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4 ■責任編輯：潘曉平、鄧世聰 2013年11月24日(星期日)聞新

勁耐藥肺菌奪2命
逾34萬港童高危

專家：舊疫苗感染風險高3倍建議補種「十三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血清三型肺

炎鏈球菌一周內兩奪本港幼童性命。食物及衛

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表示，血清三型肺炎鏈球

菌的耐藥性較強，令治療出現困難，而現存或

以前沿用的「七價疫苗」及「十價疫苗」的覆

蓋度亦不足。有兒科專家指，現時有34.5萬名

兒童只接種「七價疫苗」或「十價疫苗」，其

感染嚴重肺炎鏈球菌的風險，較無接種疫苗的

兒童高3倍，建議他們接種較新型號的「十三

價疫苗」增加免疫力。衛生防護中心轄下有關

肺炎球菌疫苗接種的工作小組將於下月初，研

究需否為所有6歲以下兒童補種「十三價疫

苗」。

2幼童染血清三型肺炎鏈球菌奪命事件
個案 何文田培正小學幼稚園3歲男童 屯門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5歲女童

發病日期 11月12日 11月13日

求診日期 11月12日及14日 11月13日及14日

送院日期 11月15日（入住私家醫院）、 11月16日

11月17日（轉往瑪麗醫院） （入住私家醫院及轉往威爾斯親王醫院）

證實不治日期 11月17日 11月18日

病徵 發燒及咳嗽 發燒、咳嗽及呼吸急促

外遊記錄 無 無

資料來源：衛生防護中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劉雅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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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二胎」政策 港驗胎性別生意料跌

死亡3歲男童曾種兩款舊疫苗

上周日及周一，接連有一
名3歲男童及一名5歲女童感
染侵入性血清三型肺炎鏈球
菌死亡，2人由發病至死亡
僅歷時6天，其中死亡的3歲
男童，曾接種兩種較舊型號
的疫苗。高永文昨日接受電
台訪問時表示，關注2宗感
染死亡個案，又指出血清三
型肺炎鏈球菌的耐藥性較
強，很多抗生素都無效。雖

然衛生署的「兒童免疫接種計劃」，一直為2個月至1歲
的幼童，接種4次肺炎鏈球菌疫苗，但隨 細菌演化出
新型號，幼童以前接種型號較舊的「七價疫苗」及「十
價疫苗」，分別只覆蓋7種及10種細菌，未有覆蓋血清三
型。
本港約於兩年前引入覆蓋血清3型的「十三價疫苗」，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兒科學系教授黃永堅指出，根據統
計處的數字，推算目前有34.5萬名兒童僅接種「七價疫
苗」或「十價疫苗」。更令人擔心的是，美國早於6至7
年前，已發現引入「七價疫苗」後的3年至4年，感染
「較惡」的血清三型及血清19A型肺炎鏈球菌的個案增
加3倍，「注射七價和十價疫苗，就會壓抑上呼吸道的
七價和十價血清型細菌，但其他較毒、較惡的血清型細
菌便會相繼生長。」故美國疫控中心早已建議兒童需要
補打加強劑。

港濫處方抗生素增抗藥性

黃永堅又質疑部分醫生處方抗生素是缺乏針對性，令
本港血清三型肺炎鏈球菌抗藥性達90%，遠高於海外。
他建議，前線私家醫生若發現病童有肺炎跡象，加上病
童曾接種「七價疫苗」或「十價疫苗」，就應處方盤尼
西林，避免使用已有高抗藥性的紅黴素。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 良說，本港由今

年9月底至昨日，共有5宗血清三型肺炎鏈球菌嚴重感染
個案，其中2名幼童死亡，由於死者生前健康狀況良
好，情況令人關注。他指，「十三價疫苗」的保護率只
有60%至65%，而根據現有資料，相信接種疫苗後有效
期亦只有6個月至12個月。但他仍然建議家長，若子女
在2011年1月前出生，就應補打「十三價疫苗」。

高永文：下月初專家開會訂策略

對於是否需要為所有6歲以下兒童補種「十三價疫
苗」，高永文指需有待衛生防護中心「疫苗可預防疾病
科學委員會」轄下有關肺炎球菌疫苗接種的工作小組，
於下月初開會後提出建議，「即使已有疫苗可覆蓋，但
保護率有多高亦是另一問題。專家在考慮某項建議或政
策時，需要有相關數據，例如流行病學或臨床數據，才
可作出考慮」。高永文強調，現時最有效預防感染的方
法，是注意個人及環境衛生，勤洗手，當有不適時應戴
口罩，減少飛沫傳播的上呼吸道感染疾病的機會。當感
染疾病時，高永文亦建議家長不應頻密轉換醫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公眾
骨灰龕位嚴重短缺，導致需輪候時間長
達2年至5年。港府早前提出為新編配的
公眾龕位設置使用期限，加快龕位流
轉。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晨出席
電台節目時表示，為龕位設期限的建
議，其原則和做法都是正確，可有效運
用有限的社會資源。他強調日後任何新
政策，均是針對將來出售的龕位，不會
影響已入灰的龕位，呼籲市民不要擔
心。對於為骨灰龕增設使用期限可騰出
多少龕位，他坦言「恐怕也不多」，但
仍期望社會深入討論解決龕位不足的方
法。
港府早前物色24幅興建骨灰龕場的土

地，務求達至「區區有龕位」，惟至今
只有鑽石山、長洲及青荃路3個項目獲
區議會「開綠燈」。高永文認為，研究
興建新骨灰龕場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交
通問題，尤其大部分市民集中春秋二祭
期間，眾多市民前往拜祭先人，造成嚴
重交通擠塞，引起當區居民不滿。他
說，有關部門正收集墳場及骨灰龕場的
交通流量數據，研究興建新骨灰龕場所
需的交通配套設施，包括興建新路疏導
交通，暫時未有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在內地，醫
院為孕婦鑒定胎兒性別屬非法行為，但在香港則合
法。在港府嚴禁「雙非」赴港產子以後，利用內地計
生政策牟利的非法中介紛紛轉向「介紹內地孕婦赴港
進行胎兒性別鑒定業務」，目前這條灰色產業鏈頗具規
模。但近日內地「單獨二胎」政策有望出台，記者發
現，這些非法中介機構的「胎兒性別鑒定」費用正悄
悄下降。有深圳備孕媽媽表示，若可生二胎則毋須介
意胎兒性別。未來這些非法中介機構的生意料將備受
衝擊。

港血液DNA鑒定性別技術成熟

據了解，婦產科醫師判定胎兒性別的方法有多種，
以往最常見的是超聲波掃描和羊膜穿刺術，但目前在
香港最流行的鑒定技術是「血液DNA鑒定性別」，幾乎
每一家非法中介向內地孕婦推薦的都是該技術。

記者致電一家中介機構，一位姓胡的業務員聲稱，
「血液DNA鑒定性別」技術在外國和香港都已很成熟，
對孕婦和胎兒都沒有任何風險。「只要胎兒達到7周以
上就可以做性別鑒定，準確率高達99.4%。倘若在半年
內沒有引產過，準確率可達到100%。」該名業務員表
示，若有通行證，將有專人陪伴前往檢測。如果不方
便到香港做鑒定，可以在深圳抽血，由工作人員送血
到香港鑒定，出結果僅需2個工作天，屆時會快遞鑒定
報告。

內地中介曾收8,000人幣掠水

隨後，記者在一家機構的網站瀏覽發現，在2011年
前後有大量內地孕婦諮詢該業務，有一些香港私人診
所甚至回覆稱每個月最多有上千名內地孕婦赴港做檢
測。但目前已少有懷孕媽媽開貼諮詢相關業務，就算
有人諮詢，熱心網友的回覆也大多為勸阻。

據悉，「血液DNA鑒定性別」的成本僅是幾百元，
但在內地卻一度高至8,000元人民幣。目前由於從事該
業務的中介機構越來越多，加上受「單獨二胎」政策
有望正式出台的影響，有業務員坦言，費用已是越來
越低。

深媽：倘生2胎性別無所謂

一位前年曾赴港做該鑒定的深圳媽媽承認，深圳超
生罰款很重，之前赴港做該鑒定的確是為了生男孩，
幸運的是她的第一胎為男嬰。「只能生一個孩子的
話，我先生比較喜歡男孩，感覺對家庭未來更有幫
助。但能生二胎的話，就算2個都是女孩也無所謂，至
少孩子長大以後彼此有照應。」該名媽媽告訴記者，
之前是在一私人診所驗血，費用為5,500人民幣，但聽
朋友說，現在費用只需要4,200港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香港私人醫療保險方
案討論多時，港府將於明年初就具體方案展開公眾諮
詢。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強調，政府提出的
醫保方案並非強制性，只屬自願性質，沒興趣購買醫
保的市民將不受影響。而隨 部分使用公立醫院服務
的市民因購買醫保後轉投私院，他相信使用公立醫院
病人的輪候時間將可縮短。
在昨日一個電台節目上，中產人士龔先生促請當局

慎重處理醫保管理問題。他指過去政府推出強積金
後，令基金經理賺錢，對市民的成效卻不大。他擔心
未來的醫保也只讓保險業人去賺大錢，市民若求診時
卻遇上「這不包、那不包」，或需要額外付出大額費

用，就會降低了醫保的成效。

料轉投私院減公院候時

高永文在節目上表示，政府在20年來就私人醫療保
險進行了多輪諮詢，明白市民不希望推行任何強制性
的醫療保險。他重申，政府提出的私人醫保方案只屬
自願性質，並非強制性，而沒有興趣購買醫保的市民
將不受影響。他更相信，部分原先使用公立醫院服務
的市民，購買醫保後會多使用私家醫院，將可縮短使
用公立醫院病人的輪候時間。

盼私院設低保增質素

高永文又承認，有部分保險公司對當局今次的醫保
方案提出反對，當局亦面對 阻力。他解釋，當局推
出自願醫保的同時，亦提出就現有醫保進行規管。他
期望醫保新法例實施後，私人住院醫保設有最低保障
要求，以提高現時醫保的質素。當局將於明年初提出
方案供公眾討論。
政府早前預期，政府推行自願醫保計劃後，保費會

上調10%，但會考慮提供稅務優惠，以鼓勵市民買醫
療保險。政府亦可能設立由政府注資的高風險池，讓
高風險人士購買醫保，但或會設立投保年齡和時間限
制。當局預計明年初醫保計劃展開諮詢再進行立法，
需要4年時間，但具體時間表亦要視乎市民反應。

高永文：自願醫保非強制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衛生防護中心資料顯示，肺炎
球菌感染由肺炎鏈球菌引致，
常見於健康人士的鼻及咽喉，
尤以兒童較為普遍，可同時引
致中耳炎、肺炎及侵入性肺炎
球菌感染，病情嚴重可致命。
感染肺炎鏈球菌病徵，在不同
情況下各有不同，如出現中耳
炎時會發燒、耳痛及流出分泌
物；出現肺炎及腦膜炎時則會
發冷、咳嗽帶痰及精神昏亂；
要治療可服用抗生素，要預防
則可按需要接種疫苗。

入侵腦膜血液可致命

最近肺炎鏈球菌感染死亡個
案再現，據衛生防護中心資料
顯示，肺炎球菌感染由肺炎鏈
球菌引致，該細菌有超過90種
血清型，除了是引致中耳炎和
肺炎的常見病原體，亦可引致
侵入性肺炎球菌感染，如入侵
腦膜 (引致腦膜炎)及血液 (引
致敗血病)，病情嚴重可致
命。上周兩名幼童感染肺炎鏈
球菌感染的死亡個案正是「血
清三型肺炎鏈球菌」。香港中
文大學醫學院兒科學系教授黃
永堅指，此類感染可令患者血

管及紅血球損傷，引發急性腎
衰竭。若兒童同時出現嚴重肺
炎、肺部積聚水及膿，情況將
難以控制。
防護中心資料指出，感染肺

炎鏈球菌，在不同情況下，患
者均可能出現不同病徵，其中
在出現中耳炎時，患者會發
燒、耳痛或有分泌物流出，若
重複感染或會損害聽覺。當出
現肺炎及腦膜炎時，除發燒外
更會分別出現發冷與帶痰的咳
嗽，及頸部僵硬與精神昏亂，
嚴重者可以致死。至於出現敗
血病時，部分病徵與肺炎及腦
膜炎相似，並會額外出現關節
痛與發冷。
肺炎球菌常見於健康人士

的鼻及咽喉，尤以兒童較為
普遍，平日主要經患者咳嗽
及打噴嚏而產生的飛沫，或
與患者親密接觸與觸摸被細
菌污染物件而傳播，潛伏期
一般約1天至3天，高危組別
包括幼童及長者，至於曾患
侵入性肺炎球菌感染、免疫
力受損如癌病與愛滋病患
者、長期病患者如糖尿病、
及植入人工耳蝸等人士，同
樣高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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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兒科學系教授黃永堅推算，目前有34.5萬名兒童僅

接種「七價疫苗」或「十價疫苗」。

■當局解釋，限期僅限於新出售龕位，圖為仁濟

骨灰龕堂「思親公園」。

■高永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