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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子叮咬輕則引致皮膚

紅腫、痕癢，重則感染
奪命疾病。

三十九歲的何先生是菲律賓

華僑，在馬尼拉出生，年幼時隨

父母到香港生活。去年底，他回

家鄉探親，逗留約兩星期後回
港。

「回港後翌日我開始發燒，

感覺很疲累，沒有胃口，周身骨

痛，從未試過如此辛苦，自行到

醫院求診……」何先生憶述。

醫院醫生為他量度體溫發覺

高達攝氏三十九度，進行臨牀檢

查時發現身上有紅疹，抽血檢驗

發現血小板低，肝酵素上升，病

徵不尋常，故立即安排何先生入

院，並由傳染病專科醫生跟進調

查，懷疑他感染由蚊子傳播的疾

病，結果在血液快速測試中發現
他感染登革熱。

外遊感染居多

由蚊子叮咬而傳播的

疾病着實不少，去年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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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瘧原蟲感染的雌
性瘧蚊可傳播瘧疾。

香港常見的白紋
伊蚊可傳播登革
熱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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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和
醫

登革熱病毒共有
四種不同血清型。

▲感染登革熱患者皮膚出現紅疹。
▲

MEDICAL & HEALTH

國家爆發寨卡病毒疫潮，而
香港就有一名居於將軍澳的
外籍人士，與家人在加勒比
海法屬聖巴泰勒米島度假期間
被蚊叮，回港後發現感染寨卡病
毒個案，需入住醫院隔離病房治
療。

2 ‧避免蚊蟲滋生
‧應妥善存放食物及處理垃圾

要做足

1 ‧防止積水
‧每星期為花瓶換水一次
‧每星期清理花盆底下的積水
‧緊蓋貯水器皿
‧確保冷氣機底盤沒有積水
‧把 用完的罐子及瓶子放進有蓋的垃
圾桶內

家居防蚊對策

養和醫院臨牀微生物及感染
防蚊措施
學專科醫生鄧兆暉說，蚊子傳染
病的本地感染個案不
多，大多為外地傳入，
而本港較常見的蚊子傳
染病是日本腦炎。
「常見蚊子叮咬傳
染的有登革熱、瘧疾、
日本腦炎、寨卡等。香
港暫時沒有本地寨卡病
定期清理雜草、樹葉，
減少蚊子繁殖及聚集。

旅行防蚊措施

1 穿着寬鬆、淺色的長袖上
衣及長褲，並於外露的皮膚及衣服塗
上含避蚊胺（DEET）成分的昆蟲驅避劑。

2 採取其他關於戶外的預防措施：
‧避免使用有香味的化妝品或護膚品
‧依照指示重複使用昆蟲驅避劑
‧含Permethrin的驅蟲噴霧，噴灑在
家居內及家居外，可防蚊及其
他昆蟲。

隔離，避免本地蚊隻將病毒傳

把關，將外地傳入個案患者盡快

風土病。有關疾病控制部門需要

本地蚊子將病毒傳開，變成本土

外地傳入的個案時，有機會經由

播登革熱的白紋伊蚊，所以當有

每數年一次。由於香港有能夠傳

地傳入個案，本地感染的個案則

毒感染個案，登革熱每年都有外

3 ‧孕婦及6個月或以上的兒童可以使
用含避蚊胺成分的昆蟲驅避劑

開。」鄧兆暉說。

香港夏天多蚊，外出活動時

被蚊叮咬機會高，居住郊區的更

會有蚊子進入室內叮咬人，如果

蚊子帶病菌或病毒，我們便有染
病風險。

冬夏季感染風險有別

鄧兆暉醫生說：「香港人一

年四季都會外遊，難免會到一些

有傳染病的地區。當他們在外地

被蚊叮咬後受感染，有機會在香

港傳開去。本地夏季多蚊，故疾

病被傳播的風險高，相對冬天蚊

子不活躍或少，傳染風險自然較
低。」

如何減低由蚊子傳播的疾病

風險？鄧醫生提醒市民外遊要做

足防蚊措施，包括使用安全的驅

蚊用品、穿長袖淺色衣服，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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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子可傳播多種疾
病，如被蚊叮咬後出
現發燒、關節痛病
徵，應盡快求診。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

風險感染蚊子傳播疾病的地區，

發前開始服用預防藥物，直至回

潛伏期：三至十四天，通常為四至七天
病徵：突 發的高燒、嚴重頭痛、眼窩後疼痛、肌
肉及關節痛、食慾不振、嘔心及出疹。

日本腦炎

潛伏期：四至十四天
病徵：發 燒、頭痛。病情嚴重的會發病快，頭痛
及發高燒外，更有頸部僵硬、神志不清、
昏迷、震顫、抽搐及癱瘓。

寨卡

常見蚊子傳染病

基孔肯雅熱

潛伏期：二至十二天
病徵：發 燒及關節痛，其他如肌肉疼痛、頭痛、
噁心、疲倦和紅疹。

瘧疾

潛伏期：七至三十日或可能長至數個月
病徵：間 歇性發燒、發冷、冒汗、頭痛、疲倦、
噁心、嘔吐及肌肉疼痛等。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三十天後病徵出現，但潛伏期可
達數月或更長。

所以鄧醫生特別提醒到瘧疾

疫區旅遊人士，在出發前及回港

後都應按醫生指示服預防藥物，

尤其是抵港後仍要繼續服一段時

間。因為部分患者在上機前才被

帶病毒蚊子叮咬，如一回港便停

藥，病人有機會在潛伏期過後才
病發。

過去就有不少個案是因為患

者沒有依足指示服預防瘧疾藥

物，回港後才病發。鄧醫生指出

曾經有一名醫科生到非洲做義

工，幫助該區成立愛滋病救援組

織，回港後停服藥物，其後發

病，相信在上機前被蚊子叮咬，

病人其後接受藥物治療後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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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瘧疾流行地區，就需要在出

港後一段時間才能停服。
預防疫苗方面，目前只有日
本腦炎有預防疫苗，泰國有登革
熱預防疫苗，惟香港未有該類疫
苗註冊。寨卡及基孔肯雅熱亦沒
有預防疫苗。

預防藥物要服足
如外遊期間被蚊叮咬，回港
後就應留意是否出現病徵，如有
就要及早求醫。
鄧兆暉醫生說，蚊子傳染的
各種疾病，共通病徵是發燒，病
毒性感染的會出疹及疲倦；但潛
伏期不同，登革熱、寨卡、基孔
肯雅熱潛伏期約為一星期，日本
腦炎為四至十四天，瘧疾則視乎
致病瘧原蟲種類而有所不同，通

家用驅蚊器及隨身攜帶的驅蚊器。

養和

20/5/2017 23:42:51

G716_ADW.indd 3

常在被受感染的瘧蚊叮咬七至

▲

▲ 市面上有不
含DEET的天然
驅蚊劑，市民亦
可用香料自製驅
蚊包。

登革熱
小童夏天到公園或郊，
應做好防蚊措施，減少
被蚊叮咬機會。

檔

案
療

醫

潛伏期：二至七天
病徵：大 部分沒有病徵；少部分有皮疹、發燒、
結膜炎、肌肉或關節疼痛、疲累等病徵。

▲

他們的染病風險與遊客一樣。」
像菲律賓華僑何先生，回港
後發燒、極疲累及沒胃口，身
有有紅疹、血小板低及
肝酵素上升，傳染
病科醫生為他進行
病毒快速測試，發
現他感染登革熱。

年有二十四宗瘧疾感染個案，全

走病毒，故醫院為他提供支援性

靠人類自身的免疫力掃

根據衞生防護中心數字，去

是外地傳入個案，故到瘧疾流行

治療包括皮下輸液及處方紓緩性

由於治療登革熱主要

地區旅遊，例如非洲、東南亞及
藥物。

而本地居民有機會在境內受

南美洲等熱帶及亞熱帶地區，應
在出發前六星期先諮詢家庭醫
生，了解預防方法。

日本腦炎可致癱瘓
鄧兆暉醫生亦特別提醒一些
年幼時離開出生地，到香港居住
人士，當回鄉時要特別注意防病
措施。
鄧醫生引述醫學文獻指，經
常有離開疫區生活人士，返回疫
區家鄉後受感染的個案。「如果
他們自幼在疫區生活，理應一早
已被蚊子叮咬並有抗體，但他們
其後長時間離開家鄉，再回鄉時

案，居於蚊子活躍地區人士，除

本港去年有兩宗日本腦炎個

日後需要呼吸機維持生命。

症，例如四肢癱瘓、腦部受損，

之一痊癒，三分一有嚴重後遺

病發後，三分之一會死亡，三分

日本腦炎是嚴重病症，患者

發。」

自行產生抗體清理病毒故沒有病

一百九十九人被叮咬，但他們已

名患者，代表背後已經有

人，才有一人病發。故每出現一

感染，大約每二百名被叮咬的

腦炎病毒蚊叮咬不代表一定會受

便有機會傳染病毒。「被帶日本

蚊叮咬帶病毒豬隻後再叮咬人，

解釋，豬是日本腦炎病毒宿主，

新界，因鄰近豬場。鄧兆暉醫生

感染的是日本腦炎，大多發生在

▲去年一名居於將軍澳外籍女士外遊時
感染寨卡病毒，政府部門立即到該區進
行滅蚊。

了做防蚊措施外，應考慮注射疫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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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以為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而掉
將
的驅蟲噴霧噴灑
▲含 Permethrin
在家居內外，可防蚊及其他昆蟲。

鄧兆暉醫生解釋，引起登革熱有四種病毒，
如感染其中一種後，再感染第二種病毒，患者會
產生更大的免疫反應，攻擊病毒時亦攻擊自己，
病徵會更嚴重；如感染三次再感染第四種病毒，
極大機會有嚴重併發症。

由於香港沒有經驗，沒有數據去證明注射該
種疫苗的好處多或是壞處多，鄧醫生不建議港人
到泰國旅遊時注射該地的登革熱疫苗。
「因為抗體會刺激免疫系統攻擊病毒時同時

泰國提供登
革熱預防疫苗
注射。

攻擊自己，令病情更差，故疫苗研發有困
難，必須製造四個血清疫苗都有相同強效
才夠安全；如疫苗只有效對付三個病毒但一
個無效，病人剛巧感染第四個就會更危險，故
登革熱疫苗至今未流行。」鄧說。
目前泰國有登革熱疫苗，香港居民到該地旅
遊時值得注射嗎？

▲一些驅蚊產品或會引起皮膚敏感，
市民選購時要注意。

以輕心，沒有做防蚊措施，其實

應否注射登革熱預防疫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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