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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微生物學系團隊透過小鼠實驗
證實，
證實
，該藥物最少能治療 7 種病毒感
染。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珈琋）現有的抗病毒藥物，大多只能夠針對單
一病毒，未來一種「萬用藥」或可扭轉局面。香港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系
的研究團隊發現一種新型的廣譜抗病毒藥物 AM580，經小鼠及類器官實
驗證實，能有效治療大多數呼吸道病毒感染，包括俗稱「新沙士」的中東
呼吸綜合症冠狀病毒（MERS）、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冠狀病毒
（SARS）、H1N1 禽流感與寨卡病毒等。新藥下一步需經臨床測試，有
望最快 5 年後推出市場。相關研究已在最新一期《自然通訊》雜誌發表。

以港大教授袁國勇為首的研究團隊經過
逾兩年深入研究，發現以化學合成物
AM580 作為廣譜抗病毒藥物，可抑制最少
七八種的病毒，且副作用少。

袁國勇日前表示，AM580 將會是一種十
分具有發展潛力的藥物。
他以 SARS 及中東呼吸綜合症為例指出，
團隊發現病人腸細胞中，由磷脂合成上調製
成的雙膜脂質囊泡，猶如「製造病毒的工
廠」，讓病毒能夠躲過免疫系統的監測，故
抑制磷脂的新陳代謝成為關鍵。團隊遂在脂
類化合物庫尋覓到 AM580，有助減少脂肪
酸及膽固醇的合成。
其機理在於脂肪新陳代謝的過程中，一
種名為膽固醇調節元件結合蛋白
（SREBP）的蛋白質尤其重要，AM580 透
過佔據原有結合點，令該蛋白質無法與基因
結合，變相無法製造脂肪酸、膽固醇及雙膜
脂質囊泡，從而令病毒失去「工廠」進行自

已申美專利 將臨床測試
袁國勇表示，團隊已申請美國專利，目
前已有投資者感興趣，未來需要進行臨床實
驗測試，以驗證藥性及安全性，估計藥物 5
年至8年內可以面世。
定價方面，袁國勇指視乎市場需求，需
求量愈高則價格會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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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藥或可期
AM580
「冇得彈」

2003 年 本 港 爆 發
「沙士」一役，引起
&
港大微生物學研究團
隊的關注，及後一直
研究野生動物體內的
新型病毒。SARS 的病毒宿主是中
華菊頭蝠，傳給果子狸後出現基
因變異，並成功傳染人類。港大
至今共發現逾 60 種全新的病毒，
該些病毒均有機會再次透過「中
途宿主」傳染人類。袁國勇強
調，團隊找出病毒後，發現「最
重要是一種廣譜的抗病毒藥。」
利巴韋林是目前其中一款廣譜
性抗病毒藥物，亦是「沙士」爆
發期間的一線藥物，惟其效用於
過去十多年來一直備受質疑。袁
國勇表示，由於利巴韋林對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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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國勇表示
袁國勇表示，
，AM
AM580
580 可阻止病毒大
量複製。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量複製。

石硤尾健康院重置 民記促
「無縫交接」
石硤尾健康院投入服務
至今逾
60 年，政府計劃

重置為石硤尾社區健康中

心新大樓，提供多元化的
一站式基層醫療和護理服
務。政府向區議會提交的最新文件指
出，工程期間將設立臨時診所，預計於
2021 年初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民建聯
「重建石硤尾健康院關注組」昨日與食
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到場視察，要
求臨時診所的服務可「無縫交接」，並
增設夜診及假日門診等服務，以便利區
內巿民求診。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深水埗區議員的
鄭泳舜和深水埗區議員陳國偉及一眾
「重建石硤尾健康院關注組」成員，昨
日邀請徐德義到石硤尾健康院原址及臨
時健康院選址視察。
關注組指出，擬建新大樓預計於 2026
年第二季才能投入服務，故要求臨時診

馬會資助 萬「老友」中醫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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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無間斷」為居民提供醫療門診等服
務，直至新大樓啟用為止，讓市民不用
前往較遠的政府診所或醫療服務點。

鄭泳舜倡增夜診假日診
鄭泳舜表示，由於區內多個大型屋邨
陸續重建落成，居住人口大增，現時的
健康院服務實不足以服區內居民，「現
時區內只有長沙灣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
所提供夜間門診，並無診所提供假日門
診服務，居民如需於假日或夜間尋求醫
療服務，往往只能到醫院急症室或私家
醫生求診，對急症室服務造成負擔。」
他要求當局盡快設置臨時健康院，同
時增撥資源，增設夜診及假日門診服
務，以便利區內巿民於不同時間求診。
他又建議增設專科門診、牙科門診服務
及母嬰健康院、日間醫院等醫療服務，
改善及加強健康院的服務內容。關注組
期望政府能投放更多資源在基層健康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由「香港浸會大
學－賽馬會中醫疾病預防與健康管理中心」推行的
長者保健資助計劃昨日正式啟動。申請人須為年滿
65 歲的香港永久居民，正領取綜援者可於半年內享
有 6 次、每次最多 550 元的全額資助，以支付上述
中心的諮詢費、檢測費和調理費，非綜援長者可獲
半額資助。
賽馬會「擁抱健康」中醫計劃－長者保健資助
安排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支持，預料受惠人
次達 63,000，旨在鼓勵長者定期諮詢中醫師及進行
中醫體質檢測，並善用針灸、推拿等方法調理身
體，希望長者們在中醫的專業指導和照料下，身心
安康。計劃現正接受申請，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詳情可瀏覽計劃網站 https://embracehealth.org.hk/
或致電37933410查詢。
計劃啟動禮昨日舉行，浸大副校長（教與學）周
偉立、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高級經理（復康及醫
療）鍾惠敏、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藝人胡
楓和羅蘭等主禮。
林正財表示，非常樂見長者保健資助的推出，他
相信能提升他們對健康管理的意識及預防疾病的知
識，改善健康水平和生活質素，長遠定能提升整體
公眾健康，有助香港面對人口老化帶來的挑戰。

「沙士」「十分勉強」，醫院管
理局其後亦以蛋白酶抑制劑 Kaletra 作輔助，加上利巴韋林有機會
令患者的基因改變，不論在有效
性及安全性方面亦未清晰，笑言
與新藥AM580「無得比」。
他續說，現時已有一種名為替
米巴羅汀（Tamibarotene）的日本
藥物同為 AM580 的化學衍生物，
用於治療血癌且副作用很小。透
過其臨床經驗，他相信可研發
AM580 及相關化合物作為一類安
全的抗病毒治療方案，理論上更
可造成預防性藥物，「希望這藥
物將來繼續發展，無論有什麼新
發性傳染病，由病毒而來的，我
們都能對付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珈琋

年後面世

抑磷脂新陳代謝成研藥關鍵

行複製的工序。
團隊在小鼠及人類的類器官實驗中，證
實 AM580 雖只會暫時性地影響細胞的脂質
代謝，卻有效抑制多種呼吸道病毒在細胞內
的增生，包括 MERS、SARS、H1N1 流感
病毒、寨卡病毒、腸病毒 71 型和 5 型腺病
毒，並以噴鼻及注射方式均有效。
袁國勇表示，僅需要低濃度的 AM580 已
有效抑制上述病毒，當中以中東呼吸綜合症
的治療效果最為理想，「感染中東呼吸綜合
症的小鼠樣本，注射 AM580 後存活率達
100%，4 天後腦內的病毒數量更跌至 0，可
說是非常有效。」

種病毒副作用少 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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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上，為巿民大眾提供更普及的醫療及
康健服務，並為居民帶來莫大裨益。
區議會文件指出，得到區議會同意
後，當局會盡快啟動有關設立臨時診所
的工作，期望臨時診所可於 2021 年中
可開始使用。擬建新大樓將會提供社區
健康中心、母嬰健康院及胸肺科診所，

相關建築工程預計將於 2025 年第二季
完成，並於2026年第二季啟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重建石硤尾健康院關
注組」
注組
」成員與街坊向徐德
義表達訴求。
義表達訴求
。 受訪者供圖

介入 Sell 流感疫苗 幼童接種比率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流感可引起輕
微的呼吸道疾病，亦可引起肺炎等嚴重併發
症，甚至導致死亡。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早
前進行一項試驗研究，證實為家長提供多項
額外的素材及支援，例如接種疫苗不額外收
費的診所聯絡方法，可成功提升兩歲以下兒
童的流感疫苗接種比率。
香港每年有兩個流感高峰期，分別為夏季
小高峰和較大的冬季高峰期。中大醫學院早
前進行的研究顯示，季節性流感疫苗能預防 6
歲以下兒童感染季節性流感及其併發症達
60%，並減少相關的住院和死亡個案。
是次研究的首席研究員、中大醫學院兒科
學系臨床專業顧問倪以信昨日表示，政府早
年已向 6 個月至未滿 12 歲的兒童提供免費或
資助接種流感疫苗，但接種疫苗比率多年來
仍低於 20%。研究團隊遂進行研究，以試驗 4
項介入措施能否提升接種率。
4 項介入措施包括額外提供一份解釋兒童流
感風險和流感疫苗接種益處的簡明資訊、申
請疫苗資助的半完成表格、接種疫苗不額外

收費的診所聯絡方法及接種疫苗的提示短
訊。
研究團隊於 2014 年至 2015 年間，在公立醫
院共招募833對母子參與研究，並跟進兩年時
間。參加組合被隨機分配為「介入組」和
「對照組」。「對照組」取得一般季節性流
感疫苗資助計劃的資訊，「介入組」則取得 4
項額外的素材及支援。
研究員楊凱婷表示，結果顯示介入組接種
流感疫苗的兒童人數較對照組多近兩倍，證
明該簡單的介入措施可提高兩歲或以下兒童
的流感疫苗接種率。
根據實際疫苗的效用及介入措施的廣泛影
響程度後，估計該措施能有助預防2歲以下兒
童流感相關住院率13%至24%。
她補充，介入措施可廣泛為兒童及社區帶
來正面影響，但於實行方面還有更多工作要
做。團隊希望流感疫苗可被納入香港的兒童
免疫接種計劃當中，以鼓勵更多家長讓他們
的孩子接種疫苗，以防止嚴重的併發症和入
院的需要。

與義工做家人
智障者感安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扶康會目前有3所
「關愛家庭」，以小型成人智障家舍形式，讓智障
成人享家庭生活，並協助他們融入社會。該會昨日
公佈「扶康關愛家庭的社會共融研究」，指計劃成
員認為「關愛家庭」居住環境比標準院舍更好，另
有近80%受訪義工指，參與計劃後更接納智障者。
扶康會現有「關愛家庭」計劃，一般容納最多8
名智障者作為家庭成員，他們與工作人員一同生
活，日間參加日間康復服務、培訓工作坊及輔助就
業服務，部分更公開就業。身為孤兒或父母年老而
無力照顧的智障成人，透過計劃可享有家庭生活。
計劃成員的家屬余先生昨日表示，其子於2008
年起入住扶康關愛家庭，不但獲安排參加各種社區
活動，更在義工的教導下學習使用電腦和瀏覽互聯
網，睡眠窒息症亦漸康復，令他十分欣賞及欣慰。
扶康會指，與政府資助、居住50人的標準院舍
相比，「關愛家庭」成員較喜歡其像家一樣的居住
環境，認為「關愛家庭」讓他們感到安靜、安全和
舒適，並可獲得更多個人關注。
該會並於去年5月7日至30日期間，以問卷調查
成功訪問30位參加「關愛家庭」計劃的義工，近
80%受訪義工認為，在加入服務後，更願意接觸、
接納智障者。同時亦有80%受訪義工指，對智障者
的知識有顯著上升。
扶康會建議政府應就設立小型成人智障家舍展開
研究，並考慮在本港增建小型成人智障家舍，提升
智障者的社會共融及生活質素。扶康會亦促請政府
與有關部門及法定機構制訂政策，例如修訂法例第
613條《殘疾人士院舍條例》，適度放寬對小型院
舍的規管，例如人數、消防及屋宇設備等，並提供
公共屋邨地下的空置單位，令會方設立更多「關愛
家庭」，為智障者提供更優質的院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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