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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滿取捨的人生

想像你正手持著一隻隻象徵體力的湯匙：隨著一整天進行
不同活動—上班、社交、健身 ...... 湯匙的數量會逐漸消耗。
儘管如此，對你我而言，往往直至就寢，我們手裏仍擁有
一定數量的湯匙。換言之，即使我們的體力並非無限，但
擁有的體力仍充裕得讓我們可以遊刃有餘地應付日常生活。

患上重肌無力症之前的 Christy 亦同樣。自初中起，Christy
視「幫助別人」是自己的使命。中學畢業後，她選擇往美
國修讀心理學和生物學雙學士課程。學畢歸來，再於香港
中文大學修讀公共衛生學士及碩士學位，並同時於災害與
人道救援研究所工作， 不定期到中國農村進行公共衛生教
育。畢業後，Christy 在樂施會做了四個月文職，儲錢準備
到落後國家進行義工服務，完成自己的夢想。

大概因為完成洗澡、吃飯等日常活動過於理所當然，你我
甚至偶爾會忘記這些活動也會消耗「湯匙」；然而，自患
病起，Christy 擁有的「湯匙」變得有限，她必須仔細數算
自己手裏的「湯匙」，謹慎掂量如何運用。( 註 )
「我嘅人生充滿取捨。」她這樣形容。當大家為著如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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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來自重症肌無力患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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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時間而躊躇時，Christy 卻掙扎該把自己的「湯匙」用於工作還是吃
飯，因為單是進食所消耗的體力已足以讓她失去說話的力氣。規劃將來
時，她亦只能「見步行步」，因為她每隔四週便要入院注射免疫球蛋白
(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 IVIG ）， 以避免呼吸肌肉及其他肌
肉出現嚴重軟弱，令她無法自主呼吸。

無疑，重肌無力症給 Christy 的人生套上了許多限制。被問及重肌無力
症為她帶來甚麼時，Christy 毫不猶豫地回答：「包袱。無力嘅時候，
身體每個部分、頭、手臂，連唞氣都係一個包袱。」但同時，這些限制
卻讓 Christy 看見一個過往「看不見」的自己，一個對生命認真、真實、
堅韌的自己。

  患病之初

病徵初現的時候， Christy 二十八歲， 正擔任一個自閉症女孩的家庭教
師。最初的病徵只是容易疲勞，譬如早上出門工作，才坐上小巴，她已
經覺得極度疲乏想睡。儘管如此，Christy 仍嘗試以其他理由解釋這種
從未試過的疲倦，如月經、未吃午餐等，她的朋友甚至安慰她：「全香
港人都攰㗎啦！」隨著病情惡化，她總疲倦得「面青口唇白」，走路亦
時常跌倒。她形容，那時候的自己就如一個初學站立的嬰兒一樣，每個
動作都要刻意地慢慢做。惟至那時，她仍認為所有病徵均因自己身體差，
過於奔波所致。

及後，Christy 出現重影症狀，日常生活受礙，她不得不到視光中心驗
眼。完成檢查後，視光師懷疑是重肌無力症，建議她看腦神經科。這讓
Christy 感到忐忑不安， 「我而家要點做？我之後會點？醫生會做啲咩？」
焦慮充積著腦袋。她翻查了重肌無力症的資料，覺得跟自己的情況有點
相似但又不盡相同，亦留意自己的病徵，數算自己的病徵有多少相符。
她很想得到一個能解釋她所有病徵的確實答案，但又覺得沒理由希望自

註：上述內容改編自紅斑狼瘡症患者 Christine Miserandino 用以解釋其患病感覺之《湯匙

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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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患病。事實上，她已經累得有點不情願去看醫生，也生怕是自己多疑。

看診當天，診所輪候的人不多，這讓 Christy 有點沮喪，她不想那麼
快進醫生房。剛坐下，醫生便向她解釋他觀察到的情況——Christy 會
因頭部感覺沉重而托頭，她的嘴總是微微張開，她坐下時整個人像軟
掉一樣虛弱無力。Christy 當時感到有點驚訝，她從未遇過觀察如此
細緻的醫生，但同時，她內心又有點懷疑醫生的觀察是否有確認偏誤
（Confirmation Bias）。醫生又替她做了神經傳導速度檢查，若結果與
重肌無力症相符，便能確定 Christy 患上重肌無力症；即使結果不符，
仍不能完全排除重肌無力症的可能性。Christy 對這個讓電流通過肌肉
的陌生測試感到恐懼，內心再一次經歷「想知道答案與不希望自己患病」
的矛盾。最後，測試結果與重肌無力症不符，惟醫生初步認為 Christy
患上重肌無力症，替她開了些「大力丸」，並建議她入院再作其他測試。

離開診所，Christy 大腦一片混亂。她向自己的醫生朋友求教，只換來
模稜兩可的答案， 畢竟重肌無力症是個罕見病，這讓 Christy 有點不安。
幸而，另一個醫生朋友為她提供了一些個人意見，讓她大概知道自己接
著可以怎樣做。沉澱過後，她選擇不把這個消息告知家人，以免他們擔
憂，僅以短訊把診斷結果告予教友 Michelle。

「大力丸」的治療很快見效。每次進食後，Christy 的症狀也得到明顯
改善。故當時她想：自己也許不是肌肉問題，只是心情不佳。她並不覺
得事情很嚴重，再加上情況不危急，便決定盡量繼續正常生活。

然而好景不長，事隔不足半年，Christy 便出現第一次大病發。當時，
她連續兩日無法吞咽，累得整天想睡，即使吃了比平日多的「大力丸」
亦不見好轉。最終，她前往急症室求診，及後被安排入院，一住便半年。
自此，她經常有大病發，要不斷進出醫院，接受手術和血液透析等治療。
她曾經歷多個短暫的康復期，但不久，病情又會再次惡化，有如陷入一
個死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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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有限看見無限

無形的枷鎖

浮浮沉沉在疾病之中， 時間恍如被扭曲， Christy 難以想像自己的「將
來」，更看不見自己人生的前路。對其他青年人來說，「將來」是個充
滿希望的詞語，他們會幻想五年、十年後的自己將身在何處，做甚麼事；
但反覆的病情使 Christy 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性，每隔六至七星期，她便
需要住院一星期注射 IVIG。故要規劃「將來」時，她就只能等待下個
月的注射，看看自己有沒有多三個星期的時間。

病情稍為受控， 精力較充沛時， Christy 表面過着看似跟常人無異的生
活，可是仍難以擺脫「我過多一排就要入院」、「我今晚可能會濁親」
等擔憂。Christy 坦言一向沒有為未來訂下周詳計劃。患病前，規劃與
否是她自由的選擇；病發後，她被迫沒法選擇。

重肌無力症不僅限制了 Christy 對未來的想像，還為她帶來沉重的經濟
負擔。根據現時醫院管理局的指引，IVIG 屬緊急藥物，僅於危急關頭
使用方可獲政府補貼藥物費用。但 Christy 的病情相當反覆，甚至有規
律地每六至八星期情況就會急劇轉差。因此，有醫生提議為她長期處方
IVIG 來控制病情，但需每月自付約兩萬元的藥費。她曾經尋求社工協助，
希望申請政府或社福機構的資助， 無奈那些資助計劃均不涵蓋該款藥
物。Christy 眼前只剩兩項選擇：一，每月購買昂貴的藥物穩住病情；二，
冒險等到呼吸衰竭時才入急症室接受免費的 IVIG。Christy 最後選擇了
前者。扣除高昂藥費後，無論 Christy 再怎樣拚命工作，收入都難以支
撐租金水電及吃飯交通等的日常開支，遑論投放額外資源去追夢。

自小開始，Christy 就有着服務小孩子的志願。跟其他同齡的人一樣，
她渴望能夠建立事業，實踐理想。她曾經有意進修全日制的社工或臨床
心理學碩士課程，更為此特地考了國際英語水平測試 (IELTS)。但經過
再三考量，她擔心自己的積蓄不足以應付學費，加上以她的健康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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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恐怕難以在畢業後投入薪水較高的全職工作，計劃因而擱置。眼見理
念相近的好友在創業，Christy 不禁思量：假若沒有患病，自己是否有
機會參與其中？是不是自己再努力一點，便能換來「健康」和「將來」？
事實上，除了肉體與金錢上的限制外，「自己在治療上是否未盡全力」
的質疑亦不時困擾著 Christy。社會總是把「健康」看待成一種「商品」，
好像只要你肯努力付出就可以獲取「健康」；而若果人失去「健康」，
就是因為他們做得不足，不夠用功。的而且確，有部分病人會花上大量
時間、資源到外國嘗試各種新型療法，但經歷過無數次試新藥又再失敗
後的 Christy 已經累了，這種累不只是肌肉的無力，更是精神上的無力。
她漸漸意識到，有些事情並非自己可以控制或改變得到，她得學習放下
對「痊愈」的執念。

「苦難」與「苦爛」

接納自己無法改變某些事物無疑是困難的。幸而，迷惘的時候，Christy
能從信仰尋求慰藉。《寧靜禱文》這樣寫著：「祈求天父賜予我平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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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接受不可改變的事；給我勇氣，改變可以改變的事；並賜予我，分
辨兩者的智慧。」病情好轉還是惡化，Christy 無法掌控；但她相信自
己可以改變的，是心態、選擇，以及是否認真地看待和思考生命。縱使
Christy 的身體條件限制了她的選擇，她仍沒有放棄追尋理想，努力在
有限中活出無限。

早在發病前，Christy 已報讀「遊戲治療」的課程，盼成為一位服務兒
童的遊戲治療師。開學之際，她病情急轉直下，肌肉無力的情況更嚴重。
其實，她可以選擇退修課程，待身體恢復過來再繼續上課，但她選擇了
堅持按時完成課程。上第一節課時，她推着沉甸甸的助行器走進教室，
當時的病情仍不至於令她無法投入課堂，但肌肉變弱的緣故，每節課堂
都幾乎耗光全部體力，以致她回家後會累得馬上睡着。有時候，導師和
同學留意到 Christy 的倦意，會提議她休息一會。Christy 明白他們出於
關心才這樣說，但仍會有點反感，感覺好像被勸退一樣。她想繼續留在
課室，繼續上課。

儘管完成課程的過程並不容易，她還是感到很開心、滿足。被問到是甚
麼讓她堅持完成課程，她則回應：「係 passion（熱情），好難解釋，
但我就係好鍾意。我好想有種工具可以幫到小朋友，而呢種方式（遊戲
治療）做得到。」

隨著 Christy 逐漸學會與重肌無力症相處，她還意識到其實每個人在某
些方面都存有「重肌無力症」。她的無力，固然展現了在形體之上；而
對其他人而言，血肉之軀以下，亦會有無力的時刻。這種無力可以是失
去堅持、盼望，亦可以是拋棄信念。

她形容，在這個充滿黑暗的世界持守信念，堅持「Be the light」，其
實需要很大力氣，但也許與其他人相比， 她這道令自己不同於主流的
「力」，更為之大。「呢個世界咁多苦難，一係就等個苦難食咗你，等
你成為一個又「苦」又「爛」的人；一係就靠力量喺又苦又難的世界裏
面成為一個光明、有愛的人。或者個光唔係好大，我唔能夠做一座燈塔，
但我都想燃燒吓。」Christy 堅定、有力地說出這句話，不帶半點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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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y 坦言，生命中仍有許多不存在絕對答案的問題，她亦正跌跌碰
碰地嘗試，在磨難中摸索體能的邊界，修煉和突破精神的極限。但同時，
她亦願意以開放的態度來面對人生的種種改變，在反思、實驗中不斷重
新審視並認真對待自己。

Christy 現在可以坦然地分享患病的高低起跌，但其實在面對疾病的過
程中，她對於「病人」的身份不時抱有矛盾的心情，時常在理性與感性
之間掙扎。 

沒有一個病人長期是勇士 

患病初期，Christy 並沒有向身邊同事透露自己患病，一方面是當時不
太掌握自己的情況，以為很快沒事，總盼望多試幾種藥就會好起來，變
回「一般人」；另一方面是不想被疾病定義，也怕被誤會想藉病搏取諒
解。後來病徵逐漸浮現，Christy 咀嚼和吞嚥食物都變得困難，有時需
要用鼻胃管輸營養液，有外顯的喉管插在鼻孔，加上病情反覆經常要告
假入醫院，她不得不向同事和服務對象透露自己患病的事。現職遊戲治
療師的她會用輕鬆的方式跟小朋友解釋臉上的鼻胃管，是自己跟神仙教
母說想嘗試像大笨象般用鼻子吸水， 但第二天神仙教母的魔法出了亂
子，沒有把她原本的鼻子變回來。 
 
Christy 會用健康正面的態度去解釋自己的病，但矛盾的心情卻不時出
現。「因為工作關係我要見家長、小朋友，插住鼻胃管好影響我嘅形象，
就算我好精神，講嘢好 capable( 有能力 ) 都好似一個 sick role( 病人角
色 )。」有段時間，Christy 甚至在每次見服務對象前將鼻胃管拔下來，
見完他們之後再自己插回。但就算她多不怕痛，這也是一種精神負擔，
亦對身體造成耗損。 
 
想隱藏鼻胃管，除了因為工作上的考慮，也是出於一片孝心，不想婆婆
擔心。Christy 的父母在她年紀很小時已經離異，及後她輾轉在父母及
不同親戚的家居住，但只有婆婆的家門永遠為她而打開，是最可靠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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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港。三十多年來 Christy 都由婆婆帶大，兩人關係親密。Christy 住醫
院期間，婆婆總是山長水遠帶著湯水來探望她。本來 Christy 很擔心婆
婆看到病床上的她會崩潰、擔心，但原來婆婆完全不用她掛心，還可以
面帶笑容地跟她閒聊說：「嘩，喺呢度。食咗藥未？我哋飲湯，唔駛驚，
婆婆喺度，天父都喺度。」看到婆婆這樣疼她，Christy 更不忍心讓年
邁的婆婆看到她的鼻胃管。

 實實在在用肉眼看得見的鼻胃管， Christy 想將它藏起來；但無形的脆
弱，卻時而想表露，時而想隱藏，心情矛盾。「作為病人，我哋以為病
係外面睇到，但其實好多時我地用肉眼係睇唔到㗎。呢樣嘢好有趣，有
時我需要人知我係一個病人，有時我係唔需要人知我係一個病人。」遇
上身體狀態不好，渾身無力的時候，Christy 需要坐港鐵關愛座，但她
坐下去之後，又會小心環顧周圍，留意有沒有外表看似比她更需要這個
坐位的人，這刻她很需要別人知道她病人的身份。但另一邊廂，她曾經
申請了一張殘疾人士登記證，但當看到證件上印著自己的模樣時，便覺
得這張證件格外沉重。所以這張證，她從未拿過出街，一次也沒有。  
 
Christy 說作為一個青年工作者，她想將自己的生命故事分享給年輕人，
啟發他們；但同時她不想只標榜自己有多正面積極，多勇敢，因為沒有
一個病人長期是勇士。「其實我都有攰嘅時候，都會崩潰，一個人都好
脆弱。」 

說不出的憂傷 
 
除了看不見的脆弱，Christy 還曾經歷說不出的憂傷。有一次住院，負
責照顧 Christy 的醫生來巡房，她見醫生又嘆氣又有點「頹」，她就想，
是否因為自己一直未痊愈而令醫生失望，是否連醫生都愈來愈沮喪，沒
有心機再醫治她，然後她會因為自己令別人有這些沮喪的感覺而很想講
「對唔住」。
 
又有一次入院，大部分時間她都很乖很堅強，但可能堅持了九天，到第
十天就會被一些小事觸動而莫明奇妙地突然嚎哭起來。當醫院的護士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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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她，替她拿紙巾擦眼淚，她就會不斷向護士講「對唔住」。「有啲憂
傷係講唔到，嗰一刻我唔知道自己為咗咩而喊，而唯一可以總結嗰一堆
眼淚嘅，就係一句『對唔住』。」 

Christy 形容，那種抱歉，是出於覺得自己已經盡了力還是做得不夠好。
看到醫護人員那麽努力去治療她，Christy 都很想努力做一個「叻」的
病人，想盡快痊愈，但總是感到力不從心。

努力迫自己做一個「啱」的人 
 
還有一種難受是迫自己做一個「啱」的人。以前每次做完醫療程序，
Christy 都會迫自己跟醫護人員講「唔該」，連插喉、打針都會迫自己講。
Christy 覺得這句話其實很難說出口，因為道謝理應是一個人很開心地
去接受一樣東西，但事實她並不享受那些醫療程序。理性上她知道別人
在幫助自己，她應該要道謝，但感性上她其實並不想講。「好辛苦，我
會喺嗰個人走咗之後喊，嗰種難受係好努力迫自己做一個『啱』嘅、好
嘅，同畀心機嘅人咁。」 
 
面對過種種脆弱，Christy 漸漸明白，所謂一個「啱」的人，或許並不
是迫自己按社會的標準而煉成，而是懂得找一個舒服的方式接納自己最
真實的感受。 

Christy 曾經參加一個水上求生課程，老師說當一個人掉進水裏，而你
不肯定自己身處的位置時，當見到陸地，不要急於游過去。因為在海上
看到的陸地往往比預期中遙遠，一用力游，你就會很快筋疲力竭，永遠
游不到陸地；反之，你應該順著水流去浮游。套用到 Christy 身上，「完
全康復」就如海上那片離自己很遠的陸地，她只能慢慢學習用「浮水的
感覺」去面對它。她學會接受生命是脆弱的，人是會生病的。雖然她會
因為疾病而需要別人的幫助，但疾病並不會改變她是一個怎樣的人，亦
不會改變她和別人的相處。「我浮水之後再去講嗰句唔該，其實係輕鬆
咗。因為我每一句唔該，唔一定係要求自己身心靈都好感激呢個人。嗰

刻我有幾大嘅力氣，幾大嘅感恩，我咪表達幾多。」



尋找四葉草．17 位罕見病友的生命故事｜ 33

 看見生命的重量

人真正的價值

要是被問及何以定義人的價值，我們大概會說：「人的價值是無法被
判斷的。」這個答案似乎最公平、最理想。患病前的 Christy，理性
上也明白這句話，但內心深處，卻無法以這個答案定義自己。從前的
Christy，認為人的價值在於其生產力，講求他幫助了多少人。她坦言：
「社會上有好多人由細個開始，就被人用『本事』嚟衡量佢嘅價值，所
以我當時覺得人係應該要『有本事』。如果我周圍去幫人，就算我冇咩
錢，都會有人尊敬我。咁講其實都幾自我中心。」也許是出於使命感，
也許是出於理想主義，患病之前，Christy 一直努力幫助不同的人，希
望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人，活出有意義的人生。她亦到訪不同地方、接觸
不同工種、認識不同的人，親力親為貢獻社會。但患病的經歷，讓她重
新審視人的價值。

自患病起，Christy 便經常進出醫院，病情嚴重時，她甚至要長時間住
院，這無疑讓她「服務他人」的使命受礙。躺在病床上，她常問自己：
「我個人係咪冇 Output（生產力）呢？如果我再幫唔到小朋友，冇得
再 shine（發光發熱），咁我係邊個？我仲點相信自己嘅價值？」這些
不斷出現的自我懷疑教她沮喪。

後來改變了想法，全因一次進深切治療部的經歷。那一次，Christy 連
續三天感到特別不適。最初只是疲倦，翌日卻出現重影及難以進食等情
況，任憑她休息再久也無法恢復過來。她很快就被朋友送進醫院，再轉
往內科病房、深切治療部。「嗰時好驚，個腦好空白，會諗『會唔會就
咁樣死咗』。」深切治療部，顧名思義，那裏的治療是高度密集的，不
斷會有人來照顧你，病房裏永遠充斥著醫療程序。 喉嚨被一條喉管佔據，
連雙手也被綁著，每隔一小時就要量血壓，做檢查，抽痰。她坦言，雖
護士們都很温柔，但每當快要入睡時就被喚醒做各種醫療程序，又不能
進食、講電話同見親人朋友，真的很辛苦。「辛苦到有一刻想講『你唔
好再救我啦。』」Christy 這樣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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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切 治 療 部 裏 的 醫 療 器 材 不 斷「 嘟 嘟 聲」 的 運 行 著， 又 痛 又 累 的
Christy 在這刻，只能像一株植物一樣在病床上感受世界，聽著這些聲
音默禱。也許是信仰的力量，Christy 禱告時，腦海浮現起一幅圖畫：
一個晚上，她站在岸邊向遠方眺望，見到一個平靜的海，星星點綴夜空，
海浪一起一伏。慢慢地，海浪聲與呼吸機的響聲互相融合。然後下一秒，
Christy 看到自己離開地球，俯瞰地球在宇宙中輪轉，她覺得地球這個
生命體就像在呼吸一般。看到這樣的景象後，她內心充滿讚嘆，同時意
識到在造物主之下，自己是渺小的，而自己的免疫系統出現變異亦是很
小很小的一件事。

Christy 感覺自己的「靈」與世界連接，意識到上帝在管理著這個世界，
亦在看顧著 Christy。即使當時的禱告沒有言語、沒有文字，只有她的
心跳、她的呼吸，上帝都願意傾聽。這時，Christy 才真正明白人的價
值不是一個數字，亦不是別人能夠釐定，而是一種無法量化，只有造物
主才知道，才可定義。 

同時， 亦讓她回憶起自己患病前， 作為一個自閉女童的家庭教師的經歷：
「喺我全心全意照顧佢嗰陣，佢都開放（個心）俾我，令我有個咁幸福
嘅經驗。或者呢份就係『被需要』嘅禮物，嗰種互動好有意義，好令人
滿足、幸福。」所以，也許被照顧也可以是一份對別人的祝福，病人也
有自己的價值。而對照顧者來說，病人的需要亦同樣是一份互相需要的
禮物。

她這才明白到比起 Dependence（獨立）， Interdependence（相互照顧）
才是更「人性」、「真實」的事物。「我冇得要求自己係 somebody，
我唔比人重要；但同時，人哋都唔比我重要，我哋係互相需要。喺接納
到自己需要其他人嘅時候，你就係被需要嘅。」她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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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別

在深切治療部出院不足一年後，醫生懷疑 Christy 的病因是胸腺瘤，建
議她作胸腺切除術。Christy 知道胸腺切除術有許多併發症，出血、感
染……有些重肌無力症患者在做完手術後甚至無法自主呼吸。故此，她
做了一件從沒做過的事， 一件大多是老年人在臨終前才會做的事， 寫「平
安紙」，即「立遺囑」。

在等待進行不同術前程序期間，Christy 上網搜尋合法平安紙的格式，
認真思忖自己喪禮的形式以及遺產分配的方式。她又想到，愛犬阿信在
她死後要交由誰照顧呢？要在平安紙寫上甚麼內容，令妹妹、自己服務
的小朋友會更好的應對悲傷？媽媽、婆婆又如何面對自己的死亡？想到
這裏，Christy 十分痛心，亦發覺很難寫出一張令大人和小朋友都接受
的平安紙。

Christy 還記得，在她寫平安紙的時候，她的朋友感到很崩潰，覺得她
好像很「灰」、「想放棄」，他們甚至會勸她不要寫，認為沒有必要，
她坦言自己當刻其實很需要有人陪伴她做這件事。反而護士們知道她在
寫平安紙並沒太大反應，也許是因為知道 Christy 著實有需要把事情安
排妥當。護士們這種淡然，又不禁令 Christy 猜想他們是否知道自己快
將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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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除胸腺最終沒能讓 Christy 痊癒，但她慶幸有這麼一次思考死亡的機
會，讓她後來在陪伴婆婆離世時有更好的預備。

Christy 自小由婆婆照顧，二人關係無與倫比。無論病發前後，婆婆總
是無條件陪在 Christy 身邊支持她。隨著歲月流逝，婆婆逐漸衰老，無
可避免要面對死亡。在婆婆走在生命最後一段日子，Christy 把她從醫
院接回家。甫回到家，婆婆便說：「天父要嚟接我走啦。我願意。」

在婆婆彌留之際，大概因為有過思考死亡的經歷，Christy 明白到婆婆
需要自己陪伴她面對死亡，好使她不覺孤單。因此，Christy 每次見到
婆婆，都會輕輕地親吻她，叫她不需用力張開眼睛，又會在婆婆耳邊輕
聲鼓勵：「你就嚟畢業啦。排緊隊，就嚟到你㗎啦。」藉此安慰婆婆，
陪伴她走到生命的終點。

Christy 記 得， 婆 婆 離 開 那 天， 陽 光 是 明 媚 的， 很 溫 暖， 很 溫 暖。
Christy 在客廳裡放了張床，讓婆婆倚在上面，臉朝著窗，又在旁邊架
起手機，讓表弟妹和親戚透過 Facetime 看著呼吸微弱的婆婆。婆婆雖
然瞪大了雙眼，眼神卻很空洞，就像看不到東西一樣。那一刻，Christy
不懂得如何反應，但很快，她便跟婆婆說：「你好快睇得返㗎啦。」因
為她知道，當刻最重要的，並非自己的感受，而是婆婆的感受。

到了下午，Christy 見婆婆嘴唇乾巴巴的，就把水送到她嘴邊。出乎意
料地，連續幾日拒絕飲水進食的婆婆竟然輕輕地啜了幾口。當婆婆啜完
最後一口水，把最後一道力氣也用完， 便再也沒有呼吸了。最後的三
口水，似乎是婆婆努力表達再見的方式。當刻，Christy 亦向婆婆作出
最後道別：「唔駛驚，我哋喺到。你唔駛再去醫院，亦都冇人會再搞你
㗎啦。」Christy 沒想過在婆婆離開的時候，自己會像婆婆過往到醫院
探望自己時一樣，說「唔駛驚」。大概這個相互服侍的機會，對她而言
也是一種福氣，她形容：「婆婆走嘅時候畀機會我服侍佢，係佢畀我嘅
一份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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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經歷亦令 Christy 發現，當每個人走到人生最後那段路程時，最想
要的就是自己珍惜的人的陪伴，因為人活著的意義就是愛。她又想起家
中有一株茂密多肉植物，葉子枯落後會長出另一株新的植物。也許生命
就是如此，生命的離開是為了新生命的誕生，而 Christy 的婆婆，就像
一顆種子那樣，她的精神永遠都會在 Christy 心裡茁壯生長。

疾病，令一直服務兒童的 Christy 由施予者變成被照顧者，而陪伴親人
的離開，又令她再次擔起照顧者角色。這種身份角色轉換的經歷，令
Christy 對於「施予者」和「被照顧者」的需要，都有了深刻的體會，
也對於需要幫助的人多了一份同理心。Christy 認為，面對看似沒有生
產力、需要幫助的人，她不應只是以同情的眼光去看待他們，而是應該

在精神、心態上與他們對等，並肯定他們的價值。

 對生命的「肉緊」

嘗過肉體與精神的無力，經歷了連手都舉不起、跌倒之後站不起來、說
一句「唔該」都覺得充滿負擔的時刻，也體會過只能躺在床上接受照顧
的無奈，Christy 更察覺到生命中微小而幸福的部分，對人與人之間的
關係也有了新的理解。原來嘴巴能夠嘗到食物的美味，眼睛能夠看到三
色交通燈在閃爍，皮膚可以感受涼水的溫度，都是值得珍惜的幸福瞬間。
她亦領悟到，原來人其實是互相需要的，沒有誰比誰重要，能夠接受別
人幫助也是對照顧者的一份祝福。 
 
Christy 說 :「呢個病賦予我一啲生命。有時我會諗，如果冇呢個病，或
者我不會知道自己對生命有幾咁認真、『肉緊』。」看似三言兩語就輕
輕道出了患病六年的感悟，但從 Christy 簌簌落下的眼淚，大概可感受
到這句說話承載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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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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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肌無力 
香港肌無力協會 

連不少醫生也未接觸過重症肌無力症 ，對此病感到陌生，有病友只患
普通傷風感冒，都因是肌無力病者而被醫生拒諸門外。 

重症肌無力症（Myasthenia Gravis）又名重症肌無力 / 肌無力，英文
簡稱為 M.G.，是一種神經肌肉間傳遞功能障礙的長期疾病。 女性的發
病率比男性高出一倍。 一般病發於女性 20-30 歲， 男性通常介乎 50-60
歲。統計每十萬人當中有五至十人患此病。 

暫時醫學上尚未知什麼原因 ( 病原體 ) 令人患上重症肌無力，它是一個
發生於肌肉突觸的自體免疫疾病。當人體的免疫系統出現紊亂，並且產
生自體抗體，從而錯誤地攻擊神經和肌肉之間的連接處，影響正常肌肉
發力，此病症就會發生。 

在臨床症狀上，MG 可分為眼肌無力或全身型肌無力，眼肌型即眼部肌
肉受影響，引致眼簾下垂或雙重視覺（重影），全身型即身體其他肌肉
如四肢、吞嚥及呼吸肌受影響，如負責呼吸或吞嚥的肌肉受影響，則會
發生呼吸或吞嚥困難，有致命危險。重症肌無力患者在持續長時間工作
或活動時，肌無力會加重，休息後會有好轉。

重症肌無力病人約有 10% 合併胸腺腫瘤，70% 有良性的胸腺增生。胸
腺切除術適用有胸腺瘤且對藥物治療反應不佳者，可降低藥物使用量及
改善症狀有 75% 患者的胸腺有異常；其餘 25% 有腫瘤 ( 良性或惡性 )，
及經常會找到其他異常。此症通常會在切除胸腺後保持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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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肌無力危象 

呼吸肌受累時出現咳嗽無力甚至呼吸困難，需用呼吸機輔助通氣，是致
死的主要原因。（急驟發生延髓肌和呼吸肌嚴重無力，以致不能維持換
氣功能）。吞咽肌無力和呼吸肌無力者易發生危象，如不及時搶救，可
危及生命。 

臨床檢查 

Tensilon ( 騰喜隆測試 ) 試驗；重複性電生理測試；單纖維肌電圖；血
液抗體測試 ( 包括 AChR / MUsK / LRP4 / Agrin) 

註：並不是全部重症肌無力症患者的抗體指數都會異常上升，在全身性
肌無力型患者產生陽性比例約為 87％，眼肌型為 58％，所以還是要配
合其他檢查，才能判定。 

治療 

在藥物方面，醫生會處方 Mestinon（大力丸）短暫改善肌肉無力症狀 
，類固醇 (Prednisolone) 是進一步之藥物治療，以及其他免疫抑制劑。
大剖分重症肌無力症病者在適當治療下病情會穩定，但須長期服藥。 

在 針 藥 治 療 方 面， 免 疫 球 蛋 白 針 劑 (IVIG) 及 標 靶 藥 物 利 妥 昔 單 抗
(Ritmixmab) 是病情反覆或嚴重之重症肌無力病人的考慮之一。 

若以上藥物仍無法控制 / 改善病情，醫生有可能安排血漿置換術（又名
換血 / 洗血）。在某些情況下，例如進行手術前，醫生或會因患者情況
而安排術前血漿置換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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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 ( 胸腺切除 ) 

胸腺因為被認為與引發不正常的免疫反應有關，所以切除胸腺，也可使
某些病人症狀得到改善。故此在適當情形下，患者可接受胸腺切除術，
數字顯示有三分一病人在手術後病情得到改善，三分一病人在手術後病
情未有改變，但亦有三分一病人在手術後病情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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