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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肆虐東瀛 港人遊日留神
上周新個案達 213 萬宗 全日本 6274 中小學幼園停課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日本近日進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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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高峰期，厚生勞動省昨日公佈，日本上周
估計錄得多達 213 萬宗新增流感個案，按周
增加 49.5 萬宗，全國 47 個都、道、府、縣流
感個案均超出警報水平。全國 6,274 間中小學
或幼兒園需停課或局部停課，按周急增近 11
倍，厚生勞動省估計流感患者數量將繼續上
升。香港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提醒市民，留
意本地和鄰近地區的季節性流感活躍程度正
處於高水平，市民應時刻注意手部、個人、
食物及環境衛生，預防流感和各常見及旅遊
相關傳染病。
5,000 處指定醫院或診
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全國約
所的數據，按照各醫院或診所上周平均接獲近 54

宗新症，推算出全國患者達 213 萬，當中約 60 萬為 9 歲
或以下兒童，約 60%是感染甲型 H1N1 流感，愛知、埼
玉和靜岡縣情況最嚴重。

巴士司機感染影響班次
由去年 12 月流感季節開始起計，日本全國已累積
541.5 萬宗流感感染個案，不少屬集體感染。群馬縣前
橋市一間安老院早前多達 35 名長者一同染上流感，其
中 5 名年齡介乎 83 至 98 歲的患者不治，京都一間殘疾
人士宿舍亦有23人集體感染，一名66歲患者死亡。
流感肆虐亦影響日本社會運作。關東巴士公司昨日宣
佈，旗下170名巴士司機中，多達15人近日染上流感，
最少 3 條路線班次連續 5 天受阻，最快今天才恢復正常
服務。關東巴士發言人形容，情況是過去十多年以來未
見，呼籲員工工作時徹底消毒雙手。
近日日本社交網站出現多則帖文，稱有兒童服用流感
藥物後行為異常，例如大叫大喊、到處衝撞等，更有人
企圖跳窗。東京足立區兒科醫院院長和田紀之警告，兒
童發高燒時可能影響意識，無法區分現實與幻想，導致
行動異常。

預防旅遊相關疾病措施
疾病

要預防蚊傳疾病，外遊時穿着寬鬆、淺色的長袖上衣
登革熱 及長褲，並於外露的皮膚及衣服塗上含避蚊胺成分的
昆蟲驅避劑
到內地或其他受影響地區，應避免接觸家禽、或到濕
貨街市、活禽市場或農場。緊記切勿購買活禽或新鮮
禽流感
屠宰家禽，或接觸家禽、雀鳥或其糞便。若到訪有活
禽場所，必須時刻保持個人及手部衛生


  
   

由於中東國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王國持續錄得有關
個案，到當地旅遊時避免到農場、農莊或有駱駝的市
中東呼吸綜合症
場，避免接觸病人及動物，特別是駱駝、雀鳥或家禽



北半球活躍速接種疫苗
香港衛生防護中心昨日指出，日本的流感活躍程度已
升至甚高水平，當地由定點監測單位呈報的流感樣疾病
個案平均數目，由 1 月份首周的 16.30 顯著上升至第二
周的38.54。
至於世界其他地區，衛生防護中心表示，北半球溫帶
地區的流感活躍程度仍然高企，主要流行的病毒為甲型
（H1）流感。美國、加拿大和多個歐洲國家如英國及
本港鄰近地區，包括韓國、日本、中國內地、澳門和台
灣，亦正處於冬季流感季節。
衛生防護中心強烈呼籲市民，如未有接種今季流感疫
苗，尤其是兒童、50 歲至 64 歲人士、長者和長期病患
者，應盡早接種流感疫苗，以預防季節性流感，因為人
體在接種疫苗後，需約兩星期才能產生抗體。市民如出
現流感症狀，應盡快求診，及早接受合適治療，以免出
現潛在併發症。

麻疹及風疹 接種疫苗是預防的最有效方法。如計劃前往出現爆發或高
（即德國麻疹） 發病率的地方，應先檢視疫苗接種記錄及過往醫療記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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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日聚會期間，應保持食物和環境衛生，進食徹底清
潔並煮熟食物。貝類海產的外殼應洗擦乾淨並去除內
食物中毒
臟才可進食。切勿以生雞蛋作為蘸醬，並應使用不同
筷子夾取生熟食物，以免交叉污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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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醫學院：疫苗有效率九成
■招瑞生

■關日華

■日本進入流感高峰
日本進入流感高峰，
，東京街頭眾多市民戴上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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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藥驚現抗藥反應

日本鹽野義製藥去年推出抗流感新藥「Xofluza」，標榜只需連續 5 天、每天服用一顆
藥丸，便能有效治療流感，被譽為劃時代的
新藥。不過，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所前日發
表報告，稱在部分服用 Xofluza 的流感患者中
發現抗藥反應，未滿 12 歲兒童出現抗藥反應
的機會更高達23.3%。
研究人員於去年 12 月向橫濱兩名患上甲型
流感的小學生處方 Xofluza，結果發現 Xofluza 在他們身上，療效只及一般人的八十至一
百二十分之一，估計與遺傳因素有關。
臨床實驗結果顯示，Xofluza 在未滿 12 歲
兒童的患者中，出現抗藥反應機會達
23.3%，12 歲以上患者亦有 9.7%，療效遠低
於正常，遠高於傳統抗流感藥物「特敏福」
的不足2%。
日本國立醫院機構東京醫院呼吸道醫生永
井英明直言，雖然 Xofluza 每天只需服用一
次，較傳統藥物方便，但醫生必須注意此藥
可能出現抗藥反應，小心向病人處方藥物。
千葉縣龜田綜合醫院表示，由於 Xofluza 的副
作用不明，本流感季節將暫不處方該藥物。
■綜合報道

預防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正
值流感高峰期，惟近日再傳有「怪獸
家長」不願子女接種流感疫苗，更設
計「免疫針保證書」要求醫生確保兒
童接受疫苗注射後不會出現任何問
題，變相迫使醫生放棄接種。香港大
學醫學院一項研究卻指出，本季流感
疫苗有效率達 90%，能減低兒童患上
流感或因患上流感而住院的機會，但
今季大多數患有嚴重流感的兒童未有
接種疫苗，建議家長應在每年 10 月至
11 月份流感季節開始前為兒童接種疫
苗。

與 3 醫院合作監測疫苗

■本港學生接種流感疫苗
本港學生接種流感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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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目前正處於冬季流感季節，港
大醫學院指根據過往的研究，香港平
均每年由流感引致的呼吸道住院及死
亡個案，分別有 12,700 宗及 431 宗。

因流行毒株的變化，流感帶來的實際
影響每年均有所不同，其中以甲型流
感（H3N2）引致的衝擊最大，今年冬
季香港正經歷由甲型流感（H1N1）主
導的疫情。
自 2015 年起，港大醫學院一直與
瑪麗醫院、瑪嘉烈醫院及仁濟醫院
合作，監測每年流感疫苗的有效
性。由港大醫學院及瑪嘉烈醫院組
成的研究團隊招募因患有急性呼吸
道疾病（包括發燒和其他呼吸道症
狀）而入住該 3 間醫院的兒童，通過
比較兒童感染流感及疫苗接種的情
況，從而估計流感疫苗對預防住院
的有效性。

籲 10 月 11 月為兒童接種
研究團隊收集並分析了於去年 9 月 2
日至本月 11 日期間，因發熱急性呼吸

系統疾病入院而接受流感測試的 2,016
名兒童的數據，當中共有 344 人確診
感染流感，其中 85%感染甲型流感
(H1N1)。團隊估計，流感疫苗有效率
為 90%，表示已接種流感疫苗的兒童
因流感住院的機會與未接種本季疫苗
的兒童相比減少90%。
港大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
床副教授招瑞生表示，研究結果再次
確認流感疫苗的效果良好，惟今季大
多數患有嚴重流感的兒童未有接種疫
苗，建議家長應在每年 10 月和 11 月
份，即流感季節開始之前為兒童接種
疫苗。
瑪嘉烈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科關日華
顧問醫生則說，學校外展疫苗接種是
保護學童免受流感侵害的有效方法，
希望有關計劃能擴大以涵蓋所有香港
兒童。

小學到校接種 得病機會減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因應流
感持續爆發，全港幼稚園和幼兒中心
今天起提早放農曆年假。香港大學感
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歡迎有關
措施，預計未來一段時間感染個案會
繼續飆升，認為幼稚園提早放年假，
有助減低流感在社區爆發的風險。他
續說，小學推行的「到校疫苗接種」
先導計劃收到預期效果，參與計劃的
小學，爆發流感的機會大幅減低一
半，希望下年度能將到校疫苗接種計
劃擴展至全港所有幼稚園。

籲定接種比至少七成
何栢良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

示，在小學推行的「到校疫苗接種」
先導計劃收到預期效果，全港逾 580
間小學中有約 400 間參與，其學童接
種疫苗的比率大約為 50%，反映有關
計劃受學校和家長歡迎，又指數據顯
示參與計劃的小學，爆發流感的機會
大幅減低 50%，校園流感宗數及學童
入住公立醫院的人數都明顯下降。
他希望下年度能將計劃擴展至全港
所有幼稚園，但需改善疫苗的物流配
套，確保有足夠疫苗供應。
他並建議政府成立「應對季節性流感
督導委員會」，制定小學和幼稚園學生
的疫苗接種指標，將接種比率定於至少
70%，並加強疫苗接種的宣傳教育。

何栢良續說，現時公立醫院病房情
況相當嚴峻，過去兩個星期幼稚園流
感個案急速飆升，6歲以下兒童入院比
率創過去 5 年新高，公立醫院病房尤
其是兒科及內科病房已達飽和警戒
線，病房情況非常惡劣和擠迫，前線
醫護人員工作量和壓力很大，有醫護
人員形容如「戰地醫院」。

果斷停課有更好效果

■一間幼稚園外有家長在打聽停課消
息。
中通社

因此，他贊成幼稚園停課提早放年
假，但指如政府早一周宣佈幼稚園停
課會來得比較果斷，能夠收到更好的
效果。他指本港現時處於流感高峰期
的早期階段，預計流感爆發會持續，

加上未來兩個星期接近農曆新年，本
港市民和外來旅客的人流均會增加，
流感爆發的情況會更加嚴重，呼籲市
民在人多擠迫的地方，例如乘搭公共
交通工具時要戴上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