的潛伏期約為兩至21天，特別的病徵是內、外出血，暫時並無有效的治療
方法和疫苗預防。

「華法林」新指引  簡化及統一安排

「華法林」新指引

處方劑量
藥片配發數量（粒）

1 毫克（褐色） 3 毫克（粉藍色）

0.5 毫克 0.5 –

1 毫克 1 –

1.5 毫克 1.5 –

2 毫克 2 –

2.5 毫克 2.5 –

3 毫克 – 1
3.5 毫克 0.5 1
4 毫克 1 1
4.5 毫克 1.5 1
5 毫克 2 1

藥片藥份 舊指引 新指引

1 毫克（褐色） ✔ ✔

3 毫克（粉藍色） ✔ ✔

5 毫克（粉紅色） ✔ ✘

統一單/雙日服用方式 

• 須按照日曆上的雙數日子服用
「雙日」的劑量（如2 號、4 號、 
6號等）。

• 按 照 日 曆 上 的 單 數 日 子 服 用
「單日」的劑量（如3 號、5 號、7
號…31 號、1 號等）。 

• 如 月 份 最 後 一 天 為 單 數 日 子，
便會出現連續兩個「單日」。

位於醫院管理局大樓地下的「健康資訊天
地」，一向是醫管局病人賦能及社區協作的
匯聚點，至今累積到訪人次逾50萬。中心
於去年開始大規模翻新，由十月起以全新面
目示人。新設計以「健康與知識的森林圖書
館」為題，以樹木年輪代表循環不息的生命，
令訪客耳目一新，猶如置身森林圖書館。

中心大變身後亦加入不少互動元素，透過互
動遊戲帶出各類健康資訊。各病友到訪時可
於「智能卡登記站」輸入簡單資料取得智能
卡，以便閱覽疾病預防、自我管理及相關資
料。除各新展區外，中心特別設立「智友長
廊」，為病友提供一站式社區資源的資訊及病
人互助組織資料。

Q： 能否有半粒的藥份，如 0.5 毫克和 1.5 毫克，方便病人服用？現時病
人要自行把藥丸掰開半粒，但容易把藥丸弄碎至大小不一，以致服用
劑量不準確。

A：	外國有生產0.5毫克的「華法林」，香港曾嘗試引入，但不成功。香港
亦無註冊0.5毫克劑量的「華法林」。

衞生防護中心網頁：
www.chp.gov.hk

她提醒病友盡量避免到受影響地區旅遊，假如由受影響地區返港，應留意返港後
21天內的健康情況。病友要保持警覺，維持良好的個人、食物和環境衞生，
切記以正確的方法勤洗手。

戴醫生補充，政府已制定應變措施，一旦出現伊波拉懷疑個案，衞生防護中心會
即時展開調查和跟進，並會將病人轉介往醫管局傳染病中心接受隔離檢查。市民
應留意病毒的最新資訊。

伊波拉病毒最新資訊

X 月

Y 月

28 (星期一)

29 (星期二) 單
雙

單

單

單

雙

雙

30 (星期三)

31 (星期四)

1   (星期五)

2   (星期六)

3   (星期日)

如有任可查詢，請致電2300 6513或到
智友站查閱資訊。
網址：www.smartpatient.org.hk

健康資訊天地大變身

簡化「華法林」藥片藥份

統一藥份組合
以簡化後的兩種「華法林」藥片組合相
同的處方劑量。例如：

醫管局高級藥劑師鄺耀深先生表示，醫管局於10月3日開始採用「華法林」薄血藥的新指引，簡化藥片藥份，並 
統一藥份組合和單／雙日服用方式。未來醫管局會陸續在其他隔日服用的藥物採用同一單／雙日模式。

他解釋，「華法林」是重要藥物，病人須準確服用，但有意見反映沿用的「華法林」指示不清，藥份變化多，加上各醫院藥房
處理藥份組合的方法不一，病人容易混淆，亦難以得知劑量有否改變。

鄺先生表示，醫管局轄下所有藥劑部都會採用新指引。醫管局已製作單張，
解釋新指引內容。如病友未獲通知處方劑量有所改變，但配藥後發現藥片組
合跟以往不同，可向醫護人員查詢。

醫管局藥物名冊委員會主席周嘉歡醫生補充，部分醫院因舊的「華法林」
藥片用磬而已採用新藥片，病人家中可能仍存有舊藥片，覆診時醫院會提醒
他們把舊藥片棄掉。

Virus
Ebola

二零一四年七月印製

Clinical features

EVD is a severe acute viral illness. The 

incubation period ranges from 2 to 21 

days. Patients may have sudden onset of 

fever, intense weakness, muscle pain, 

headache and sore throat. This is followed 

by vomiting, diarrhoea, rash, impaired 

kidney and liver function, and in some 

cases,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bleeding. 

The disease has a high mortality rate of up 

to 90%.

The Ebola virus disease (EVD; formerly 

known as Ebola haemorrhagic fever) is 

caused by infection with Ebola virus 

which belongs to the family called 

Filoviridae. 

Ebola first appeared in 1976 in Sudan 

and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the latter in a village situated near the 

Ebola River, from which the disease 

took its name. 

There is no specific treatment for the 

disease.

Patients must be managed in isolation 

facilities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the 

infection. Severely ill patients require 

intensive supportive care. 

Treatment

There is no licensed vaccine available for 

EVD. To prevent the disease,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travellers to observe the following:
Prevention 

Ebola virus is introduced into the human 

population through close contact with the 

blood, secretions, organs or other bodily 

fluids of infected animals.  Some fruit bats 

are considered to be the natural host of the 

Ebola virus.  

It then spreads in the community through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with 

infection resulting from direct contact 

(through broken skin or mucous 

membranes) with the blood, secretions, 

organs or other bodily fluids of infected 

people, and indirect contact with 

environments contaminated  with 

such fluids.

People are infectious as long as their 

blood and secretions contain the virus. 

Mode of transmission

Communicable

Diseases Series
Causative agent

Ebola 

Virus
Dis-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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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oid unnecessary travel to 

affected areas

● Observe good personal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always

remember to use liquid soap or

alcohol-based hand rub to clean

your hands before touching the

eyes, nose and mouth

● Avoid close contact with feverish or 

ill persons, and avoid contact with 

blood or bodily fluids of patients, 

including items which may have 

come in contact with an infected 

person's blood or bodily fluids

 
● Avoid contact with animals

● Cook     food     thoroughly    before 

consumption; and

● Upon returning from affected area, 

observe closely the health 

conditions for 21 days. If you 

develop symptoms of EVD, you 

should call 999 and inform the staff 

about your condition to arrange 

consultation in Accident and

Emergency Department

埃
博
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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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溝通 加強協作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於今年9月19日舉行了病友組織交流會，
主要環節是諮詢病友就新藥項的建議，及聽取關於改善藥物名冊
的意見，以便醫管局於規劃年度工作計劃時之用。有來自30個
病友互助組織約70人出席交流會，病友踴躍發言，積極交流。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社區及基層健康服務）
戴兆群醫生歡迎病友出席。由於伊波拉病毒在
西非蔓延，戴醫生於會上向病友講解病毒的傳
染途徑、預防方法和政府的應變措施。

藥物名冊諮詢環節則由醫管局聯網服務總監 
張 偉 麟 醫 生、 醫 管 局 藥 物 名 冊 委 員 會 主 席 
周嘉歡醫生、醫管局總藥劑師李詩詠女士、
醫管局高級藥劑師鄺耀深先生，以及醫管局 
總行政經理（專職醫療）鍾慧儀女士出席，
向各病友闡述藥物名冊的涵蓋範圍。鄺先生 
同時簡介服用「華法林」薄血藥的新指引。

會面前有一簡單而隆重的儀式，是晚由香港
病人組織聯盟的袁少林主席代表病友向將於
十一月榮休的戴兆群醫生致送紀念品，感謝 
戴 醫 生 多 年 來 帶 領 病 人 賦 能 的 工 作， 加 強 
醫管局與病友組織的溝通與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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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與王小姐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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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