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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

總監何栢良在香港商業電臺節目

中表示，由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

會 3日的通告內容來看，有充分

理由相信此不明肺炎涉及新型

病毒。

他指出，個案數在短時間

內，就由 27例增加至 59例，很

有可能病毒已經可以人傳人。因

此何栢良總監特別呼籲港府，應

在邊境口岸採取最嚴謹的檢疫措

施，防範病毒傳入香港。

2003年SARS疫情爆發時，

在患者的糞便中發現大量冠狀病

毒，病毒在正常糞便中可存活 6

小時，在腹瀉病人的糞便中，病

毒可更穩定存在長達 4天。因此

何栢良總監也提醒大家要高度警

覺，如去商場洗手間，務必做好

清潔衞生工作，民眾也要提高個

人的衞生防護，到人多的地方和

到醫院時，一定要配戴口罩。近

期若到中國大陸，也應避免前往

傳統市場，並隨身攜帶口罩和消

毒液，防止將病毒帶回。

80%的酒精搓手液潔淨雙手，亦

為有效方法。

3.打噴嚏或咳嗽時，應用紙

巾掩蓋口鼻，把用過的紙巾棄置

於有蓋子的垃圾箱內，然後徹底

清潔雙手。

4.當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

應戴上外科口罩，不應上班或上

學，避免前往人多擁擠的地方，

並盡早向醫生求診。

外出旅遊應注意的 
預防措施

1.避免接觸動物、禽鳥或其

糞便。

2.避免到溼貨街市、活家禽

市場或農場。

治喉嚨痛小偏方很多，就地

取材，就季節蔬果入藥，各

取所需。

文︱溫嬪容 
（明慧中醫診所院長）

3.避免近距離接觸患者，特

別是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狀的

患者。

4.注意食物安全和衞生，避

免進食或飲用生、未熟透的動物

產品，包括：奶類、蛋類和肉類，

或食用可能被動物分泌物、排泄

物（例如：尿液）汙染的食物，

除非已經煮熟、洗淨或妥善去皮。

5.身處外地時，如身體不適，

特別是有發燒或咳嗽，應戴上外

科口罩，立即通知旅店職員或旅

遊領隊，並盡快求診。

6.從外地回家後，若出現發

燒或其他病徵，應立即求診，告

訴醫生最近曾到訪的地方，並佩

戴外科口罩，以防傳染他人。

犯咽喉部而痛，另外有吸菸、食

道逆流、說話太多、吃太燥熱食

物，也會引起喉嚨痛。

急性好治，急性期未處理

好，反覆發作變成慢性——難

治。治喉嚨痛小偏方很多，就地

取材，就季節蔬果入藥，各取所

需。

漱口

1. 薄荷、綠茶、甘草煮水

漱口。

2.濃食鹽水漱口，勿吞服。

3.茶葉泡隔夜後漱口。

4.梅子汁稀釋 10∼ 30%才

漱口，咽喉要打直著漱，避免浸

潤牙齒，太酸傷牙。

5.蔥白煮水漱口：蔥白切細，

用 100度開水沖，待冷些漱口。

外用法

1.李子成熟後，用鹽漬，烘

乾後，磨成細粉，用粉吹喉嚨。

2.新鮮的山蒜葉打汁，加蜂

蜜，用棉花沾汁，擦喉內痛處。

3.梅乾加以烘培，磨成細

粉，內敷喉嚨，立刻止痛。

4.梅子汁，用棉花沾擦喉嚨。

5.薤白根又叫小獨蒜，加點

醋，外敷咽喉。

6.土豆削皮搗成泥，加點麵

粉和醋，攪成糊狀鋪沙布上，外

貼喉嚨，乾了再換，貼3∼5次。

7.大蒜搗爛，外貼喉嚨或貼

第七頸椎與肩膀中央相相交的大

椎穴；或貼手掌赤白肉際處，第

一掌骨中點的魚際穴。

8.左手香（或稱到手香）搗

爛，外貼喉嚨。

內服

1.柚子的種子烘焙後，飯前

喉嚨痛

等等。

流感的併發症

流感之重要性在於其爆發流

行快速、散播範圍廣泛，以及嚴

重的併發症，常見的併發症有肺

炎、腦炎、中耳炎、鼻竇炎、心

包膜炎等等。若出現下列危險徵

兆，應盡速就醫，降低併發症的

發生率。

1.呼吸道症狀：呼吸急促、
呼吸困難、血痰或痰液變濃。

2.高燒：持續高燒 72小時。

3.其他：胸痛、意識改變。

預防流感的要點

接種流感疫苗

注射流感疫苗是最有效的預

防方式，世界衛生組織建議，高

風險族群應施打疫苗預防流感，

而高風險群類別有：

（1）年齡群：孩童與老人。
（2）疾病別：有氣喘、糖尿

病、心血管疾病病史的慢性病患

者和免疫力低下者。

（3）職業類別：健康照護工
作者，如：醫護人員。

施打流感疫苗，除了可以預

防感染外，也可降低肺炎等併發

症機率。

但流感疫苗施打後，約需 2

週才能產生保護力，因此在流行

季節來臨前，應及早施打。

加強個人衛生習慣

勤洗手，減少病毒停留在手

上的機會；避免以手觸碰眼、口、

鼻，就能降低感染風險。如家中

或身邊有流感患者，洗手時應使

用肥皂搓泡泡 20秒以上，再沖

刷掉。

戴口罩

外出時戴上口罩，並避免到

人多擁擠的場所，可降低飛沫傳

染的機會。此外個人應注意咳嗽

禮節，於咳嗽或打噴嚏時，以

手帕或衣袖捂住口鼻，避免病

毒傳播。

空氣流通

不去人潮聚集、空氣密閉的

場所，保持室內空氣流通，降低

病毒散布的機會。

養成規律良好作息

平時注重保健、均衡營養、

不熬夜且適度運動，提升身體抵

抗力。

流感的治療照護

藥物治療

感染流感病毒後，大多數患

者可自行痊癒，部分抵抗力較

差的族群，容易出現併發症。目

前針對流感併發症患者之治療方

法，仍以支援療法為主，或給予

抗病毒藥劑治療。

若出現發燒等流感症狀，應

盡速就醫，由醫生評估是否服用

抗病毒藥劑及退燒藥，服用抗病

毒藥劑時，務必依照醫師指示，

服用完整療程。此外退燒藥的最

如何預防流感？流感疫苗要施打嗎？

防疫
常識 專家推測武漢肺炎可人傳人

防疫重要須知

（轉自《明慧診間─容光必照》/
博大出版）

編寫︱林孟欣

中國大陸武漢市於2019年
12月31日爆出不明肺炎疫
情，數日內就由27例上升
至59例，有專家質疑當局
隱瞞疫情，且該病毒可能已

經可人傳人，應採取最嚴謹

的檢疫防疫措施。

預防肺炎及呼吸道傳染病

針對武漢不明肺炎疫情，香

港衞生防護中心提醒，如要預防

肺炎及呼吸道傳染病，必須時刻

保持良好的個人及環境衞生，相

關預防措施如下：

1.經常保持雙手清潔，尤其

在觸摸口、鼻或眼之前；觸摸扶

手或門把等公共設施後；當手被

呼吸道分泌物汙染時，如：咳嗽

或打噴嚏後。

2.洗手時，應以洗手乳和清

水清潔雙手，搓手最少 20秒，

用水洗淨並用擦手紙、乾手機弄

乾雙手。如沒有洗手設施，或雙手

沒有明顯汙垢時，使用含 70∼

短使用間隔為 4小時，避免對身

體有不良作用，所有退燒藥使用

都應遵照醫師囑咐，切莫為了急

著退燒而併用數種退燒藥，不同

藥物之間應至少間隔 1小時。 16

歲以下的孩童，應避免使用阿斯

匹靈（Aspirin）成分藥物來退

燒，以避免出現雷氏症候群（一

種會造成肝臟損傷的致命疾病）。

飲食注意事項

多喝溫水，以簡單清淡飲食

為宜，避免吃生冷、油膩等食物；

幼兒如正值高燒不退時，勿強迫

進食或餵奶，以免造成嘔吐；成

人則應避免飲酒與吸菸，以提高

身體自癒的能力。

休息療養

流感患者應在家休息，除了

給身體適當的恢復空間，也能落

實自主隔離，降低群聚感染的機

率。在服用退燒藥或吃熱食等，

出現身體流汗情況時，應及時更

換乾爽衣服，以免再吹風受寒。

中醫
保健

療養
保健

文︱芯榆

隨著流行性感冒疫情升溫，

流感病患不斷增，流感病毒

迅速轉變，每個季節的情況

都難以預測，我們平日應該

如何預防流感？流感疫苗是

否應該施打呢？

蜂蜜金桔水止咳化痰

材料：金桔 1000 克、

冰糖適量、蜂蜜 1勺。

作法：

1.金桔以清水洗淨，用

鹽水泡半小時，瀝乾水分，

然後用小刀把金桔劃十字，

或切成兩半，取出裡面的籽，

再捏爛一點。

2.鍋中放入清水和冰糖，

小火煮開至冰糖全部溶化，

倒入金桔，大火煮開，改用

小火。

3.煮到金桔變扁之後，

關火，再加 1勺蜂蜜（不加

亦可）。

4.晾涼後，裝入乾淨的

玻璃罐密封，冷藏即可。吃

的時候取出沖開水，或直接

吃，都可以，老少咸宜。

功效：清熱解毒、養胃

健脾、止咳化痰，對食慾不

振、久咳不癒、預防感冒

等，有一定的緩解效果。

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
小妙招

日常生活中，常常會遇

到一些小狀況，如果知

道如何處理，您就會覺

得得心應手，輕鬆許多。

文︱小萍

半小時服用約 2克，一天 3次。

2.左手香搗爛，加蜜喝。

3.魚腥草搗爛，加開水喝，

或配開水直接吞服。

4.白蘿蔔切細放碗待水出，

喝水，可加鹽或蜜。

5. 喝絲瓜藤內的水，可以

加蜜。

6. 烏梅、薄荷、綠茶、淡

竹葉、甘蔗、絲瓜、西瓜、羅漢

果、膨大海，選1∼2種煮茶喝。

辨別流感症狀

流行性感冒（Influenza，簡

稱流感）為一種由流感病毒造成

的傳染性疾病，好發季節為秋、

冬季，通常均在 2∼ 7天內會康

復，主要症狀有：

1.發燒：突發高燒 38∼ 39℃

以上，持續 3∼ 4天。

2.痠痛：發燒造成全身痠痛，
如：頭痛、喉嚨痛及肌肉痛。

3.腸胃道症狀：約有 10%患

者出現噁心、嘔吐，以及腹瀉等

腸胃道症狀。

4.其他：發燒造成的倦怠感、
流鼻涕（較不明顯），以及咳嗽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天氣寒冷，感冒的人特別多，

此時受涼、風熱、痰熱、肺胃熱

等邪，引發病毒、細菌感染、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