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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環未定位照行 入境措施甩漏多
有歐返港者無獲發樣本瓶 部分手環無開藍牙失定位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在海外持續蔓延，為防止



(

「回港潮」使香港出現大量個案「倒
灌」，特區政府由昨日零時起實施進一步

加強入境控制措施，除了拒絕所有非香港居民入境及終止轉機服務 14 天外，亦會
為所有從歐美回港的市民進行病毒檢測，同時所有入境者需接受 14 天居家檢疫，
其間需佩戴附有藍牙定位功能的手環，以加強監察行蹤。不過，香港文匯報記者於
機場發現，新措施甩漏多多，有從歐洲返港者並無獲發檢測病毒的樣本瓶；有來自
歐美的港人經第三地轉機返港，則被視為非歐美入境者，毋須接受更嚴格的檢疫安
排；更有港人未被告知要啟動藍牙功能，使手環喪失定位作用。該些於潛伏期曾到
過高危地區者或會為香港社區帶來風險，若不及早堵塞漏洞，隨時
觸發新一波疫情。

昨日起，香港拒絕所有非本港居民
入境，並暫停香港國際機場的轉

部分人未獲清楚解釋系統用法

醫生籲抵港者主動索樣本瓶
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曾殷祈指出，擴
闊檢測有助及早找到或識別哪些人身上
有病毒，盡早隔離就盡早醫治，避免
帶菌者走入社區，但擔心若漏甩、
「驗啲唔驗啲」隨時觸發新一波疫
情。他同時呼籲所有抵港者可主
動要求索取樣本瓶，「可以幫香
港、幫自己出一分力。」他又擔
心在家居檢疫措施生效前入境的
人可能已感染病毒，建議政府在
全港公私營醫院設立24小時診所
做檢測。

■ 從歐美到港者會獲發具藍牙功能的手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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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他們到達香港後，都未獲分發用於
留深喉唾液樣本作化驗的樣本瓶，亦不知道
政府有打算為所有從歐洲返港者進行檢測，
他們只是在機場下載好用於啓動監察手環的
手機應用程式後就獲放行，部分人更未獲清
楚解釋監察系統如何使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在機場
逗留數小時，發現絕大部分入境者仍
然獲分發之前被揭可成功脫下的藍色手
帶，包括多名乘直航航班由英國返港的人。
直至傍晚約 7 時，記者才發現有入境者戴上
新款、具藍牙定位功能的白色手帶。
從英國經瑞士蘇黎世返港的留學生歐先
生表示，入境時未有人向他介紹手帶，亦
沒有啟動藍牙，故手環的定位功能無法運
作。他說：「職員看到我已安裝程式，叫
我回家才拍攝 QR Code，沒提過要開啟藍
牙。」經香港文匯報記者提醒，他才開啟
藍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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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服務。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亦由昨日開始
進一步擴展「加強化驗室監測計劃」，將免
費新型冠狀病毒檢測服務涵蓋至英國、歐洲
其他國家及美國抵港，而無病徵者，他們入
境時會獲發樣本瓶，以收集深喉唾液樣本進
行病毒檢測。
由英國伯明翰經多哈轉機返港的梁先生
表示，由多哈回港的一程機只得三分之二
滿，較他預期少，估計原因與新措施生效令
部分乘客未能上機有關，「原本打算不食不
飲，但見人較少也有用最短時間食完食物，
我們有跟附近其他乘客夾好，分批除下口罩
進食。」
同樣是由英國經多哈返港的劉先生認
為，特區政府早應禁止非港人入境和暫停轉
機，指自己早前「撲機位」的過程十分艱
辛，航班多次被取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稍後宣佈「封城」，所以知道實習可以提
早結束後，便立刻改機票提前回港。她又
認為，香港的防疫措施相較英國謹慎，表
示登機時機組人員已派發健康申報表，她
抵港後以為只要持表格就能入境，未有領
取檢疫令，後被職員要求折返補辦相關手
續才能入境，離開機場前亦有人檢查她是
否已下載啓動檢疫手帶的手機應用程式。
同樣是由英國返港的陳小姐，昨抵港後
亦表示可以放下心頭大石，指出原打算到
英國陪女兒做檢查，但檢查因疫情而要取
消，最終只能留在家中。她批評英國當局
在疫情肆虐下沒有作為，她逗留英國期間
一直十分擔心會受感染，很高興香港
特區政府為從歐美返港者進行檢
測。

大批港人海外返
未來數周更嚴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大批香
港居民因海外疫情惡化而回港，令香港的
確診個案持續上升，也令人憂慮出現嚴重
的社區爆發。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發表
文章指出，隨着歐美國家疫情日趨嚴峻，
「返港潮」令輸入個案大增，過去 14 天，
近九成的確診個案病者都有在外地的記錄
或屬他們的緊密接觸者。她相信，未來數
周仍有大批香港居民從海外回港，疫情比
過去兩個多月的任何一段時候都更加嚴
峻、更難處理。
林鄭月娥指現階段是抗疫的關鍵時刻，
也是考驗香港人「疫」境自強的時刻，呼
籲市民繼續同心抗疫。她援引專家顧問團
指出，香港早前採取的圍堵策略，只要加
大力度，並得到市民廣泛支持，香港仍然

可以遏制疫情，冀每位市民持續配合。

特首讚康署海關幕後英雄
另外，林鄭月娥昨日探訪西貢戶外康樂
中心暫住設施，為管理設施的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人員及來自海關的義工隊打氣，感
謝這些抗疫工作的幕後英雄。她並視察了
利用中心內足球場增建作檢疫用途的臨時
單位，項目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進行。現
時 20 個組合屋單位已落成，其餘興建中的
單位約有 70 多個，預計 4 月內完成硬件配
置工作。
林鄭月娥感謝建築署、相關部門人員及
承建商一直為增加檢疫設施而努力，盡力
在短時間內增加最多的臨時單位，體現了
同心抗疫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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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疫情升級，需要進行病
毒測試的病人增多，為紓緩入院病床壓力，醫管局宣佈，
本星期內將在公立醫院急症室設立分流檢測站，讓部分
病人在醫院指定區域等候樣本檢測結果，等候時間約為
6 小時至 8 小時，防止「隱形病人」進入社區。另外，
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透露，政府考慮在醫院以外設立
分流病房，包括利用現時的檢疫中心，照顧病情輕微
及正在康復，以及等候最後測試的病人。

紓病床壓力 盡快知檢驗結果

樂見為返港者檢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歐美的新
冠病毒肺炎疫情持續擴散，大批在當地生活
及留學的港人陸續回港避疫，不少昨日由英
國返抵本港的港人，均認為香港的抗疫工作
已遠較英國為佳，批評英國人的防疫意識
差，而香港特區政府為她們進行檢測，則令
她們感到安心。
在英國讀物理治療，原本在當地一家醫
院實習的王小姐，昨日抵達香港國際機場並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英國人欠缺防
疫意識，由於當地疫情嚴重，才令英國民眾
感到緊張，超市糧食被搶購一空，但醫院內
的醫護人員仍然不會佩戴口罩工作，她因入
鄉隨俗，在當地醫院實習亦不能戴口罩，所
以十分擔心會受感染。
王小姐又說，自己最擔心是英國

急症室周內將設
分流檢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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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何婉霞表示，本星期內公立醫院
急症室將陸續設立分流檢測站，以紓緩入院病床的壓
力，亦可讓接受測試者盡快知道檢驗結果，該做法是
參考亞洲博覽會及北大嶼山檢測中心的經驗。
何婉霞指，如果有病人到公立醫院求診時已經有較
嚴重病徵、有外遊記錄或接觸過患者，會直接送入隔
離病房治療；對於風險較低者，例如沒有外遊或沒有接
觸史，院方會派發樣本瓶給他們回家採集樣本；至於第
三類人士，包括有外遊史、需要家居隔離、有發燒等不
適但情況穩定者，則會獲安排採集樣本，當場進行病毒檢
測，其間患者需在指定區域等候。
指定區域可能是監察病房外的等候區，或是室外通風地點
設立的獨立帳篷。在等候區內，病人需要單向坐，每個座位
相隔一米。如果是室外，每個帳篷會獨立容納一人。等候期
間，有關人等需戴口罩，不能隨意走動，也不可進食。化驗時間
約為 6 小時至 8 小時，如果結果是陽性病人將入院治療，是陰性則
繼續家居隔離。

擬檢疫中心照顧病情輕微者
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透露，政府正研究多項措施紓緩公立醫院的病床壓
力，例如考慮在醫院以外設立分流病房，包括利用現時的檢疫中心，照顧病情
輕微及正在康復，以及等候最後測試結果的病人。他認為，汲取過在亞洲博覽館
的經驗，其他博覽設施亦可以改裝成臨時病房。

涉違檢疫令上街 4 人被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資訊
科技總監林偉喬表示，昨日起在機場為歐
美抵港者佩戴藍牙電子手環，取代之前的
監察手帶，而手環具有定位功能，能提供
多一重監察。電子手環配對手機，手機會
接收電子信號，若檢疫者戴着手環出街而
無帶手機，後台系統能察覺該人離開居
所。另外，他表示留意到部分使用手帶的
需要家居檢疫者，遲遲還未輸入密碼啟動
監察程式，會以短訊催促，若仍未啟用程
式，會交衛生署及警方跟進。對於有人違
反檢疫令上街，衛生防護中心強調「零容
忍」，經徵詢律政司意見後，向 4 名涉嫌
違令的人提出檢控。
林偉喬昨在電台節目上表示，藍牙電
子手環具定位功能，監察更完善，只要
檢疫者一剪掉手環或離開手機太遠，應
用程式會即時發出訊號通知當局。現時
有一萬條藍牙電子手環供應，每日可提

供予 1,000 多人試用，而下周每日有數千
條供應，會逐步推至每名入境者都用。
不過，由於內地抵港者的手機通常不適
合安裝電子手環所需應用程式，政府不
會為內地、台灣及澳門抵港者派發藍牙
電子手環，會繼續使用實時地點分享及
突擊檢查等方式監察。
他及後在疫情簡報會上指出，本周抵港者
較上周減少，政府有條件在機場協助入境者
安裝應用程式和佩戴電子手環，會先在歐美
航班推行，若順利便推行到其他航班。
他又指，政府至今已向 3.2 萬名機場抵
港者派發監察手帶，強調數目相當大，但
不會派員上門為該批家居檢疫者改用藍牙
電子手環，因舊有的監察手帶配合相關流
動應用程式，亦已起到監察效果。若來港
者沒有手機，當局會派員上門檢查，強調
違反檢疫令是違法行為。
林偉喬又說，留意到部分使用監察手帶

的需隔離者稱未能安裝應用程式，當局已
加派人手接聽支援熱線，求助者亦可透過
電郵及發手機短訊求助。

持續未啟動程式 會交警跟進
他指出，部分人遲遲未啟用監察程式，
會再發短訊提醒，以及再聯絡他們，若持
續未啟動，會交衛生署及警方跟進。

資科辦加派人手聽熱線電話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指出，已加派
人手接聽熱線電話。另外，接受檢疫者對
應用程式有任何疑問，只需要將其姓名及
聯絡電話電郵到 shs@ogcio.gov.hk，或將
姓名以電話短訊傳送至 5394 3388，資科
辦便會有專人聯絡跟進，他們亦可致電熱
線 5394 3150。資科辦會再度發送電話短
訊，提醒尚未啟動應用程式者盡快啟動程
式，以進行監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