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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個多月來，市民響應政府呼
籲，配合防疫所需，居家避疫，但難免日益感
覺沉悶。近日疫情稍為放緩，又迎來接連 4 天
的復活節公眾假期，部分市民按捺不住，紛紛
走出家門消閒散心，全港各區的商場、食肆、
郊野公園等埸所均人頭湧湧，有人興之所至除
下口罩的情況屢見不鮮。做好個人衛生防護、
保持社交距離，是防範新冠肺炎傳播的兩項基
本卻也是重要手段，目前確診個案回落已經證
明這兩項手段有效。復活節大批市民外出遊
玩，更有人放鬆防疫保護，會否因此而令確診
個案上升，需要兩周後才知，但若因市民貪一
時之樂放鬆防疫警戒，導致疫情反覆，未免太
過不值。
目前歐美疫情仍居高不下，美國確診人數超過
50 萬，死亡人數突破 2 萬，全國 50 個州史無前例
宣佈進入重大災難狀態。由今日起，所有歐美抵
港人士須到亞博館等候檢測，檢測結果呈陰性
者，才可返回家居或到指定地點繼續完成14天強
制檢疫。現實情況說明，全球很多國家和地區的
疫情不僅尚未受控，且相當惡劣，何時見頂仍是
未知之數。此時此刻，本港絕對未到放鬆警戒、
輕鬆耍樂的時候，絲毫的麻痹大意，都仍然可能
令之前的防疫成果前功盡棄。
本港既要收緊口岸檢疫措施，防範病毒由海
外輪入，同時另一防疫重點，是要持之以恒發
現並截斷社區傳播鏈。這既需要政府的圍堵措
施持續發揮功效，也需要市民保持耐心和信
心，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共同努力保持社交
距離，做好個人衛生防護，防範大型社區爆
發，推動疫情持續、徹底好轉。

WEN WEI EDITORIAL

昨日，本港新增 4 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是
近一個月時間內，確診個案再度回落至單位
數。本港疫情下降的趨勢令人鼓舞，但向好的
態勢還未見底，而且近日趁復活節外出消閒解
悶的市民驟增，有跡象顯示社會防疫意識有所
鬆懈，難免增加病毒社區傳播的風險，隨時令
疫情反覆。病毒不會放假，疫情並未完全受
控，市民仍要保持高度警覺，切勿因確診個案
回落而對防疫掉以輕心。
翻查資料，對上一次新增個案少於 5 宗，已
是 3 月 14 日，同樣錄得 4 宗的數字，之後曾單
日新增多達 65 宗。由本月 9 日起至今，每日確
診數字介乎 4 至 13 宗，連續多日均為 20 宗以
下。本港每日確診個案之所以持續回落，一方
面是自 3 月 19 日開始，政府要求除澳門、台灣
外，所有從外地入境人士需強制檢疫 14 天，3
月 25 日起停止轉機服務，從澳門及台灣入境人
士也需強制檢疫 14 天；另一方面，為更有效控
制疫情，政府自 3 月底起推行新例，限制人群
在公眾地方聚集，並且先後要求部分服務行業
場所關閉停業。
根據新冠肺炎兩周左右的潛伏期計算，3 月
19 日由海外返港的市民，若受感染者大多已出
現病徵，接受隔離治療；外來遊客大幅減少，
本港有相對充足的檢測能力進行排查，及時發
現被感染者；在嚴格社交距離限制令約束下，
能夠比較有效截斷社區傳播，阻止不明來歷的
群組爆發，令確診個案明顯回落。但是，新冠
肺炎有潛伏期，目前情況好轉，確診數字回落
只是反映兩周多前採取措施的效果，對疫情的
發展未許過分樂觀。

社評

疫情稍緩未見底 防疫勿掉以輕心

山寨試劑危害大 立法監管有必要
新冠肺炎肆虐，近期本港出現多款山
寨檢測試劑，聲稱 15 分鐘內就可測出有
否染病，售價數百甚至上千。目前新冠
肺炎的檢測診斷，多以核酸檢測為主、
抗體檢測為輔，且需由醫生或合資格人
員進行專業操作，山寨檢測試劑誤導市
民、延誤醫治，埋下疫情社區爆發的隱
患。目前本港並無法例規管檢測試劑，
政府應考慮立法規管、堵塞漏洞，打擊
無良商販，保障市民；另一方面要加強
宣傳教育，引導市民相信科學，接受專
業的病毒檢測，切莫購買、使用山寨檢
測試劑。
本港目前山寨檢測試劑氾濫，部分產
品生產商並無相關資質，有產品包裝
無任何認證信息，對試劑的用途和使
用場合亦缺乏清晰說明，有商家甚至
將不同牌子產品拼湊成檢測套裝，誇
大效果，吸引市民購買，企圖謀取
「災難財」。
在目前的疫情態勢和科學認知狀況
下，檢測新冠肺炎並不適宜由市民自行
處理。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監管司副司
長張琪曾強調，抗體檢測試劑只能作為
「補充檢測」，並非作初步診斷之用，
且試劑必須由醫護人員操作，不宜市民
在家自己使用。本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
委員會主席梁子超亦指出，檢測試劑不
應出現在坊間，因為新冠病毒檢測試劑
不適用於早期居家診斷，因一般感染後
第七天血液中才會存在大量抗體，若感

染者在首 7 天用抗體檢測而發現自己是
陰性，測試者會掉以輕心，繼續社交活
動，大增社區傳播風險。山寨檢測試劑
通街賣，市民自行購買使用，容易被檢
測結果誤導，不利早發現、早就醫、早
隔離，隨時會造成疫情社區大爆發，山
寨檢測試劑根本是破壞防疫的重大隱
患。
本港山寨檢測試劑成行成市，原因是
檢測試劑市場「無王管」。試劑不是藥
物又不是醫療儀器，不受藥物條例監
管；衛生署亦表示，本港目前無特定法
例規管醫療儀器（包括檢測試劑）。山
寨檢測試劑有危害公眾安全的重大隱
患，政府亟需堵上監管漏洞，盡快推出
專門條例，規管檢測試劑。
立法規管需時長久，而市民又關心自
己是否感染，為免市民誤信、誤購山寨
檢測試劑，政府當下必須加強市民對病
毒檢測的宣傳教育。一是指出新冠肺炎
病毒檢測，需由專業醫護操作，自行檢
測不可靠，提醒市民不應購買、使用檢
測試劑；二是普及新冠肺炎病毒的檢測
常識，讓市民明白，檢測以核酸檢測為
主，抗體檢測為輔助，兩者結合檢測才
能減少誤診或漏診率，自行購買抗體檢
測劑風險不小；三是呼籲市民若發覺自
己有病徵或有懷疑，應立即到公立醫院
或私家診所接受病毒檢測，盡早向醫生
求診，這才是保護自己、對他人負責的
最安全可靠途徑。

打卡兼探熱 「望兩眼就得」
初創企製虹膜系統 毋須搵人站門口揪「隱形個案」
新冠肺炎
困擾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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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本地確診個案仍持續出現。為回應社會抗疫
需求，有初創企業研發穩定可靠的「疫情防控管
理系統」，將具溫度探測功能的「中距離虹膜人
面一體機」融入公司考勤系統，追蹤曾與患者接
觸的個案，其中一台機已於數碼港試行；又推出

▲現時本港不少工作地點，均有專人為進出的人量度體溫。圖為灣
仔入境大樓地下，有職員為公務員探熱。
資料圖片

「室內外防拆手錶」，追蹤受檢疫者身處位置，
防止其偷跑到社區「播毒」。

◀呂家豪展示由其公司研發的「中距離虹膜人面一體機」及「室內
外防拆手錶」，並表示這次疫情或是契機，讓他們通過改良現有技
術，為抗疫工作出一份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新冠肺炎陰霾下，為減低中招者入
侵的風險，很多公司均規定員工

在探熱後才可進入公司，不過，鮮有
公司詳細記錄每個員工的體溫，日後
難以翻查及跟進；而負責探熱的職員
若本身帶有病毒，亦會增加交叉感染
的風險。
本地科企國享源創科技有限公司近
月推出「疫情防控管理系統」，為
「中距離虹膜人面一體機」加上溫度
檢測功能，並將其結合考勤系統，達
到防疫效果。虹膜是眼睛構造的一部
分，虹膜中心就是瞳孔。虹膜與人
面、指模一樣，是可以用於解鎖的生
物特徵。

門，結合保安及公共衛生監察功能，
所以叫做「一體機」。系統由辨識生
物特徵、測體溫到開門，過程只需數
秒，員工毋須接觸任何按鍵，減少接
觸病毒的機會，達到「無感通行」。
呂家豪表示，一體機加入了探熱功
能，系統可作考勤記錄，能記錄員工
出入時的體溫。「若員工不幸確診，
公司能迅速找到曾與確診者同一時段
上班的其他員工，並非只靠確診者的
模糊記憶。」
他透露，有一台機器正於數碼港內
試行，期望未來能推廣到更多地方，
協助抗疫工作，盡量揪出「隱形個
案」。

減染疫風險 達
「無感通行」 不除罩護目鏡 都可識別身份
公司聯合創辦人呂家豪介紹指，只
要將檢測機設於工作場所的出入口，
登記後的員工需要同時符合生物特徵
記錄及通過體溫測試，才能通過閘

疫情期間，一般人均會戴口罩、護
目鏡，故虹膜辨識技術是一種更便
利、可靠的技術，準確率接近 100%，
所需時間少於 0.01 秒，屬安全系數最

矢志創業棄升大 趁疫境改良技術

高的設備之一，受檢測者不用除口
罩、護目鏡都可以被確認身份。

「防拆手錶」
阻受檢疫者偷走
針對有傳播風險的強制檢疫者，呂
家豪指出，他們亦研發了自帶藍牙、
WiFi 及 GPS 定位功能的「室內外防拆
手錶」，頻率較快且定位精準，不需
依靠手機等設備輔助，可望提升檢疫
便利程度。相關政府部門可在後台設
定檢疫者的活動範圍，對方一旦離
開，系統隨即會收到通知；而錶帶內
藏有電線，手錶亦具心跳監察等功
能，若有錶帶被剪斷、心臟異常等情
況，亦可馬上作出通報。
由於檢疫期限一般為 14 天，為延長
防拆手錶的電量，公司特意研發「覆
蓋式」充電器，只需將移動充電器覆
蓋錶面即可充電，「一般來說，手錶
電量能維持 10 天；配合充電器，電量
就能再延長10天，足以應付需求。」

身為 95 後的呂家豪，年紀輕輕
已經有不少創業經驗。約 6 年
前，他還沒考完香港中學文憑
試，就已經發「創業夢」。雖然
DSE 成績不錯，但他立志創業，
故毅然放棄在港升讀大學的機會。他笑言：「當
時可能看了太多勵志的創業故事，發現許多成功
企業家都沒有讀完大學，所以就想着要創業。」

$

早悉先機北上創裝修
「網台」
在新冠肺炎襲港後，不少巿民盡量減少出
外，社會大眾才比較關注網購等各類互聯網平
台。不過，對呂家豪而言，早於考畢文憑試那
年，他已經洞悉商機，率先到內地創立互聯網平
台，主要涉及家居裝修、建築材料的範疇，為用
家配對合適的裝修師傅。
他表示，由於家人從事家居建築行業，故啟
發他在這方面作嘗試，「當時希望顛覆傢具裝修

高永文：不犧牲病人利益是醫護底線
香港文匯報訊 抗疫當前，泛暴工會「醫管
局員工陣線」卻曾於今年 2 月初發動罷工，要
求政府封關防疫。對此，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高永文接受新華社記者訪問時認為，大敵當
前，醫護人員要團結一心抗疫，他形容新冠病
毒是最大的敵人，「作為一個醫護人員，底線
就是不能犧牲病人利益。」他又指，從醫是崇
高的事業，好好治療和保護病人是醫生的天
職，在香港，醫護人員的專業精神有目共睹。
新華社昨日播發該篇專訪。談及早前香港有
醫護罷工，高永文認為，從醫是崇高的事業，
「好好治療和保護病人是醫生的天職。」在香
港，醫護人員的專業精神有目共睹。但在疫情
爆發初期，受一些政治因素影響，一些醫護人

員一度採取了所謂的「罷工」行動。他說，大
敵當前，醫護人員要團結一心抗疫，新冠病毒
才是我們最大的敵人。「作為一個醫護人員，
底線就是不能犧牲病人利益。」
專訪又提到，抗疫期間，高永文利用自己的
社會影響力，參與組織一些如「全港社區抗疫
連線」的公益團體，為抗疫奔走助力。他一方
面為捐贈方和需求方做好聯繫對接，另一方
面，他們成立了由 13 名專業人士組成的團隊，
開設抗疫情緒支援熱線，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
服務。
此外，他們還與浸會大學合作，將其捐贈的
5,000份預防新冠病毒中藥沖劑，派發給高危群
體，特別是長者。

談及 2003 年 3 月「非典」疫情在香港爆發，
高永文目睹了疫情的慘烈，香港公共衛生安全
體系的薄弱也在疫情中充分暴露。他說：「這
是個很沉痛的教訓，從個體層面到管理層面，
我們都明白了一個道理，不管我們自認為醫學
有多麼發達，一個簡單的病毒都會帶來非常嚴
重的威脅，給人類生命造成很大的損失。」

「非典」
令港重視公共衛生
經此一疫，高永文深刻認識到公共醫療系統
的重要性，在醫療資源配置上有意對此傾斜。
他透露，當年有4塊地可建私家醫院，他只用了
兩塊，其餘的用來建公立醫院，始終警覺
「不能
讓公立醫院體系萎縮」
。香港亦開始高度重視公

的傳統做法，添加新的元素。」
在創業過程中，呂家豪對各種新科技有新的
想法和意念，並於 3 年前與其他創辦人，聯合創
辦國享源創科技有限公司，成為香港數碼港的初
創企業。現時公司業務涉及大數據分析、智慧零
售、機器人、保安應用等。
訪問期間，呂家豪直言並不介意自己沒有大
學學位，但他為了深入了解行業和未來趨勢，不
斷向行內前輩請教，並一直於內地大學修讀短期
課程，自我增值。
呂家豪在香港土生土長，對香港懷有感情，
加上最近特區政府積極推動科研發展，讓他萌生
回港創業的念頭。他非常欣賞特區政府對初創企
業的支持和幫助，加上香港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
及背靠大灣區城市等優勢，故深信香港是一個適
合創業的地方，「這次疫情或許是契機，讓我們
通過改良現有技術，為防疫、抗疫工作出一份
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共衛生安全，成立了衛生防護中心，建了傳染
病醫院，陸續投放了不少資源建立防護網絡和
健全相關機制，以應對公共衛生安全的挑戰。

控人流限聚料基本
「控疫」
目前，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作為自由港的香
港，每日有來自全世界的人流物流進出，要守
住香港公共衛生安全，高永文深知「挑戰特別
大」。他認為，香港的公共防護體系在新冠肺
炎疫情應對上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每天確診
病例多是境外輸入，而香港在不封城的情況
下，只能依據基本公共衛生原則處理，其中檢
測、隔離、接觸追蹤是最重要的三步，並且要
相互配合，方能見效。
「香港在每一步都有佈局。」高永文認為，
隨着控制人流、減少聚集等一系列措施到位， ■高永文表示，不犧牲病人利益
他判斷疫情應該「基本可控」。
是醫護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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