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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德義出席去年
的全球同抗愛滋病
運 動 2018 啟 動
禮。
資料圖片

今日香港
每年 12 月 1 日是「世界愛滋病日」，
衛生署舉辦「為愛出力──全球同抗愛滋
病運動 2018 啟動禮」，呼籲公眾加深認
識愛滋病，以及支持愛滋病感染者。食物

市民為愛出力
紅絲帶繫世界
紅絲帶
繫世界

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表示，愛滋病新增
確診個案有上升趨勢，籲高風險群組每年
接受病毒測試。

■李偉雄

福建中學（小西灣）助理校長

模 擬 試 題

■HIV在感染早期沒有病徵，只能透過檢驗血液知道。
資料圖片

重 要 概 念
．全球抗愛滋病運動
12 月 1 日是世界愛滋病日，這天旨在提高公眾對 HIV
引起的愛滋病在全球傳播的意識。訂為12 月 1 日，是因
為第一個愛滋病病例是在1981年同日診斷出來。
時至今日，愛滋病已造成超過 2,500 萬人死亡。愛滋
病日的概念來源於 1988 年，由全球衛生部長在關於愛
滋病預防計劃的高峰會議上提出，從此被全球各國政
府、國際組織和慈善機構採納。 世界愛滋病日的標誌
是紅絲帶，表示對 HIV 陽性者及與他們的共同生活者
的關懷與接納，並團結一致對抗愛滋病。
．預防感染愛滋病毒
性行為傳染：固定性伴侶，並考慮對方是否也固定性
伴侶；避免性暴力，減少性行為過程中有傷口出現；全
程正確使用保險套，並選擇水性潤滑液。
血液傳染：若有輸血需要，應使用檢驗合格的血品；
使用拋棄式針頭、空針、針灸器具；器官移植、人工受
精等應先檢測 HIV 抗體或抗原；避免共用刮鬍刀、牙
刷。
母子垂直感染：婚前、產前應做愛滋病毒抗體的檢
驗；孕期中應做愛滋病毒檢驗。

資料A
2018 年首三季新確診愛滋病病毒感染個
案有 452 宗，當中 20 歲至 29 歲的年輕人佔
近三成，比例為眾年齡群組中最高，當中又
以男男性接觸者為主。
資料B
年輕人預防愛滋病的意識不足，未有掌握
保護自己的能力，甚至在朋輩影響下進行不
安全性行為和濫用藥物，情況令人憂慮。市
民應正確使用安全套，進行安全性行為。
資料C
為提升大眾對愛滋病的了解和關注，衛生
署紅絲帶中心籌備了一系列以「為愛出力」
為主題的愛滋病宣傳推廣及公眾教育活動，
透過社交平台、網絡短片和深入社區的街站
等方式接觸市民，讓他們了解及早診斷和治
理愛滋病的重要性。

■何大一研發出雞尾酒療法後，愛滋病的
死亡率已大幅降低。
資料圖片

(a) 利用資料B，說明資料A所顯示的現象。
(4分)
(b) 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政府向市民發放
公共衛生資訊有什麼特點及作用？
(6分)
(c) 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愛滋病病毒感染個
案增加會對社會產生什麼影響？
(8分)
■紅絲帶象徵對 HIV 陽性者及與他們的共同生活者
的關懷與接納。
資料圖片

參 考 答 案
(a) 在資料 A 中，新確診愛滋病病毒感染個案有
452 宗，當中 20 歲至 29 歲的年輕人佔近三成，比例
為眾年齡群組中最高，出現了感染年輕化的趨勢。
首先，資料 B 指出，年輕人對愛滋病預防的意識
不足，未能掌握保護自己的能力，不懂正確使用安
全套，進行安全性行為。
其次，年輕人為了得到朋輩認同，在朋輩影響下
可能會進行不安全性行為和濫用藥物，尤其是男男
性接觸染病情況令人憂慮。
(b) 現代人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接觸到各種不同
類型的健康訊息。人們對健康的理解，既受到他們
所接收的健康訊息影響，也受到他們的個人背景因
素影響，其中包括文化種族、宗教信仰、教育及收
入水平、年齡及身體狀況。
政府提醒市民採取正確而有效的預防愛滋病的措
施，可大大減低他們染上疫症的機會，保障個人健
康及安全。對社會整體而言，若個人能掌握正確資
訊，學懂自我保護，感染人數因而減少，將有助紓
緩醫院及防疫人員照顧染愛滋病病人而面對的壓
力，確保不幸染上疫症者，不致由於醫護人員工作
量繁重而不獲素質良好的治療。發放準確的公共衛
生資訊，亦有助對抗謠言，安定人們情緒，減少因
恐慌而出現的社會動亂。
(c) 公眾層面：愛滋病病毒感染個案的增加提高了
公眾對公共衛生的警覺性。疫潮過後，公眾意識到
只有做好各種防範措施和掌握最新的健康資訊，才
能有效控制和預防感染愛滋病，預防方法包括：固

定性伴侶，並考慮對方是否也固定性伴侶；避免性
暴力，減少性行為過程中有傷口出現；全程正確使
用保險套。除了公眾的意識，傳媒的報道和通報機
制，令公眾得以掌握最新健康資訊，如 2018 年首三
季新確診愛滋病病毒感染個案有 452 宗，當中 20 歲
至 29 歲的年輕人佔近三成，比例為眾年齡群組中最
高，當中又以男男性接觸者為主。這些資訊可警惕
市民，提早防範，令感染機會得以減少。
政府層面：當愛滋病病毒感染個案增加時，個人
固然需要作出適當的防禦措施。若病情蔓延、染病
者大增，政府亦需要作出適當措施，並透過不同的
途徑，例如傳媒的報道和健康宣傳，向公眾發放有
關的資訊和指引，加強公眾的關注和行動。
資料 C 中指出，為提升大眾對愛滋病的了解和關
注，衛生署紅絲帶中心籌備了一系列以「為愛出力」
為主題的愛滋病宣傳推廣及公眾教育活動，透過社交
平台、網絡短片和深入社區的街站等方式接觸市民，
讓他們了解及早診斷和治理愛滋病的重要性。
國際層面：隨着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關
係越來越密切，大規模的傳染病會變得難以控制。
國際組織憑藉其相對充足的資源和號召力，在預防
及控制疾病的工作上取得成果。例如，每年 12 月 1
日是世界愛滋病日，這天旨在提高公眾對 HIV 引起
的愛滋病在全球傳播的意識。愛滋病日的概念來源
於 1988 年，由全球衛生部長在關於愛滋病預防計劃
的高峰會議上提出的。從此，這個概念被全球各國
政府、國際組織和慈善機構採納。世界愛滋病日的
標誌是紅絲帶，表示對 HIV 陽性者及與他們共同生
活者的關懷與接納，並團結一致對抗愛滋病。

尖 子 必 殺 技
延 伸 閱 讀

大眾存誤解 患者受歧視

透過日常學習，我們都知愛滋病是一
種危害極大的傳染病。從病理的角度而
言，愛滋病病毒（HIV）是一種攻擊免
疫系統的病毒。當中可能會導致人體喪
失免疫功能，變得容易感染各種疾病，
嚴重者或會因併發症死亡。
由於病毒的潛伏期一般為八年至九
年，確診前一般沒有任何症狀，由此令
社會出現「恐怕得愛滋病」（簡稱「恐
愛」）的人群，他們時常受自身恐怕患
上愛滋病負面心理因素所影響。
本港現時有「香港愛滋病基金會」、
「愛滋病顧問局」及「香港青少年愛滋
病教育中心」等團體，致力於預防、檢
測愛滋病工作，以及為受影響人士提供
必要的支援。從近三年衛生署公佈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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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病確診人數可以得知，2015 年至 2017
年間，確診人數從725例減少至681例，
跌幅將近一成。
表面上，愛滋病傳染源似乎得到了有
效的控制，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每年仍
有不同確診個案情況出現，說明即使在
政府及各社會團體致力於愛滋病預防工
作，實際上大眾對於愛滋病的預防意識
並不足。再者，因確診個案的增加，無
疑更為社會加重負擔。
「只要社會上有一名被確診為愛滋病
帶菌者，就有可能蔓延至其他人身
上。」相信在不少人心中都有這樣的想
法。正如上文所述，由於愛滋病被普羅
大眾「標籤化」，以及對該病理的了解
不足，故愛滋病常被認為是一種無可救

．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通識博客 / 通識中國
．百搭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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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的「怪病」，令社會上產生了各種的
分歧。
對於健康市民而言，他們擔心其自身
的健康發展受到威脅；對於愛滋病帶菌
者而言，他們就像社會上的「性小眾」
群體一樣，常不能得到社會大多數人對
他們的客觀正視及公平對待，有時還會
因此遭受歧視或非議。
例如在日常社交活動方面，不少人擔
心與愛滋病帶菌者聚餐、握手及擁抱等
行為，會被感染愛滋病病毒。
當然，這些都是謬論，愛滋病病毒只
透過人體內血液、精液、乳汁等體液傳
播，日常生活根本不會傳播病毒。
隨着政府對醫療科學技術的大力支
持，各項關於愛滋病治療的研究方法隨

．通識博客 / 通識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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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被人們發掘。現階段治療愛滋病病毒
的目標，以持續盡量降低病毒量為主，
確診者一般透過藥物治療維持自身抵抗
力所需。自從科學家何大一提出對抗愛
滋病的「雞尾酒治療法」，令愛滋病患
者的死亡率大幅降低，甚至有評論將愛
滋病剔出世紀絕症的名單；2018 年 4
月，香港大學宣佈研製出一種新型抗體
藥物，能保護細胞不被愛滋病病毒感染
和清除愛滋病病毒。
隨着各地近年來加強預防愛滋病，作
為國際大都會的香港也積極響應其中，
相信實現「零愛滋」的目標可謂指日可
待。
■潘浩榮
中國政法大學大二法學系學生
通識教育科5★考生

．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STEM百科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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