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

陳女士亦因一次意
外跌倒，拉傷左腿
肌肉，引發另一種
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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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聽到人說：
「痛至令人想撞牆！」
「痛得令人想跳樓！」 這不
盡是一時氣言，也不盡是假
話，受痛楚煎熬的人，不少的確
想過尋死！
痛症病人在世界各地都有，有些先
進國家有完善的痛症治療部門，但在香港
的公共醫療制度下，受制於資源不足，不少
病人求助無門，長年捱痛，生活在痛苦
中。陳女士，正是其中一名備受痛楚
煎熬的苦主。
撰文：陳旭英

攝影：楊耀文

設計：林彥博

唐家輝醫生說，
痛症愈被拖延治
療，病人要付出
的代價愈大，痛
症亦愈難治療。

眼
前的陳女士（化名），

年屆五十九歲，白髮斑

G657_ADW.indd 1

斑，看起來比真實年紀還要蒼

老。她心有不甘地說：「自從那

次意外後，令我飽受疼痛之苦，

痛楚令我苦不堪言，令我失去自

尊，令我卑微地生活……我實在

不甘心，我以前很靚女的，人人

都讚我靚，只是給痛楚折磨，折

磨至不似人形，最差的時候，別

人說我面色難看得像棺材裏的死

屍……」

從以上這一番說話，可以想

像痛楚對陳女士造成的傷害。好

端端的一個人，為何被疼痛折磨

至面如土灰呢？這些年來，她沒

有接受治療嗎？故事要從十

數年前說起 ──
「我是在二

2016 03 30

72

26/3/2016 22:33:31

二年一次工
○○
傷後，誘發痛楚，一
直至今……當年我任職政府
醫院，工作期間被一輛運送食物
的餐車撞到頭部，致眼部神經受
傷折斷，之後開始頭痛，視力受

受頭痛煎熬多年的陳女
士，向唐醫生講述自己過
去多年來的痛苦。

我渾渾噩噩，像失去魂魄一樣，

過度，要服鎮靜劑，但服藥後令

見過腦外科，他說我意外後受驚

醫生給我轉介見不同專科，期間

於病徵持續，影響工作及生活，

發終身頭痛及頭暈的後遺症。由

傷，指撞擊時腦部受到震盪，引

政府醫院醫生給我判了工

月後接受第二次射頻治療，卻帶

常，暫時解除了頭痛之苦；數個

經傳導，令面部神經叢回復正

受過一次射頻治療，阻截痛楚神

年覆診後再獲轉介見痛症科，接

仍未能解決她的頭痛問題；經多

有偏頭痛，要她不斷服藥，可惜

經內科專科醫生，經診斷後指她

之後陳女士再獲轉介見腦神

捱痛多年 求助無門

對周遭事物不清不楚，整個人迷

來上顎麻痺的後遺症，喪失味覺

損要戴眼鏡。

迷糊糊的，但頭又痛，又暈眩，

足足三年！
何解一次意外，令陳女士長

也不知自己正在做甚麼……。」
她向記者說。

痛症專科醫生可使用多
種藥物，為病人止痛。

另一個痛楚量
度表，由一至十
級。很多時病人會
說自己的痛楚程
度達十級。

治療痛症有多種方法，包括注射
▲
類固醇、消炎藥、神經阻滯，亦可以
直接注射藥物至脊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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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症病人有苦
自己知，醫生會
利用此表情量度
表，請病人說出
痛楚程度。
▲

MEDICAL & HEALTH

苦，遠遠超越肉體

精神上所承受的痛

信與香港公共醫療制度下，未有
痛楚。

年飽受頭痛之苦，歸根究底，相

正視病人對痛症治療的需求，沒

較適合。

唐醫生指出，痛楚受着遺傳

因素、情緒、壓力影響，當病人

唐家輝說，香港社會普遍對痛症

養和醫院疼痛醫學專科醫生

捱苦多年，幸運的

卻求醫無門，白白

人受着痛症之苦，

專科，很多時見病

受壓、出現病變，結果由一種痛

往因遷就痛處而令身體其他位置

感；二是長期痛楚令姿勢差，往

神經產生變化，對痛楚更為敏

有二，一是長期痛楚會引致中樞

情緒差，痛症愈難控制；當痛症

欠缺認識，但痛症在各個醫療專

病人到最後獲轉介

楚引來另一種痛楚。如第一種痛

「大多數病人

有投放適當資源發展痛症治療有

科中都會出現，醫生都會治療疼

到痛症科專科醫生，但很多時因

楚能及早處理，便不會有第二種

愈受拖延，就愈難治療。「原因

痛病徵，但有時未必能解決問

為忍痛及捱痛多年，病人及其家

痛楚。

題，這時便應及早考慮轉介給痛
症專科醫生處理，因為痛症拖延

人都身心受創，治療時亦愈見困

法在正常狀態下工作，致經常被

知，像陳女士，她的痛楚令她無

痛症病人可說是有苦自己

家庭醫生要在適當時候作出轉

生治療。」唐醫生說，他亦呼籲

痛楚超逾兩個月，便要見相關醫

付出的代價越大！所以病人如有

「痛症越遲治療，病人需要

同僚責備；下班回家後，亦因為

伊利沙伯醫

院、聯合醫院、

部門，包括瑪麗醫院、東區醫

港雖然有八家政府醫院設有痛症

目前在公共醫療體制下，香

介。

男女都有機會有腹腔痛，男士多會
先被轉介見泌尿科。

物治療，可能找痛症科醫生會

之法，但對於一些比較複雜的藥

理，個別專科醫生亦有處理痛楚

症在家庭醫生的層面，已能處

決呢？唐醫生指出，其實一般痛

為何常有病人痛楚得不到解

愈受拖延 愈難治療

氣，影響婚姻及家庭生活。

頭痛折磨，經常向家人大發脾

難。」唐醫生說。

時間愈長，愈難治療，而病人的

不知道痛症是一個

關。

陳女士在腳傷後，曾經有一
▲
段日子要一枴一枴的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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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女士在頭痛病發四年後，經
▲
歷多位專科醫生治療無效後，才獲
轉介見痛症科唐醫生。

再麻痺，進食回復味道，這

種舒暢自在的感覺，足足維
持了四年！

痛楚消失，而且上顎不再麻痺，

「經唐醫生治療後，我不但
院、廣華醫院、瑪嘉

我有心情進食，漸漸回復體重，

女士苦笑地說。

頭髮白了，無法回復烏黑。」陳

笑容，只是昔日忍受十級痛楚令

痛楚解決，吃得好睡得好，回復

年，我的腳形回復正常！現在我

體造成的壓力，估不到經過多

我長短腳帶來的姿勢問題及對身

前唐醫生轉介我訂造鞋墊，解決

不知不覺中亦得到解決。「多年

外，她發現本身的長短腳問題在

三支針藥，除了腳痛得到紓緩

陳女士最近一次覆診注射了

長達九個月。

注射止痛藥物，腳痛止息，效果

醫生治療，包括運用超聲波導引

此後痛了足足半年，幸好得到唐

腳大腿肌肉，種下另一個禍根，

後在工作時意外跌倒，拉傷了左

然而頭痛解除後，陳女士其

空！」陳女士說。

無法工作的苦痛經歷統統一掃而

至人迷迷糊糊、痛至嘔吐、痛至

再被人責備，以前痛至抖震、痛

烈醫院、博愛醫院、

▲

痛症與壓力有關，當病人長期
承受壓力或突然遇上壓力，有機
會引發壓力性頭痛或偏頭痛。

人也開朗了；可以掌握工作，不

星期只有一兩天半日診症，
有經驗的導師也不足夠，而能處
理的病人數目有限。反觀醫療服
務完善的國家，痛症中心一星期
五天由早到晚提供服務，自然有
較多病人受惠。
唐醫生說，「香港公共醫療
體制下，痛症科資源嚴重不足，
但卻有不少病人需要痛症治療，
像陳女士這樣的病人，經歷多個
專科才獲轉介至痛症部門，如果
有關當局肯投放足夠資源，病人
能及早得到治療，一來病人得
益，二來亦可減輕病人耗費在其
他專科的時間及醫療壓力。」

痛楚消失 回復笑容
陳女士說，由於她早期像人
球一樣被不同部門踢來踢去，經
多年才獲安排見痛症專科唐家輝
醫生，經他詳細了解病情後，為
她進行了第三次面部神經射頻治
療，將多年痛楚掃走，面部亦不

26/3/2016 22: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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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在公共醫療制度下，身受痛症
之苦的病人，往往要經歷多年才獲轉
介見痛症專科。

常見痛症中，頭痛患者一般較年輕，當中以壓
力性頭痛最為常見，病人很多時由壓力誘發頭痛；
而偏頭痛與遺傳有關，如患者有遺傳因素再加上壓
力，就很容易病發；頸椎痛及腰椎痛則大多是由退
化及姿勢不良造成；盤腔痛男女患者都有，女性患
者最擔心是腫瘤，很多時先由婦產科專科醫生診
治，常見原因有原發性經痛、子宮內膜異位、盤腔
炎、膀胱炎、腫瘤、腸易激綜合症等，男性患者會
見泌尿專科，找出病因針對源頭治療，痛症也就隨
之消失。

大埔那打素醫院，但每

在痛症科有些常見痛症，如能及早得到治療，
可紓緩病人及整體的醫療壓力。而病人很多時由一
種痛症開始，漸漸引發出其他痛症，結果影響愈來
愈大。唐醫生說，「常見痛症包括頭痛、頸背痛、
關節痛、生蛇痛和盤腔痛，它們可以是獨立痛症，
亦可以由其中一種引發另一種痛症。而在痛症科
中，病人有超過一種痛症屬常見，尤其是年長人
士，常見有腰痛加膝痛或膊痛，又例如頸痛加背
痛；頭痛患者則多數是獨立一種痛楚。」唐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