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歲的徐先生早前因
彭少良醫生指出，如
流感久醫未癒，便要細
心追查清楚病源。

嚨嚴重紅腫，他按壓兩邊淋巴檢

查，發現淋巴不但腫脹，而且按

下時病人有痛楚。醫生認為病人

為咳嗽而求醫，當時他

向醫生說：「我大約在三日前開

已發展成中耳炎，處方了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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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始咳，之後有鼻水，現在嚴重鼻

素。

由於徐先生的病徵比一般流

塞，晚上睡覺時要張開口才能呼
吸，喉嚨亦很痛，照鏡發現喉嚨

感嚴重，擔心有其他惡菌感染，

建議他留痰液樣本，進行種菌。

內又紅又腫……」
醫生檢查後相信是流感引起

為何病癒未幾，又再中招

多種菌株半數人帶菌

都回來……」

又病了，喉嚨痛、耳塞全部病徵

求醫，他向醫生說：「醫生，我

然而十日後，徐先生又回來

服用十天抗生素才痊癒。

而因為徐先生病情較嚴重，最終

的抗生素，一般療程為七天，然

醫生處方了能對付兩種細菌

種是流感嗜血桿菌。

侵襲，一是金黃葡萄球菌，另一

結果在四日後發現他正受兩種菌

▲

流感嗜血桿菌於一八九二年被發現。

檢查，發現雙耳都有積水，而喉

這時家庭醫學專科醫生為他

突然咳醒。

重，咳到難以入睡，睡着了也會

而且有發燒，咳嗽比之前更嚴

診，他向醫生表示有耳塞感覺，

像是愈來愈嚴重，於七日後覆

先生服藥後病情沒有好轉，而且

徵，處方了紓緩性藥物。然而徐

的上呼吸道感染，於是針對病

現在是冬季流感
高峰期，長者和兒童及抵抗力弱
人士尤其容易受感染。然而除了流感病毒外，
伴隨着流感傳播的有另一種常見細菌，稱為流感嗜血桿
菌，可引起更嚴重病徵及引起併發症，包括中耳炎、肺炎、
撰文：陳旭英 設計：張均賢
腦膜炎，必須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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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接見的彭醫生再次請徐先生

▲如有懷疑，醫生會請病人留痰液
樣本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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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養和
醫

留痰液樣本進行
化驗，結果發
現流感嗜血桿
菌依然存在。
是這種菌特別
頑強，還是有
甚他原因導致
徐先生病完又
病？
養和醫院家庭醫
學專科彭少良醫生說，
市民經常患傷風、感冒，一般
在一至兩星期內便會自行痊癒，
但有個別患者可能病徵持續或病

病徵。當流感患者出現咳嗽徵

流感相
會引起
血桿菌
忽略。
流感嗜
多時被
狀，很
類似徵

感。其中一種可以引致流感徵狀

狀，便會將這細菌及流感病毒傳

徵較嚴重，有可能並非一般流

的是流感嗜血桿菌。

播。

病毒和細菌都可以透過接觸病人鼻
腔分泌物而傳染。

當中較惡的乙型流感嗜血桿菌尤其影響幼童。與其
名稱相反，乙型流感嗜血桿菌並不會引起流感。

彭少良說，流感嗜血桿菌

病徵特別嚴重，可以引致嚴重咳

流感嗜血桿菌（Haemophilus influenzae），簡稱
嗜血桿菌，於一八九二年在流行性感冒的瘟疫中發現，
以為是流感病原，直至一九三三年發現流行性感冒的病
毒性病原後，才消除了這種誤解。有別於流感病毒引發
上呼吸道感染，流感嗜血桿菌可導致中耳炎、結膜炎、
鼻竇炎、如肺炎、會厭炎（喉嚨的上部）、腦膜炎等。

型流感嗜血桿菌

）是一
（ Haemophilus influenzae
個家族，包括多種菌株，當中以

嗽、中耳炎、鼻竇炎、肺炎
等。」

這種菌以

型流

） 較惡，
Hib

乙型流感嗜血桿菌（或是
感嗜血桿菌，簡稱

強的成員，會引發會厭軟骨發

另外此家族中有一些毒性較

「流感嗜血桿菌最初被發現

炎，可導致死亡。細菌亦可入侵

能引起較嚴重病徵。

在痰液中，醫學界以為它引致流

腦膜引致腦膜炎。

由於流感嗜血桿菌於社區中

潛藏引發半年頑痰

感，因為細菌體積大過病毒，故
容易被發現。其後才知道是流感

外國文獻指有大約超過一半

很常見，有些人感染後沒有嚴重

病毒引發流感。

人口都曾經攜帶這細菌，未必有

認識流感嗜血桿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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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嗜血桿菌有機會引起中耳炎。

二至四日，亦可能更長。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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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徵

臨牀徵狀取決於受影響的身體部位。腦膜炎可引起發
燒、頭痛、頸部僵硬，並出現食慾不振、噁心、嘔吐、
畏光、精神昏亂和嗜睡等徵狀。會厭炎患者可能出現發
燒、喉嚨痛、流口水、吞嚥痛楚、拒絕吞嚥，甚至呼吸
困難等病徵。

傳播途徑

透過接觸患者的鼻喉分泌物而傳播。

潛伏期

▲

彭醫生說，這菌有很多成

性流感嗜血桿菌肆虐。如發現該

員，不同成員有不同抗藥性，故

射式抗生素，或要服用具較多副

病徵，故常被忽略。如有呼吸道
感染，病徵持續一段長時間又未
種菌時會追查這菌是否有抗藥

作用的口服抗生素。」彭說。

菌有抗藥性，有機會需要採用注

痊癒就值得留痰液或鼻液樣本作
性，如有，則需要處方針對性的

流感病毒和流感嗜血桿菌都
會引起喉嚨發炎。

化驗。

冬季流感肆虐，兒童感染後

發高燒甚至肺炎，是否代表有細

抗生素。「這細菌品種的抗藥性
很飄忽，例如早幾年某成員具抗

彭醫生曾處理一名三十餘歲
女病人，半年來都感到早上喉嚨

菌？彭少良說，要弄清楚是流感

病毒引致肺炎，還是流感令病人

藥性，但今年卻是另一種具抗藥

黃色，曾求醫獲處方化

抵抗力差，繼而引發肺炎？

於病徵輕微，故她亦沒

她有炎症，故請她留痰

紅，淋巴亦腫脹，相信

檢查發現她喉嚨黏膜較

養和見彭醫生，「臨牀

下定決心治好頑痰，到

甲型或乙型流感後出現，同樣流

葡萄球菌引致的肺炎，很多時在

多一次感染，即有兩個病。黃金

染，或令潛藏在身體的細菌引發

毒，這時也容易受其他細菌感

當流感時身體免疫力對抗病

有太在意，直至一次終

液化驗，結果發現這

感嗜血桿菌也可以引致肺炎。

彭醫生最近處理一位有流感

播，身體的免疫系統會

一般流感由病毒傳

痰液樣本進行種菌，結果發現流

咳嗽更比之前嚴重，於是要求留

福，但服完後病徵仍持續，而且

徵狀病人，已適時處方了特敏

自行擊退病毒，求醫時

大副作用，常用的抗生素十分安

這些抗生素藥物都不會有太

素療程，或加重藥物劑量。」

肺炎，可能需服十至十四天抗生

耳朵引起中耳炎、走到肺部引致

後病徵完全消失。「如此菌走到

感嗜血桿菌，處方抗生素，七日

菌，就未能對付。

抗藥性的流感嗜血桿

方抗生素，但如遇上具

感染徵狀，醫生則會處

但如果患者有符合細菌

物，不會處方抗生素。

醫生處方紓緩病徵藥

癒。」彭醫生說。

抗生素，一星期後已痊

菌。處方了針對這菌的

認清細菌抗藥性

痰藥，但服後未癒。由

有痰液，有時白色有時

在流感高峰季節，大家亦
要提防流感嗜血桿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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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副作用通常只是引致腸胃不

▲

像兩度求診的徐先生，明明
已處方了合適的抗生素，為何短

▲

適，肚瀉、飽滯感。

短十日內又第二次感染？彭醫生
追問家庭成員健康狀況，發現同
住的太太，兩名兒女及家庭傭工

家庭成員 交叉感染
彭少良醫生說，流感嗜血桿

彭醫生請徐先生家人留喉嚨

四人之中，兒女也有上呼吸道感

有流感病毒病人咳嗽或打噴嚏時

分泌樣本化驗，結果確認女兒感

菌在臨牀上屬常見，一年十二個

就有機會將這一早潛藏體內的菌

染流感嗜血桿菌，相信徐先生在

染病徵。

一併傳播，故在這多病季節，自

服藥痊癒後，與女兒接觸時第二

月都有，但冬季會較常見。如帶

然較多人中招。

樣本送交實驗室種菌，
大約四天有報告。

四針預防疫苗防Hib

家長可考慮為兒童
▲
接種 Hib
疫苗，預防乙
型流感嗜血桿菌。

幼童較容易感染乙型流感嗜血
桿菌，而且引發的病徵較成人嚴
重，醫學界已研發預防疫苗，於嬰
幼兒出生後兩個月、四個月、六個
月及十八個月大時共接種四針。家
長可向家庭醫生查詢。

度受感染。

「這菌在不同人身上引發病

徵嚴重程度不同。女兒當時有低

燒、傷風、咳、喉痛、鼻塞，已

求醫及服藥。我在她的喉嚨分泌

樣本中，確認有此菌才處方抗生

素。而他的兒子的鼻液樣本發現

另一種細菌。三名成員均處方適

當抗生素，在服藥一星期後已痊
癒。」彭醫生說。

由於流感普遍，流感嗜血桿

菌亦常見，故彭醫生提醒如有上

呼吸道感染，並持續兩星期仍未

痊癒，或有黃或綠痰、發燒的

話，有機會不是普通流感，建議

有需要時留痰液樣本化驗。而在

流感季節，應注意個人衞生，如

有病徵應求醫及戴上口罩。在人

多的場所或交通工具，亦建議佩
載口罩保護自己。

22/12/2018 17:12:48

G800_ADW.indd 4

2018 12 26

91

流感由病毒引起，
一般會處方紓緩病徵
藥物，毋須服用抗生
素。
▲兒童較容易受乙型
流感嗜血桿菌侵襲，
家長應提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