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麻疹疫苗（Measles vaccine）：是預防
麻疹的疫苗，人們接種後兩周，可產生免
疫力。麻疹是由病毒引起的高傳染性疾
病，於1960年代曾肆虐香港，導致數百兒
童死亡。1967年，港英政府引入麻疹疫苗
為市民和學童注射，令發病率大幅下降。
隨着醫藥發展，不同年紀人士所接種的疫
苗亦有差異，但現時麻疹仍未有藥可治。
須呈報傳染病（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

eases）：是指醫生必須把懷疑或證實的染病
個案向衛生防護中心呈報的傳染病。這些傳
染病都具高度傳染性，並會引致嚴重病情，
對社會構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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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信疫苗致病 拒打終致患病
麻疹肆虐全球，世界衛生組織表示，2019
年第一季的麻疹病例多達112,163宗，較去
年同期增加了3倍，而每10宗病例之中，可
能只有1宗被通報，因此實際情況或遠遠高
於這一數字。從這次的麻疹危機，我們可以
看出全球公共衛生正面對哪些挑戰呢？
首先，在全球化時代，交通運輸的發達促
使人類活動不再受地域所限，國與國之間人
口自由流動，令傳染病容易擴散到世界各
地。正如本港在2019年的首宗麻疹個案，
便是由外地輸入，男患者在病毒潛伏期內曾

到訪日本，而根據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的數
據所得，截至目前為止，今年有29宗麻疹
個案與香港國際機場有關，可見旅遊活動使
麻疹等傳染病更易在國際間傳播。
針對有關問題，各地政府首要是與國際組
織緊密合作，便能因應疫症的最新情況，適
時展開防疫工作，包括發出旅遊警示、加強
出入境檢疫等等。除此之外，政府還要廣加
宣傳，呼籲前往旅遊的市民提高警覺，同時
必須與高危地點如機場、航空公司等保持聯
繫，以減低疫症傳播風險。

第二項公共衛生挑戰，則是「疫苗猶豫」
－儘管有疫苗，但遲遲不願或拒絕接種疫
苗，這種現象有機會引致一些本應可用疫苗
預防的疾病「死灰復燃」，故被世界衛生組
織列入2019年全球衛生面臨的10項威脅之
一。以麻疹為例，近年全球掀起了一股反疫
苗浪潮，主張接種麻疹疫苗會導致自閉症。
在此期間，歐洲的麻疹病例大幅上升，有專
家則指出疫苗接種率下降是其一原因，至於
美國今年已錄得695宗麻疹個案，涉及22個
州份，是2000年宣佈麻疹絕跡以來最大規

模的爆發，而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就過
往5年26次屬「爆發」類別的麻疹疫情作出
分析，發現其中12次發生在居民關係緊密
的傳統社區，該機構相信是鄰里口耳相傳
下，令反疫苗資訊擴散開來。
對於上述現象，各地政府應從電視廣告、

社交媒體等不同的途徑，為市民提供關於接
種疫苗的正確資訊，並加強前線醫護人員應
對疫苗猶豫者的宣傳，以徹底釋除公眾疑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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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一季，麻疹

迅速肆虐世界各地，

香港作為國際城市，

也不能倖免。究竟麻

疹為何如此迅速地擴

散？各地的疫情如

何？各地政府又如何

應對？下文將會逐一

探討。 ■張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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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今日新增五宗麻疹確診個案，
其中涉及一名28歲孕婦，該婦女報稱
曾接種兩劑麻疹疫苗，而她在傳染期
內到過元朗容鳳書母嬰健康院接受例
行產檢。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
何栢良表示，對於沒有麻疹免疫力
的孕婦來說，一旦感染有機會引致
併發症，包括肺炎和腦炎。外國曾
有孕婦感染後出現早產和流產。

何栢良續指，若孕婦接種麻疹疫苗
的時間太早，例如已經過去20年，體
內抗體水平有可能下降到較低水平，
難以抵抗病毒。
不過他強調，香港大部分人都接種

過麻疹疫苗，能提供多一層保護，故
孕婦體內仍會有抗體，出現嚴重併發
症的可能性較低。

資料來源：本地報章
於2019年4月28日的報道

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公佈，三名新
增麻疹病人沒有接觸麻疹病人，當
中一人是在機場任職乘客服務主管
的24歲男子，他在傳染期內曾到
機場一號客運大樓第七層和二號客
運大樓第五層，於3月31日開始發
燒，4月3日出疹，同日前往伊利
沙伯醫院求診。根據官方統計，

本地麻疹感染個案至今有65宗，當
中29宗涉及機場員工。
有傳染病專科醫生說，麻疹可經

空氣傳播，病毒可在空氣停留約兩
小時，一名患者可傳染12人至14
人。

資料來源：本地報章
於2019年4月11日的報道

資料A

資料B

香港麻疹病人主要感染正在菲
律賓流行的B3型麻疹。根據世界
衛生組織（世衛）的資料，菲律
賓的德國疫苗接種率偏低，2008
年第一針的覆蓋率為80%，2017
年下跌至70%；世衛估計，約有
260萬名五歲以下的菲國兒童欠
缺麻疹免疫力。
香港外傭僱主關注組召集人徐
曉彤說，很多本地菲傭僱主感到
恐慌，又四出查詢麻疹疫苗的供
應情況，但多間診所均出現疫苗
短缺。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

總監何栢良建議，政府在外傭申
請來港時應強制要求接種麻疹疫
苗，而對於已來港的40萬名菲傭
和印傭，則宜採取應對措施。
除了香港，美國紐約市郊羅克

蘭縣也因麻疹疫情而宣佈進入緊
急狀態，當地政府禁止沒有接種
過疫苗的18歲以下市民出入購物
商場、文娛中心、學校、餐廳、
教堂等公眾場所。

資料來源：本地報章
於2019年3月28日的報道

資料C

這是影響分析題。同學必須根據資料A，解釋麻疹如何威脅孕婦的身體健康。參
考答案如下：
麻疹會嚴重影響孕婦的身體健康。資料A提及，若缺乏免疫力的孕婦感染麻疹，

有機會引致肺炎、腦炎等併發症，嚴重甚至出現早產和流產的情況。由此可見，麻
疹會對孕婦的身體健康造成嚴重的威脅。（言之成理，即可得分）

想 一 想

1. 就資料A，指出及解釋麻疹對孕婦所造成的一個風險。（4分）

2. 利用以上資料並及你所知，提出三個方法以協助香港政府應
對麻疹疫情，並加以說明。（12分）

這是建議題。同學可先找出香港的各種麻疹風險，然後針對各種風險，從香港政
府的角度，提出可行的應對措施。參考答案如下：
首先，香港政府可強制特定群體接種疫苗。資料A提及，一旦缺乏免疫力的孕婦

感染麻疹，會有機會出現嚴重的併發症，甚至存在流產風險。資料B顯示，在本地
麻疹感染個案中，有接近一半是機場員工。資料C則提及本港麻疹病人主要感染正
在菲律賓流行的B3型麻疹，而在港工作的菲傭大多沒有接種相關疫苗，反映他們有
較高的傳染性。有見及此，香港政府應強制上述群體（即孕婦、機場員工和菲傭）
接種麻疹疫苗，以確保他們對病毒產生足夠的抵抗力。這有助減低本地社區感染和
傳播麻疹的風險，有效保障公共衛生。
其次，香港政府可加強社區消毒工作。麻疹可經空氣傳播，病毒可在空氣停留兩

小時，一名患者可傳染12人至14人。香港人煙稠密，而且與外地的交流頻繁，大幅
提升了麻疹傳播的風險。例如，資料B提及，本地麻疹感染個案在短時間內已累積
有65宗，當中更有29宗涉及機場員工。有見及此，香港政府應可加強派員到機場、
街道、政府機構和場所、老人院舍、幼兒中心等清潔和消毒，並且派發單張宣傳防
疫知識。這有助堵截病毒源頭，強化社區的麻疹免疫力。
還有，香港政府可規定特定群體接受隔離。現時，全球多地爆發麻疹疫情，其中

美國紐約市郊羅克蘭縣也因而宣佈進入緊急狀態，並禁止沒有接種過疫苗的18歲以
下市民出入購物商場、文娛中心、學校、餐廳、教堂等公眾場所。由於香港的城市
密度高，容易傳播麻疹病毒，導致社區爆發，因此香港政府可考慮效法美國，規定
麻疹病患者必須接受隔離安排，禁止他們在病發期間出入公眾場所，直至痊癒為
止。這有助減低麻疹在本地散播的風險，確保疫情得到控制。
（言之成理，即可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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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一季，麻疹在世界多個地方
爆發，包括中國內地、日本、英國、
法國、意大利等，遍及四大洲多個國

家或地區。
在全球化下，香港與外地的交流頻

密，導致麻疹有機可乘。截至5月1
日，本港今年累計共有67宗麻疹個
案，其中近半為機場職員。麻疹入侵
本地社區後，香港政府馬上展開防疫
工作，包括在香港國際機場設立機場
疫苗接種站，每日提供600劑疫苗，
對象為1967年或以後出生、沒有接
種兩劑麻疹疫苗、未曾感染過麻疹的
機場職員。此外，機場疫苗接種站每
日為約200名於1967年或以後出生的

機場員工提供麻疹血清測試服務。
衛生署強調，1967年之前出生人

士，政府未有提供含麻疹疫苗，惟當
時可能曾感染麻疹，故預料如今對麻
疹有抗體；1967 至 1988 年出生人
士，政府有提供第一劑麻疹疫苗，至
於是否有接種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及
德國麻疹混合疫苗（即第二劑麻疹疫
苗），可參考個人免疫接種記錄（俗
稱針卡）；1989 年或以後出生人
士，政府均有提供第一劑和第二劑麻
疹疫苗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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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疹疫苗的效用和風險

有家庭醫生說，健康人士接
種麻疹疫苗後，身體約需兩星
期產生麻疹免疫力，一般可獲
長期甚至終生保護。小部分人
接種後一兩星期出現紅疹，但在
一兩日後會自動消失；只有極少
數的人可能產生短暫腮腺腫脹、
淋巴腺腫脹或睪丸炎，感染腦炎
或腦膜炎，但痊癒後多數沒有長
遠不良影響。

反疫苗運動興起
助麻疹捲土重來
近期，麻疹在全球各地捲土重

來，與反疫苗運動有密切關係。
反疫苗者可能是基於宗教因素
（疫苗面世初時，有人曾指牛痘
提取自動物，這受到基督徒的反
對），或誤信疫苗的副作用過
大，寧願冒患病的風險，也拒絕
自己或子女接種疫苗，結果助長
麻疹迅速在世界各地蔓延。
目前，全球多國已立法強制兒

童參與疫苗注射計劃。其中，意
大利議會通過法例，把10種疫
苗劃入16歲以下兒童強制接種
計劃，家長必須在子女入學前證
明他們已完成所有疫苗接種，違
者罰款500歐元和終止監護權。
德國為了打擊反疫苗運動，於
2017年5月立法向拒絕為子女接
種疫苗的家長罰款2,500歐元，
子女也會被拒進入託兒中心。法
國在去年把強制注射疫苗由3種
增加至11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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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疹疫苗麻疹疫苗

■■麻疹由旅客帶到香麻疹由旅客帶到香
港港，，所以個案中近半為所以個案中近半為
機場職員機場職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麻疹是可以透過疫苗預防的疾病麻疹是可以透過疫苗預防的疾病，，但但
因反疫苗運動而再次流行因反疫苗運動而再次流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