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感染及死亡人數持續增加，世

界各地均致力尋求防疫抗疫方法，疫苗研

發被視為當中關鍵，而香港大學新發傳染

病國家重點實驗室科研團隊也正全力埋首

相關工作。領導研發的港大微生物學系教

授陳鴻霖接受香港文匯報獨家訪問時透

露，團隊已開始進行動物實驗，預計在兩

個月內完成，並在7月展開臨床試驗，期望

於18個月內完成推出疫苗，「最理想當然

希望百分百（預防），至少提供一定程度

的免疫力，減輕感染後的嚴重程度，例如

止於發燒，避免惡化至肺炎程度。」

港產新冠疫苗 七月臨床試驗
港大研發正進行動物測試 期望18個月內推出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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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試暫定24日如期開考

疫情令前線醫護人
員工作量大增，而位
於「幕後」的科研人
員其實也在爭分奪秒
進行抗疫研究。本身

為港大醫學院非臨床教授的陳鴻霖
坦言，自從12月底至今幾乎沒有
一日休息，壓力繁重更引致精神緊
張，「現在我最怕見到手機有訊號
入來，基本上見到就一定要立馬回
應。」但他強調，疫情緊急下相關
研究工作是刻不容緩的，只得盡力
而為，冀可盡快做出成果，為抗疫
帶來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早於上月中已嘗

試聯繫陳鴻霖講述團隊疫苗研發進
展，惜因研究工作繁重，直至4月
初才終可抽時間完成電話訪問。
陳鴻霖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形容，這段時間的忙碌程度實在是
難以想像，「過往的研究工作固然
很忙，但疫情期間更是刻不容緩，
不論是跟內地機構合作，或是跟
CEPI（國際流行病預防創新聯
盟）合作，所有事情都來得非常緊
迫，一收到消息就要在短時間內反
應，或是提解決方法，帶來非一般
的神經緊張。」
他感嘆說，那並非「瞓一覺就可

無事」的繁忙程度，而是連續3個
月都是如此，更苦笑指有時甚至覺
得自己患上「手機恐懼症」，「有
時真係連電話都唔想聽，但事情始
終必須做好，也只得堅持下去。」
被問及研究疫苗的困難，陳鴻霖

再三強調人類實在對新冠病毒所知
甚微，「其實就連2012年流行的中東呼吸
綜合症冠狀病毒，至今仍未能做出預防疫
苗」，可想而知，製作新冠病毒疫苗當中存
在的未知數。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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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疫情持
續，5萬多名文憑試考生面對考試的未知
數心情尤其忐忑。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表
示，現時仍以4月24號如期開考為目標，
但始終要視乎疫情發展，以考生安全為
先，故現時正與學界各持份者討論包括再
延遲、取消考試在內的不同預備方案，有
決定時會盡快作公佈。

僅25%考生認同取消考試
考試因疫情一再延期，令考生壓力愈見
沉重。青年新世界本月8日訪問了八百多
名文憑試生，84%人擔心因應考而受感
染，63%贊成再次延期，不過他們對推遲

的時限意見分歧，而認同取消考試只有
25%。
在昨日立法會特別財會，多名議員追問

楊潤雄決定考試安排的「死線」。他在回
應時表示，學界普遍認同如情況許可應如
期開考，亦有人認為應再次延期，但疫情
持續變化，局方不能不考慮各種預案及相
應影響，包括較少人贊成的取消考試及相
關成績評估公平問題。
他強調，文憑試涉及數以萬計學生的
安危及前途，24日開考是目標，惟目前
難以承諾必定會落實，他明白考生的憂
慮，三次強調會「盡快公佈」不同應變
預案。

同場考生未必全列緊密接觸
針對試場內一旦有考生確診，是否同場

考生均需要隔離檢疫時，楊潤雄表示，各
試場座位距離原則上已拉闊（約 1.8
米），考生亦須戴口罩及不可以交談，根
據醫學意見，同一試場應考者未必需要全
部列為緊密接觸者，但實際情況仍要視乎
每宗個案去作評估。
另外，因應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
教育局已同步決定調撥現有資源，向約
160所的國際學校與私立中小學日校提供
每校8萬元紓困資助，共涉1,300萬元開
支，局方昨已向學校發信通知詳情。

根據世衛資料，截至4月4日，全球共
有62種正在研發的新冠肺炎候選疫

苗，其中內地正在武漢進行志願者接種一
期臨床試驗，而港大則是香港唯一加入新
冠疫苗行列的研發團隊。除陳鴻霖外，團
隊成員尚有微生物學系教授陳志偉、首席
創新總管何亦武和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
國勇等。
陳鴻霖表示，團隊2月初已針對新冠病

毒做出了疫苗種子，「目前正進行動物實
驗，待確認疫苗有效及安全後，就會申請
臨床試驗批准，若情況順利可望於7月展
開臨床實驗。」他介紹說，動物實驗一般
需要找多於一間機構進行，是次香港與內
地均會進行，預計在未來一兩個月內陸續
有結果，其後會呈交有關機構審批。

被問到選用何種動物模型，陳鴻霖坦言
人類對新冠病毒認知不多，「一開始大家
都不確認什麼動物適合，直至最近袁國勇
教授發現倉鼠比較好。」袁國勇早前成功
建立及發現全球首個用以研究新冠肺炎病
毒的金黃敘利亞小倉鼠實驗模型，疫苗的
動物實驗亦會以它進行，「先為動物打我
們的疫苗，再嘗試以病毒感染，觀察其保
護能力。」
港大新發傳染病國家重點實驗室近年於

流感病毒研究方面具厚實基礎。針對是次
新冠肺炎，團隊利用無毒害流感病毒為載
體，透過構建類冠狀病毒的表達抗原，製
備了有關疫苗種子，可透過雞蛋或細胞工
廠生產系統進行大量培育。最終製成的疫
苗還可以噴鼻式操作，並可望具備多功

能，能同時針對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

工廠同步準備生產
疫苗研發往往需時甚久，動輒以年計，

陳鴻霖預計團隊可以於12個至18個月完
成工作，「當動物實驗做完，政府批准做
臨床，一期試驗普遍比較短，毋需太長時
間，亦毋需做太多人，應該一兩個月可以
做完。」
他並透露，團隊目前跟廈門大學及多所

藥廠合作，大家一直都在「多條腿走
路」，例如工廠的生產條件準備正同步進
行，只要確認疫苗通過相關品質程序，將
可立刻投產。
至於疫苗的最終成效，陳鴻霖說，雖然

動物測試尚未完成，但初步相信具最低限

度的保護作用，「只是未確定能保護到什
麼程度，這些真的要待臨床測試後才有答
案。」

未完美也可防惡化
他坦言，最理想的情況當然是做出可

百分百預防的疫苗，但即使有些疫苗未
能達到，對民眾健康仍有一定價值，及
為抗疫提供多一個選項，例如卡介苗
（BCG），雖然不能百分百預防癆菌感
染，但包括香港及內地等多個地方都會
選擇大規劃甚至全民接種，「即使最終
做唔到完美，差少少都可以用；例如感
染後亦只到發燒程度為止，而不至於惡
化至肺炎，那其實已很OK，有助爭取更
多時間完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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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疫情下各
界別都要減少會面，其中就包括停止面授課
堂，視像通訊軟件成為重要替代品，當中香
港大專院校廣泛採用的Zoom，近日被指存
在保安及私隱漏洞，會議內容及用戶資料有
被洩露風險。香港文匯報就此向各大學查
詢，有大學指已知悉問題，校方已向師生發
出安全建議，未來會繼續密切監察情況，如
有異常將馬上採取適當措施。
香港科技大學表示，早前收到師生關於

Zoom的查詢，校方已於上星期發電郵作出
安全提醒，包括更新軟件、以科大戶口登
入，及開啟只准許特定人士會議的功能等。
香港大學亦設置答問網頁向師生提供相關資
訊，又指大學成員也可選用其他教學軟件平

台。
理工大學回覆指，校方已向主持視頻會

議人員發佈資訊安全指導方針和預防措施，
以確保資料保密和保障會議隱私。校方必要
時亦會採取應對措施，如更新軟件以修復保
安漏洞，或因應情況調整雲端視頻會議工
具。
城市大學表示高度重視保護個人資料，

會密切留意和評估各軟件的安全程度，若發
現異常會馬上採取適當措施。嶺南大學已於
3月中向師生發出安全建議，及加強軟件的
安全設定。教育大學亦已提醒師生有關
Zoom的安全守則及指引，現時該校採單一
登入系統，一般情況下只會保存師生電郵地
址。

Zoom現保安漏洞 大學發安全建議

■■陳鴻霖陳鴻霖（（左三左三））與其團隊正研究新冠肺炎疫苗與其團隊正研究新冠肺炎疫苗。。 港大圖片港大圖片

世衛總幹事譚德塞昨日憤怒反擊台灣當
局對其進行人身攻擊侮辱，指出將防疫政
治化等於「玩火」。在世衛帶領全球合作
抗疫的關鍵時刻，台灣蔡英文當局接二連
三炒作參與世衛組織的話題，玩借疫謀
「獨」的把戲，自取其辱。譚德塞「將防
疫政治化如同『玩火』」的當頭棒喝，也
是警告香港電台和本港反對派，利用疫情
謀取政治私利、干擾抗疫，是與民為敵，
令世人不齒。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昨在記者會上表
示，過去兩三個月來受到人身攻擊及侮
辱，說他是「黑人」甚至作出死亡恐嚇，
並點名指出這些攻擊來自台灣。譚德塞表
示，將專注拯救生命，亦以身為黑人而自
豪。而台灣當局一方面假惺惺表示「絕無
鼓動民眾」發動相關人身攻擊，另一方面
又藉機提出「恢復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出席
世界衛生大會」的無理要求。事實上，台
灣蔡英文當局在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不斷
利用疫情在國際上操弄所謂台灣參與世界
衛生組織議題，企圖拓展所謂台灣「國際
空間」。

眾所周知，世衛成員是以主權國為單
位，世衛堅持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處
理涉台問題，符合國際社會的一貫準
則。自 2009 年開始，台灣以「中華台
北」（Chinese Taipei）名義受邀參與世
衛大會，開始成為世衛的觀察員。蔡英
文 2017 年上台後，拒絕承認「中國代表
團」的條件，才不再被世衛邀請成為觀
察員。台灣參加世衛的政治基礎不復存

在，責任完全在蔡英文當局。但大陸為
了台灣同胞的安全、健康和利益，與世
衛達成共識，在台灣設立了世衛組織
《國際衛生條例》聯絡點，設置登錄世
衛組織資訊網站的帳號，台灣可登錄該
網站，及時獲取世衛組織發佈的全球突
發公共衛生事件資訊。新冠疫情發生
後，大陸亦多次及時向台灣通報疫情防
控最新資訊，今年1月專門安排台灣防疫
專家赴武漢現場考察。

台灣不顧事實、炒作所謂「國際防疫
缺口」，更配合美國攻擊世衛「以中國
為中心」，與美國聯手將疫情政治化，
破壞世界合作抗疫，將自己的政治利益
置於全人類的安全利益之上，只能激起
全世界國家和人民的反感，令台灣在國
際上更孤立。美國政府在世衛發出警
報、中國一早已通報的情況下，對防疫
掉以輕心，導致美國淪為疫情重災區；
台灣近期的疫情也出現反覆，蔡英文當
局的官員還鬧出「電飯煲蒸口罩」的國
際笑話，在在證明將防疫政治化、干擾
防疫造成的嚴重後果。

譚德塞對台灣當局直斥其非，也是打臉
香港電台和本港的反對派。早前港台記者
借訪問世衛官員機會，在台灣會員資格問
題糾纏不休，替「台獨」張目之意彰顯明
甚，反對派還以「新聞自由」替港台播
「獨」辯護。再早前，本港少數醫護借防
疫之名搞政治罷工，反對派在背後煽風點
火。種種將防疫政治化的惡性，破壞抗疫
大局，損害港人利益，必遭被港人唾棄。

將防疫政治化是與民為敵
政府公佈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當中800億的

「保就業」計劃，補貼有為僱員供強積金的僱主
「出糧」，惠及補習社、客運業、旅遊業、航空
業及食肆等16個行業，料有150萬名僱員受惠；
另外亦為特定行業沒有強積金供款的打工仔提供
援助。儘管如此，仍有不少自僱性質、或從事臨
時性工作的打工仔，依然得不到任何照顧，申請
綜援也不符合資格，猶如被遺忘的一族。目前本
港經濟、就業狀況是數十年來最惡劣，而且情況
受疫情影響可能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政府仍
要進一步補漏拾遺，盡快研究、推出特別援助計
劃，包括用關愛基金為防疫抗疫基金補位，即使
做不到「滴水不漏」，亦要盡可能幫到更多打工
仔。

「保就業」計劃向僱主提供僱員工資補貼，
有關安排基於強積金制度，計劃確實增加受惠僱
員人數，簡單直接，可以發揮到急民所急的效
果。但是，仍有不少行業打工仔在兩輪的基金援
助下落空，主要包括一些較多自僱或佣金制計酬
的行業，如家務助理、啤酒推廣、推拿、中醫養
生、個別美容美甲服務、保險業及私人教練等，
這些行業的從業員不少沒有就強積金供款，甚至
未必有僱傭合約，很容易成為被遺漏的一群。

另外，政府宣佈推出臨時綜援措施，提供限
時性的失業支援計劃，將失業綜援資產限額上調
一倍，單身人士的資產限額上調至6.6萬元，勞
福局局長羅致光認為已足夠幫助失業人士。不
過，有分析指出，按照勞工法例，被裁退員工應
獲賠償一個月代通知金及遣散費。以一名年資5
年的基層僱員為例，其月薪假設為1.8萬元，即
去年第2季工資中位數，若被解僱，可獲6萬元
遣散費另加一個月代通知金，合共7.8萬元，該

失業員工所獲賠償已超出6.6萬元的上限，提升
綜援申請資產上限，也很難幫到失業人士。勞福
局局長羅致光亦承認，本港各行各業有不同情
況，要設計出「滴水不漏」的制度相當困難，但
希望「幫到最多人」。但既然紓困計劃仍有不少
「漏網之魚」，政府當然就不能因為難以做到
「滴水不漏」而放棄幫助有需要的人。

首先，政府可以透過與各行各業的行業組
織、工會、社福機構合作，梳理、掌握未能受惠
兩輪抗疫基金的人數和情況，推出有針對性的特
別援助計劃，提供一段時期的資助，幫助那些既
不能受惠紓困計劃又不符資格申請失業綜援的打
工仔；關愛基金一向用來照顧「N無人士」，具
有照顧恒常福利網之外人士的功能，此次不少工
會都建議，政府應用關愛基金為防疫抗疫基金補
漏拾遺，值得政府認真研究、積極採納。

在去年修例風波和當今疫情的雙重夾擊下，
本港百業蕭條，尤其是消費大幅萎縮，又未知何
時能走出低谷，對本港服務業的打擊前所未見，
服務業的倒閉潮可能接踵而至，多條專線小巴今
日停辦。本港不少小巴及服務性行業對經營前景
悲觀，入不敷出，這些行業多以中小企為主，在
經濟大環境惡化下，難以長久支撐。紓困計劃向
僱主提供的支薪補貼，申請需時要到今年6月才
可發放，目前不少中小企已面臨資金鏈即將斷裂
的危機，政府的支薪補貼要到6月才到手，對危
在旦夕的中小企是遠水難救近火。

救急如救火。撐企業、保就業刻不容緩，無
論是防止出現中小企倒閉潮，還是更廣泛為打工
仔紓困，如今政府的支援關鍵要及時，能快則
快，可考慮分階段、分批次發放補貼，為中小企
和打工仔施灑「及時雨」，助他們渡過難關。

紓困計劃要補漏拾遺 盡力幫助更多打工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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