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紀小姐：兒子現時 5
歲，幼稚園近日有較多同
學請病假，他早前也曾出

現感冒的徵狀，我便立刻給他吃了些成藥，如
果情況沒有好轉便會帶他到診所看醫生。我現
在只會帶他到空氣流通的地方，每次外出回家
後亦一定會要他洗手，減低他被傳染的機會。

林女士：我雖然沒有打流感針，但也不太
擔心會患上流感，因為我每天送孫仔上學後
都會到公園做運動，增強抵抗力，但家中也
有成員近日患上流感，所以我最近打掃時亦
較認真，會用漂白水清潔，而我們吃飯時也
會用公筷，避免其他成員被傳染。
邱太：我的兒子現時仍在讀幼稚園，如果

有小朋友患上感冒，他們在學校很容易會交
叉感染，所以我每年都會帶兒子到私家醫生
的診所打流感針，以防他被同學傳染，觀察
所見近日患流感的人的確有所增加，我早前
一早為兒子預約打針，但到達診所後仍要再
等逾一小時才能見醫生。
李小姐：小朋友一起玩耍很容易將病毒傳

染，我的女兒早前生病，而今亦一直有咳，
並將病傳染給只有14個月大的弟弟，弟弟這
個年紀很愛吃手指，一旦接觸到便特別容易
染病，但我擔心小朋友打流感針可能會有副
作用，所以沒有為他們打針，只好多提他們
洗手，並避免帶他們到人多擠迫的地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撰文/攝影

流感追魂 九天十死
病毒陽性率升至15% 市民宜做好預防

公院病床續爆 急症「擠中有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冬季流感高
峰期殺到，各大公立醫院嚴陣以待。據醫管
局公佈前日醫院服務數據，除仁濟醫院內科

住院病床使用率為 91%外，其餘均超過
100%，其中基督教聯合醫院的病床使用率
更高達123%。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在瑪麗

醫院急症室所見，由於醫護人手增加，令處
理效率提升，急症室輪候人數雖多，但秩序
良好。
瑪麗醫院昨日求診人數眾多，不少是長者

和幼童。院方在急症室豎起告示牌，提醒患
者目前正處冬季服務高峰期。急症服務求診
病人持續增加，輪候時間相應延長，建議患
者考慮使用私營門診服務，並提供網上資訊
鏈接供患者查詢。
候診室內稍顯擁擠，但仍有空位。日間非
急診病人等候三四小時可獲診治，與平時輪
候時間差不多。有醫護人員表示，目前仍是
流感高峰期開始階段，仍未見流感人數驟升
情況。
據醫管局昨日公佈的數據顯示，前日全天

往公立醫院急症室首次求診人次為4,842
人，較非服務高峰期（參考2015年第二及
第三季）的平均數5,900人為低，經急症室
入內科人士為818人，亦較平均數850人
低。
內科住院病房前日的使用率為108%，最

爆滿為基督教聯合醫院（123%），之後依
次為屯門醫院（117%）、將軍澳醫院
（116%）、博愛醫院（113%）、威爾斯親
王醫院和伊利沙伯醫院（112%）、北區醫
院（107%）、那打素醫院和明愛醫院
（105% ） 、 律 敦 治 及 鄧 肇 堅 醫 院
（104% ）、瑪嘉烈醫院和廣華醫院
（103%）、東區醫院（101%）、瑪麗醫院
（100%）及仁濟醫院（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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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坊自保之道 勤洗手打疫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香港近日氣溫驟降，正式踏入冬季流感季節。截至前日的9天內，公立醫院及

私家醫院今年已錄得24宗成人流感嚴重個案，其中10人死亡，7人為65歲以上長者，另有1宗兒童嚴重個案。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呼籲社會各界提高警覺，做好個人保護措施，預防流感。醫院管理局表示，會作出全面

配合，並已制訂連串應對流感措施，盡早為病人提供適切治療。

香港已
經進入冬
季流感季

節，公立醫院及私家診所近
日因為流感而求診的人數都
有所增加，有醫生提醒市民
如出現咳嗽、喉嚨痛及發燒
等流感病徵便應盡早求醫，
指一旦延誤醫治有可能引發
更嚴重疾病。
家庭醫生關嘉美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其診所
今個星期因為流感而求診的
病人數目較上星期增加最少
兩成，指頭痛、喉嚨痛、咳
嗽、流鼻水及發燒等都是流
感的病徵，並特別提醒市民
不要以為抵抗力較弱的小朋
友及長者才會患上感冒。

她指，成人較少打流感
針，亦因為工作關係有較長
時間要逗留在港鐵及巴士等
人煙稠密的地方，有較多機
會接觸流感病毒，提醒成年
人亦不能輕視流感所帶來的
威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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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初流感殺4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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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節性流行性感冒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
引致的急性呼吸道疾

病。在本港，流感一般於1月至3月和7月至8
月較流行。已知可感染人類的季節性流感病毒
有三種類型：甲型、乙型和丙型。甲型流感病
毒可依據病毒表面的血凝素（haemaggluti-
nin，即H）及神經胺酸酶（neuraminidase，
即N）兩種抗原類型，再細分為不同亞型。

目前在人類中流行的季節性甲型流感病毒
有兩種亞型，分別是甲型（H1N1）pdm09
和甲型（H3N2）。在2009年春季，前者首
次出現並導致人類感染個案，現時已成為全

球季節性流感病毒株之一。流感病毒會不時
衍生新的病毒株，且沒有規律。因此，世界
衛生組織每年會建議流感季節應採用的流感
疫苗組合。
本港每年均會出現流感季節，去年冬季流

感季節於2月中開始，至4月中結束，其間錄
得66宗成人嚴重或死亡流感個案，當中41
人死亡，以及5宗兒童嚴重流感個案，當中1
人死亡。
至去年5月中至8月底則屬夏季流感高峰

期，共錄得576宗成人嚴重或死亡個案，共
428人死亡，以及19宗兒童嚴重流感個案，
有3人死亡。 ■香港文匯報記者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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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醫院昨日求診人數眾多瑪麗醫院昨日求診人數眾多，，不少是長者和幼童不少是長者和幼童。。
■■天寒地凍易感冒，市民外出應保暖
禦寒。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

■■邱太

■■紀小姐 ■■林女士

■■李小姐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黃加慶出席季節性流
感簡報會。 中通社

■■醫院管理局已制訂連串應對流感措施醫院管理局已制訂連串應對流感措施，，
盡早為病人提供適切治療盡早為病人提供適切治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宣佈，本地季節性流
感活躍程度在上周繼續上升，並超越

基線水平，顯示香港已踏入冬季流感季節。
中心收集的呼吸道樣本中，季節性流感病
毒陽性百分比，由截至去年12月30日一星
期的9.76%，上升至隨後一星期逾15%。過
去一星期，流行流感病毒主要為乙型流感，
甲型流感的活躍度則較低。

小學高危高峰未至
在聖誕及新年假期後，中心錄得的院舍/
學校爆發流感樣疾病個案亦上升，由截至去
年12月30日一星期的2宗涉及6人，增至上
周的5宗涉及21人。本星期首3天已錄得13
宗涉及46人。爆發個案主要在小學，共有8
宗。
公立醫院和私家醫院有合作監測18歲或
以上成人感染流感而需入住深切治療部或死
亡個案的機制。截至前日，共錄得24宗個

案，其中10人死亡，有7人為65歲以上長
者，其餘3人由50歲至64歲不等。惟病人
入住深切治療部或死亡的原因，或由其他急
性情況或慢性疾病引致。同時，中心亦錄得
1宗兒童流感相關的嚴重併發症個案。
中心總監黃加慶昨日與傳媒會面時指出，

這兩周的嚴重個案數字及死亡數字，難以反
映整季的數字，目前評估今年的冬季流感季
節是否嚴重屬言之尚早。

接種疫苗兩周生效
他承認，目前未知今季流感高峰期何時出

現，但過往的冬季流感季節維持約16星
期，預計今季都會持續數月，相信流感活躍
程度在未來數星期會繼續上升，並維持在高
水平一段時間，呼籲市民時刻注重衛生。
黃加慶指出，本港現時流行的流感病毒

株，與現時採用的北半球流感疫苗中的流感
病毒株相似，但因人體在接種疫苗後需約兩

星期產生抗體，故特別提醒兒童、長者和長
期病患者盡早接種流感疫苗。

公院戒備檢測大增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感染及應急事務）劉

少懷表示，醫管局已制訂應對流感策略，公
立醫院亦已作好全面戒備，在快速測試、臨
床治療指引、監測個案、感染控制等各方面
均已準備就緒，盡早為病人提供適切診斷及
治理。
他續說，公立醫院已加強病毒檢測服務，

提供準確度較高的快速測試，今年覆蓋範圍
會擴闊至所有出現流感病徵病人，測試數量
預計由去年的3萬個增至今年的10萬個，以
便協助及加快對病人的臨床管理決定及作出
相應的床位調動安排。
劉少懷指出，公立醫院亦已加強各項感染

控制措施，醫護人員會按既定臨床指引為求
診病人作風險評估，將病人分流治理；對患

有流感樣徵狀病人採取標準及飛沫傳染防護
措施；醫院會定時提醒前線醫護人員、病人
及訪客注意手部衛生；醫院員工若出現流感
病徵，須向部門主管呈報。
他續說，在流感高峰期期間，所有醫護人

員及訪客在進入病人護理區內必須戴上外科
口罩。醫管局已於去年10月起為合資格病
人及醫護人員接種流感疫苗，減低院內交叉
感染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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