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毒 ：解答常见问题 及 辟谣COVID-19
1.所谓的‘大流行’疾病是什么？[1] 

‘大流行’疾病是指一种新疾病已在全球广泛传播，能够轻易
地感染人，也持续地人传人。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大流
行疾病是指疾病的蔓延状况，而不是指疾病的严重性。

2. 使用外科口罩和使用N95口罩有分别吗？ 

普通的外科口罩若是有达到标准（方形，宽松)，将能有效地
防止液滴（‘飞沫’）扩散，从而防止传播感染。但是，长期
使用着外科口罩将会减低这口罩的‘防飞沫’功能，而渐渐失
去防止病毒被传播的效能。
另一种等级的口罩是N95口罩。戴上N95口罩时，您须测试口
罩是否紧密地贴住脸庞 ，从口罩的过滤器（而不是口罩边缘
）吸气与呼气。

3. 社会疏离‘(social distancing)是什么？ 

‘社会疏离’是指不参与集体聚会或群众集会[2]，以及尽可能
与别人保持3英尺（约1米）[3]的距离。

8. 目前是否有预防或治愈COVID-19的药物与疗法
      呢？

没有。目前尚未有证据显示现有的药物或疗法*能够预防或治
愈这疾病。某些西式，传统或家庭式疗法或许能缓解症状，但
这些都不能让您治愈。

世界卫生组织至今并不鼓励人们实行自我药疗或擅自服药（例
如为了预防或治愈这疾病而服用抗生素）。

*目前世界各地已启动数项COVID-19的临床试验，以测试各
种药物的有效性。

9. 目前有了针对COVID-19 病毒的疫苗，药物或疗
      法吗？

暂时没有。尽管中国正进行临床实验来测试各种药物的有效性
，或世界各地在研发针对 COVID-19 病毒 （高达20种）的疫
苗，这些药物与疫苗都尚未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
虽然市场上还未有被批准的疫苗，药物或疗法，被 COVID-19 
病毒感染的人应接受护理，以便缓解症状，而病情严重的人都
应留院。这是因为支持性护理 （supportive care） 已协助大
多数患病者痊愈。

10. 从疫区寄过来的包裹是否安全？

安全。受感染者将病毒散播到包裹的可能性很低。即使包裹原
先存有COVID-19病毒，由于在运输中不停地被移动，也曝露
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与低温下，病毒在包裹生存的机率会很低。
所以接受包裹者被病毒感染的风险会非常低。

11. 至今，确诊患者病死率有多高？它与感染死亡
       率有何区别？ 

确诊患者病死率的算法是死亡人数除以确诊病例总数。根据当
前数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球COVID-19的确诊患者病死率
为3.4％。[5] 切记：这数据将不断地变化，而且在疾病暴发的
初期，严重的病情因为容易发现，所以会先被报告。
为了呈现一个更全面的数据，科学家都希望能应用感染死亡率
。这是因为感染死亡率的算法会包括所有被病毒感染的人。

6. 多吃大蒜有助预防患上COVID-19吗？

没。目前尚未有证据显示食用大蒜有防 COVID-19 的功能。

7. 流感疫苗有助预防COVID-19吗？

无效。尽管如此，我们强烈建议群众每年都应接受疫苗以预防
流感。

4. 社会疏离 (social distancing) 与自我隔离 
     (self-quarantine) 自我隔绝 (isolation) 的意思都
     一样吗？

自我隔离与自我隔绝是为了遏制病毒蔓延而让人们在一个特定
的区域移动。
更具体地说，自我隔绝是将病者与未患病的人分开，而隔离是
把曝露在病毒环境下的人与未曝露的人分开，并限制他们活动
范围，从中观察他们是否有生病或受感染。

另一方面，社会疏离没有把人限制与一个特定的范围，而是人
们为了降低被感染的风险而采取的行为。

5. 我们应如何实行社会疏离呢[3][4]？

在图书馆，礼堂，会议室，或自助餐厅里：
若可行，每人应保持两个座位的距离。

接待台：
任何对话或讨论应在十五分钟内结束，而接待台应常消毒。

排队中：
每人应保持至少3英尺（约1米）的距离。

办公室 :
在工作性质允许下，按照公司管理层制定的程序, 尽可能实行
远程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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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献血/捐血具有被病毒感染的风险吗？ [6]  

无风险。这是因为捐血过程若有按照无菌程序进行，呼吸道病
毒将不会在您捐血时散播至您。

16. 关于COVID-19病毒的正确知识 [7]  

• COVID-19可在炎热潮湿的地区传播。 

• 低温/寒冷状况或雪霜无法灭除COVID-19病毒。

• 洗热水澡并不能预防COVID-19病毒。 

• COVID-19病毒不能通过蚊虫叮咬传播。 

• 干手器不能灭除COVID-19病毒。 

• 请勿用紫外线灯对手或其他身体部位的皮肤进行消毒，因为
    紫外线会过分刺激皮肤。 

• 若COVID-19病毒已进入您的体内，在身上喷洒酒精或氯也
   无法把病毒灭除。

• 目前，尚未有证据显示COVID-19病毒可感染身边动物/宠物
  （如猫或狗）。

• 抗肺炎的疫苗，例如肺炎球菌疫苗和B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 
  ，不能预防COVID-19病毒。

12. COVID-19是否只会感染老年人?  

这是错误的观念。所有年龄层都皆有被 COVID-19 感染的风
险，只是老年人和先前患有其他疾病的人的风险会比较高。（
其他疾病的例子包括哮喘，糖尿病，与心脏病。）高风险群不
但更容易被感染, 他们病情也相对的比较严重。

13. 抗生素有助于预防和治疗COVID-19吗？ 

没。这是因为抗生素只能抵抗细菌，而不能抵抗病毒。但是若
您因受 COVID-19 感染而留院，医生可能会采用抗生素来对
抗细菌共感染。

14. 在公共场合戴着橡胶手套是否能预防COVID-19？ 

不能。这是因为即使您戴着橡胶手套，您还是会有机会把 
COVID-19 病毒沾染在手套上。随后，若您戴着具有COVID-19 
病毒的手套接触您的脸庞，病毒可从手套散播至您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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