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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濫用抗生素

「最後殺手鐧」恐失效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WHO) 昨 日 發 表 研 究 報
告，指出部分國家濫用抗生素情況嚴重，其
中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更大量使用被列為

意大利西班牙日本情況嚴重

「備用類」、即本應作為最後治療手段的強效
抗生素。世衛警告一旦人體習慣使用抗生
素，會導致細菌對抗生素含抗藥性，變為
「超級細菌」，一旦強效抗生素失效，人
類最終將失去治療手段。世衛必要藥
物部主任希爾呼籲各國盡快採
取行動，如規定抗生素必須
由醫生處方使用，以杜絕病
人不必要地濫用藥物。

世衛去年推出抗生素分級制，將抗生素分
為「可用類」、「慎用類」、「備用

類」3 級，呼籲各國優先使用屬於「可用類」
的盤尼西林類(Penicillins)抗生素，只在其餘藥
物無效等情況下，才動用多黏菌素(Colistin)等
「備用類」強效抗生素，以避免細菌一旦對強
效藥物呈抗藥性，連帶所有抗生素失效。

■抗生素協助治療
結核病、腦膜炎等
細菌感染疾病。
網上圖片

蒙古每千人日均攝64片
昨日公佈的《抗生素消耗監測報告》研究了
全球 65 個國家使用抗生素的情況，報告顯
示，意大利、西班牙、日本等國家，經常使用
「備用類」藥物。意大利每日消耗的抗生素
中，2%為「備用類」，較德國高3倍，更較英
國高6倍。
日本平均每千名國民日均抗生素攝取量為
14.19 劑，數目僅為韓國的一半，但在使用
「備用類」抗生素上，日本比例卻高達
1.1%，遠高於韓國的0.2%。
報告亦指出，在 65 個國家中，蒙古消耗抗
生素情況最為嚴重，平均每千名國民日均抗生
素攝取量達 64.41 劑。非洲國家布隆迪消耗量
最低，日均攝取量為4.44劑。

土國日均用量高荷蘭3倍
在歐洲、中東國家中，荷蘭日均抗生素攝取
量達9.78劑，英國的用量較荷蘭高一倍，土耳
其則較英國再高 1 倍，日均攝取量達 38.18
劑。
報告不包括美國、中國、印度等國家。世
衛在聲明中強調，全國各國使用抗生素的差
距懸殊，一方面反映部分國家濫用抗生素，
另一方面亦反映部分國家缺乏渠道取得藥
物。
抗生素自 1920 年代以藥物使用以來，協助
人類治療結核病、腦膜炎等細菌感染疾病，拯
救數千萬人的性命。希爾警告，一旦抗生素及
其他抗菌藥無法起效，人類將無法治療肺炎等
傳染病。
■路透社/法新社

英警告倘細菌抗藥性續增
300 萬宗普通手術風險飆
英國公共衛生部近期發表報告
指出，由於細菌對抗生素的抗藥
性持續增加，即使病人接受剖腹
產子和髖關節置換等常見的手
術，也會面臨生命危險，估計日
後約 300 萬宗普通手術的風險將
大大增加，儼如令醫學界倒退至
「黑暗時代」。當局計劃加強宣
傳，呼籲公眾聽從醫護人員意
見，減少濫用抗生素。

衛生部數據顯示，去年有 38%
病人即使出現咳嗽、感冒和喉嚨
痛等病症時，仍會要求醫生處方
抗生素，但這些病症可能由病毒
引起，往往可自行痊癒，而抗生
素無法發揮效用。倘若病人長期
服用抗生素，可能令細菌產生抗
藥性，例如因傷口受細菌感染而
患上可致命的敗血病，病例在
2013年至2017年間增加35%。

衛生部指出，1/3病人在接受普
通手術前或康復期間均會服用抗
生素，減少細菌感染機會，倘若
抗生素失去效用，感染個案將增
加一倍，可能危害病人生命。衛
生部醫務總監考斯福德表示，服
用抗生素看似無害，但長遠可損
害自身和家人的健康，故病人應
聽從醫護人員意見，在有需要時
才服用。
■綜合報道

傳美擬禁售傳統薄荷煙
英美煙草股價急瀉 11%
美國食品及藥品管理局(FDA)繼
擬立法禁售有味電子煙後，亦有
意禁售傳統薄荷煙，消息拖累煙
草商股價，生產主要薄荷煙品牌
Newport 的英國英美煙草(BAT)昨
日股價一度急瀉 11%，跌至 29.5
英鎊的2014年以來低位。
FDA上周宣佈，計劃禁止便利店
及油站出售大部分有味電子煙，而

薄荷口味電子煙則可轄免。
《華爾街日報》引述FDA官員透
露，當局計劃進一步禁煙，禁售傳
統薄荷煙，原因是薄荷煙吸引不少
青少年吸食。
英美煙草是全球五大煙草生產商
之一，旗下香煙品牌包括Pall Mall
及 Lucky Strike 等。英國巴克萊銀
行前日下調英美煙草目標股價，由

每股50英鎊調低至40英鎊。
富瑞分析師貝內特表示，雖然
美國薄荷煙業務佔英美煙草盈利
25%，但相信即使煙民無法購買
薄荷煙，亦只會改為吸食其他非
薄荷口味香煙，而非選擇戒煙，
對英美煙草盈利打擊有限，形容
其股價急跌是「反應過大」。
■綜合報道

美國佛羅里達州中期選舉結果的爭議持續發酵，由於
州長及參議員選舉候選人的得票差距少於 0.5 個百分
點，故全州67個縣需重新點票。共和黨參議員候選人斯
科特不滿布勞沃德縣的重新點票方式，入稟法院控告選
舉監督員斯奈普斯，引起民主黨人猛烈抨擊。
今次點票風波，令外界想起佛州在 2000 年總統選舉
的點票爭議，當時聯邦最高法院作出裁決，阻止重新
點算有問題選票，令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布什成功當
選。

■共和黨示威者在選舉監督員斯
奈普斯的辦公室外抗議。
奈普斯的辦公室外抗議
。 美聯社

入稟斥監督員無能
布勞沃德縣前日重新點票時，其中一部點票機出現故
障，令過程延誤數小時。斯科特在入稟狀表示，斯奈普
斯無能和管理不善，且未能根據法例定期上報選舉結
果。他同時指責民主黨候選人納爾遜有意將涉嫌欺詐的
選票計算在內，試圖舞弊，形容對方「輸不起」。
部分共和黨人在斯奈普斯的辦公室外抗議，更高呼
「將她(斯奈普斯)收監」口號。由於斯科特是現任佛州
州長，明年 1 月才卸任，佛州民主黨分部執行主管佩尼
亞洛薩表示，斯科特運用職權鞏固權力，損害美國民主
的核心價值。
總統特朗普早前在社交網站 twitter，批評民主黨人試
圖透過重新點票奪取議席，共和黨重量級參議員格雷厄
姆和克魯茲亦紛紛附和。
另外，佐治亞州州長選舉結果亦出現爭議，民主黨
候選人艾布拉姆斯雖然得票落後，但未有認輸，並入
稟法院，要求延遲確認點票結果一天。
■美聯社/法新社

■斯科特不滿布勞沃德縣的重
新點票方式。
法新社

民主黨擬查特朗普濫權報復主流媒體
美國民主黨中期選舉重奪眾議
院控制權，多名民主黨議員前日
表示，計劃在新一屆眾院揭幕
後，調查總統特朗普有否運用
「國家權力」，阻撓電訊商
AT&T 併 購 美 國 有 線 新 聞 網 絡
(CNN)母公司時代華納，以及是
否透過促使郵政部上調網購巨企
亞馬遜的郵費，報復亞馬遜老闆
貝索斯私人持有的《華盛頓郵
報》經常批評特朗普。白宮、

AT&T 和亞馬遜均未有置評。
預計將於新一屆眾院出任情報
委員會主席的民主黨議員希夫，
前日向新聞網站Axios表示，特朗
普曾就亞馬遜郵費與郵政部官員
秘密會談，以及封殺時代華納併
購計劃，質疑特朗普試圖運用權
力，作出政治報復。
預計將擔任眾議院監管及政府
改革委員會主席的民主黨議員卡
明斯亦指出，特朗普封殺聯邦調

查局(FBI)將總部遷往華盛頓郊區
的計劃，以免在現有地點附近的
特朗普酒店生意受影響，他擬就
此進行調查。
卡明斯還表示，他於 9 月曾要
求白宮和特朗普集團，提供特朗
普與其前私人律師科恩有關掩口
費事件的文件，但因民主黨屬少
數黨，白宮未有理會，認為隨着
民主黨在新一屆眾院成為多數
黨，情況將可逆轉。 ■綜合報道

部分國家抗生素使用情況
國家

抗生素用量
（每1,000人每日消耗的「每日
定義劑量」(DDD)）

荷蘭

9.78

德國

11.49

日本

14.19

加拿大

17.05

英國

20.47

法國

25.92

韓國

27.68

土耳其

38.18

蒙古

64.41
資料來源：世界衛生組織

墮胎反被控企圖謀殺
薩爾瓦多少女遭繼父強暴

佛州點票爭議發酵
共和黨批民主黨舞弊

■英國計劃加強宣傳，呼籲公眾聽從醫護人員意
見，減少濫用抗生素。
網上圖片

中美洲國家薩爾瓦多嚴格實施
反墮胎法，禁止在任何情況下墮
胎。20 歲少女科爾特斯被繼父
強姦後懷孕，去年送院時，醫生
懷疑她試圖墮胎，因此報警，科
爾特斯更被控企圖謀殺。案件昨
日開審，科爾特斯面臨 20 年監
禁，但其繼父則未被起訴。
科爾特斯來自農村貧窮家庭，
自 12 歲 起 不 斷 被 70 歲 繼 父 性
侵。科爾特斯一直不知自己懷
孕，直至去年感到劇痛及大量出
血，由母親送院後才發現。急症
室醫生懷疑科爾特斯違法墮胎，
立即報警。科爾特斯在醫院誕下
嬰兒，留院一周後被警方扣押，
不准保釋。其繼父曾到醫院恐嚇
科爾特斯不要聲張，否則殺死她
及其母親和兄弟姊妹，另一病人
聽到後通知護士報警。
科爾特斯的辯護律師德利翁形
容，本案是她見過針對女性的司
法不公事件中，最極端及最荒謬
的一宗。科爾特斯作為強姦案受
害者，飽受打擊，但被扣押期間
不獲任何心理輔導。■綜合報道

■薩爾瓦多婦女曾示威促墮胎合法化
薩爾瓦多婦女曾示威促墮胎合法化。
。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