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識博客A24

2019年4月11日（星期四）

20192019年年44月月1111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19年4月11日（星期四）■責任編輯：鄭樂泓 ■版面設計：邱少聰

1.本題需要先解釋反對注射疫
苗的理由和提出理據，可以參
考資料，指出理由包括認為疫
苗中含有水銀，而水銀對身體
有害，所以反對注射疫苗，或
是質疑疫苗的有效性等。同學
可以自行決定同不同意這些理
據，例如關於水銀一項，部分
疫苗的確含有水銀，如衛生署
提供的部分疫苗的確含有水銀
成分，但全球疫苗安全諮詢委
員會認為現時有廣泛證據繼續
支持使用硫柳汞作為滅活疫苗
的防腐劑，所以即便含水銀，
也不會對身體造成太大影響。

2.市民不接種疫苗，就會令部
分疾病的患病人數急升，最終
對醫療系統造成壓力，而部分
疾病更可能導致死亡。

3. 本題要回答多大程度上同
意，同學回答時可以考慮網上
資訊普及是否導致接種率下降
的主因。市民可以在網上找到
想要的資料，可是這些資料是
否可靠，甚至是否最新的研
究，市民都未必有足夠的知識
去判斷應該相信什麼資訊，所
以網上資訊普及無疑會令部分
市民拒絕接種疫苗。不過，亦
因為網上資訊普及，市民有更
多機會接觸關於疫苗的資訊，
也有機會令接種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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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什麼有人反對注射疫苗？他們
的理據是什麼？你同意這些理據
嗎？

2. 市民不接種疫苗，會對社會帶來
什麼影響？

3. 有評論認為網上資訊普及是令疫
苗接種率下降的原因，你在多大
程度上同意這個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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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聞 背 景

去年冬天，不少香港人都在討
論一段錄音，內容是女歌手謝安

琪指本港的流感疫苗「成效低、只
有約10%有效性、含水銀和細菌，接
種後會將『變種病菌』散播出去」。

不久，藝人黎明在facebook發表言論，
認為市面上的疫苗非常可能是去年的存
貨，並非對抗新品種的流感疫苗。事件
引來市民對流感疫苗的討論，部分網民

指疫苗的副作用比正面效用大，甚至指自己
認識有人在注射疫苗後，病情變得更嚴重。
針對此情況，衛生署及多位專家澄清，

接種疫苗仍然是預防流感的主要辦法，而疫
苗是以已滅活的病菌製成，內裡不會含水銀
及令人致病的細菌。至於有效期限，每
一年的流感疫苗都是世界衛生組織在
前一年2月，根據各地流感所揀
選的病毒株製作，一般來說
可以預防當季的流感。
以2018年來說，當年
的流感疫苗有效性

高達 66% ，

對保護長者和幼兒有理想的功用。
除了流感疫苗以外，更有家長認為

兒童不應該接種任何疫苗，例如衛生
署要求針對的卡介苗、小兒麻痹、白喉
等，理據是疫苗有機會導致兒童出現專
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等問題。為應對幼稚
園入學需要收針卡的問題，部分家長提出不
交針卡，甚至是自簽針卡的主意。
其實白喉和小兒麻痹離香港並不遠，分

別在1982年及1995年，香港再沒錄得以上
兩個病症的新個案，原因就是港督戴麟趾
提出的提供免費疫苗接種計劃，令兩種病
毒絕跡香港。

藝人「高見」醫生反駁

既然專家已經提供專業的說法，為什麼
還有不少香港人相信網上資訊，認為疫苗
有害呢？原因就與網絡普及有關。

1. 名人效應
隨着網絡世界愈趨發達，部分人透過經

營網站或拍攝短片而出名，成為網絡紅
人，又有部分人在某些領域有較多的知
識，逐漸受網民信賴是該方面的專家，成
為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
見領袖）。
網紅和KOL都有一定知名度，如果他

們說出一些論點，就有不少人會信以為
真，齊齊跟隨，就如上述的流感疫苗，由
於黎明和謝安琪都有一定知名度，造成不
少市民相信他們說的才是正確的。

2. 資訊流通
現在是屬於資訊爆炸的年代，市民可以

很方便地自行找到所需的資訊，例如關於
疫苗的資料。然而，這些資料對於一般市
民而言，可能專業得難以明白，甚至自以
為明白，例如早前就有不少媒體報道一篇
關於病人咳出支氣管樹的新聞，吸引不少
網民在facebook轉載。不過經查證後，原

來是在翻譯原文時出錯。新聞出自新英格
蘭醫學期刊，有人在翻譯時譯少了一個
「cast」字，病人只是咳出了支氣管樹的
血塊，並沒有把整條支氣管咳出來，但已
令不少網民信以為真。
同樣的例子還有疫苗和自閉症的關係，

英國某位醫生曾將接種疫苗和兒童患上自
閉症拉上關係，雖然其後醫學界發現他的
論證相當粗疏薄弱，但他的見解現在還不
斷在網上出現，並且成為反對注射疫苗的
人舉出的「醫學界例子」。

3. 反傳統風氣
在後現代社會，反傳統和反權威聲浪愈

趨熾熱，很多人對新或舊的知識帶有種種
的質疑。這是一個很好的批判性思維，但
批判之餘，不少市民難以認真查證，收到
信息後未及細看內容就先轉發，導致資訊
更加混亂。
同時，由於先入為主的觀念，人們會特

別留意一些和自己意見相若的資訊，故意
忽略一些相反的意見，所以網絡上一些似
是而非但錯誤的資訊，就會令普通民眾誤
解。

4. 利益衝突
不少人質疑疫苗的效用時，都會與專家

和藥廠的利益衝突扯上關係，指疫苗間接
讓醫生和藥廠牟取暴利。支持這論點的人
指出，流感疫苗就算加至幾百元，還是供
不應求，更有人指當年的豬流感大爆發只
是假象，但藥廠誇大其嚴重性，促使世界
衛生組織宣佈疫情大爆發，令藥廠在疫苗
生意上獲得數以百億元計的生意。
事實上，醫學界主流的觀點仍然認為，

疫苗確實能預防疫情大爆發，而根據
2014年一項美國調查，接受預防注射的
嬰兒，接種疫苗的花費可為醫療系統節省
巨額資金，在2009年就節省了約690億美
元。

網上資訊 自己鑑別

全 稱 是 Key
Opinion Lead-
er，中文意思是
「關鍵意見領
袖」。主要是一
些界別的知名人
士（例如：娛樂
明星或政治人
物）或網絡紅
人，有大量的追
隨者，他們會透
過社交媒體等網
絡，將自己的見
解向追隨者傳
遞，其言行對追
隨者有巨大的影
響力。

當市民信歌手多於信醫療專家，只看網上資訊而忽視醫生
的專業意見，認為打疫苗是上了藥廠的當，結果是港人疫苗接
種率低，患病人數急升，醫療系統承擔巨壓的情況出現。
根據衛生防護中心2017年初公佈的調查結果，只有 11.9%
受訪者於對上一個流感高峰期接種流感疫苗。在受政府資助
的年齡組群中，65 歲人士接種率最高，也只有33.1%；
6 歲以下兒童有 21.1%，6歲至 11歲兒童更低至
18%。2018年1月至2月13日，短短一個半月已錄
得304宗嚴重流感個案，其中172人死亡；當中
包括13宗嚴重兒童個案和2宗兒童死亡個案。
同一時間，台灣因流感死亡的人數遠低於

香港。據當地的資料顯示，自2017年10月起
至2018年1月27日，共有261宗流感併發
病例，當中40人因而死亡，關鍵就在於台
灣當局大力推動疫苗接種，將免費注射疫
苗的覆蓋年齡，由幼童擴大至高中，以及
50歲以上長者，2017-18年台灣的疫苗接種
比率高達45.4%。
根據香港醫學會資料，要起碼有 3 成人

接種疫苗，才可加強社區對流感的免疫
力。因為較高的疫苗接種率，能夠提升社
會整體抗疫能力。群體免疫（herd immu-
nity）理論指出，當一個社群愈來愈多人因
接種疫苗而獲得免疫力，傳染病的感染鏈
就容易中斷，疫症的擴散就會降低。
不過，香港接種疫苗的比例遠低於

30%，導致大批市民前往公立醫院求診，
內科病床的使用率超過110%，很多公立醫
院需要在走廊等地方加設臨時病床，而醫
生和護士都面臨人手不足的情況，政府雖
然推出多種措施，例如當時曾立即增撥5
億港元紓緩醫護人員工作壓力，但仍未能
實際解決問題。

接種率低 迫爆醫院

．硫柳汞是一種含水銀的有機化合物，一向被廣泛應用作疫苗的
防腐劑。

．香港兒童免疫接種計劃採購的七種疫苗都不含水銀成分。
．部分兒童對某種疫苗過敏，港府提供的替代疫苗
中有水銀成分。

．全球疫苗安全諮詢委員會認為現時有廣泛
證據繼續支持使用硫柳汞作為滅活疫苗的
防腐劑，同時亦沒有發現其他更
安全但有相同效能的替代防腐劑
可以廣泛應用於疫苗。

KOL

小 知 識

疫苗問題事件簿
疫苗出現問題，其實並非完全是都市傳說，近年的確曾經有數個批次的疫
苗出現問題︰

．台灣地區揭發一批由法國藥廠生產的
三價流感疫苗含黑色懸浮物，另一批四價
流感疫苗含白色懸浮物，要退運及銷毀：
同一批次疫苗有17.5萬劑輸入香港，而本
港發現之時，已有7.5萬劑為市民接種。

．吉林長春長生公司在生產
狂犬病疫苗過程中混入過期原
液，而65萬餘支百白破疫苗亦
出現問題。國務院派出專門調
查組調查，多人被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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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注射疫苗，最多人提的是水銀會令兒童
患自閉症。 資料圖片

■■注射疫苗能預防疾病注射疫苗能預防疾病。。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有人認為疫苗是藥廠的陰謀。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