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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新冠肺炎疫情持

續緩和，但口罩仍是市民

外出的必備品。特區政府

昨日宣佈向全港市民派發

可重用口罩，名為「銅芯抗疫口罩」（CU Mask），今日早上7時起至

6月6日期間接受市民網上登記免費領取，登記成功後，預計兩星期內

經香港郵政將口罩送上門。該款口罩由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HKRITA）研發，符合ASTM 第一級標準，適合社區使用，清洗後可

重用60次，更換濾芯後可繼續使用。此外，政府還會向全港每戶住戶

派發一包十個即棄口罩及其他增加口罩供應措施（見表）。

港府派銅芯罩 今起網上登記
料兩周內送上門 可重用60次 另每戶贈10即棄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 ) 隨着疫
情緩和，醫管局表示將按部就班恢復非
緊急服務，首階段是回復放射診斷治
療，之後會加強日間服務及門診服務，
最後是恢復住院服務及手術服務。
醫管局昨日公佈，截至昨日中午的過

去24小時，公立醫院共接收15名新冠
肺炎懷疑病人，包括8男7女，年齡由
7歲至82歲，並已安排相關化驗。目前
仍有142名新冠肺炎患者留院接受隔
離，920名確診或疑似病人康復出院。

醫局：難短期回到疫前水平
醫院負荷下降，加上疫情在香港稍為

緩和，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張子峯昨日接
受電台節目訪問時指出，由於周邊地區
仍不太穩定，疫情逆轉的隱憂仍存在，
回復公立醫院非緊急服務時需按部就
班，研究如何在安全環境下，分階段恢

復。
他表示，首先會增強放射診斷服務，

病人將陸續收到醫院通知接受服務，之
後是日間服務及門診服務，最後是住院
服務及手術服務，但要平衡人手及配套
包括病房、病床的安排等。
張子峯承認，疫情至今，有上千名非

緊急醫療服務的病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影
響，局方會加開時段，疏導和處理早前
累積的個案。目前以耳鼻喉科、眼科和
骨科的輪候時間較長，正研究辦法解
決。
他預料短期內難以將服務回復至疫情

之前水平，直言「（疫情）唔會好似沙
士般離開」，但強調醫院服務是防疫的
最後防線，醫管局永遠處於作戰狀態，
因此需待公務員復工、學校復課後，再
留意有沒有零星個案，並會繼續關注情
況再調整服務。

放射診斷先恢復
住院開刀排最後

增加口罩供應「七部曲」
◆向全港750多萬市民派發可重用口罩，每
人一個

◆6月底開始向市民派發共3,000萬個即棄口
罩，每戶可得一包10個

◆透過學校向有需要學生派發即棄口罩

◆為全港安老院舍和殘疾人士院舍前線員工
提供的即棄口罩數目會由約100萬個，增
加至每個月200萬個

◆為政府清潔服務合約或房委會清潔合約的
外判前線清潔工友的即棄口罩，每月的供
應將會由82萬個增加至164萬個

◆一次過撥出50萬個即棄口罩予私營界別的
醫護人員，包括中醫師、醫生、牙醫、護
士、藥劑師、物理治療師和職業治療師等
使用

◆再向長者和弱勢社群派發300萬個獲捐贈
的即棄口罩，在有需要時會動用部分政府
庫存的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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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用口罩Q&A

Q：何時會收到重用口罩？

◆A：今日起至6月6日在網上登記，香港郵政
兩周內派遞到主要登記人填報的香港地址

Q：可以替其他人登記嗎？

◆A：可以，每次最多可登記6人的身份證，
並一次過將同一份登記上的口罩速遞到
主要登記人填報的香港地址（註：學童
口罩會經學校派發，故系統不接受
2009年1月1日或以後出生的人登記）

Q：如何查詢口罩送遞進度？

◆A：完成登記手續後，系統會發出短訊與主
要登記人核實。在派遞前會以短訊通知
登記人，短訊內有香港郵政的郵件編
號，市民可以憑編號查詢進度

Q：如何清洗口罩？

◆A：口罩應用肥皂和冷水單獨手洗，毋須去
除過濾層，切勿使用熱水、漂白劑、衣
物柔順劑或含熒光劑的洗衣液，不要擰
乾，熨燙或用乾衣機烘乾口罩

Q：口罩可以使用多少次？

◆A：口罩可清洗60次，其後只需更換濾芯，
口罩即可繼續使用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這款可重用口罩與普通一次性口
罩最大分別是它不設鼻樑鐵線，主
要靠掛耳繩調校鬆緊，香港文匯報
多名記者試戴後發現，成人尺寸適
合一般男生佩戴，但女生尤其面形
細小的人士，因為沒有鼻樑鐵線，
口罩較容易鬆脫及「漏氣」，要將

掛耳繩拉緊，才能固定位置，但戴
的時間愈長，耳朵有少許痠痛。
另外，該款口罩的物料柔軟，白

色一面向內貼着嘴巴，橫紋一面則
向外，表面看口罩連濾芯有一定厚
度，但戴上後仍尚算透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該口罩英文簡稱CU Mask，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表示：「大家亦可叫它做

『CUMASK』，因為銅的化學名字，亦
可以演繹為『我好想見你』（see you）的
口罩。」她否認這是遲來的口罩，「我不
是你所說的遲了派，我當時（疫情爆發
時）真的沒有。而作為特區政府，一個負
責任的政府，不知道疫情有多猛烈，不知
道會多少人需要做防疫工作，要進入醫
院。我必須保留最大的實力給我的醫護人
員，否則醫護就會失去信心，他們會說特
首都不理我們。」

曾獲國際發明展金獎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表示，「銅芯

抗疫口罩」寓意政府同心抗疫的決心，該
口罩是由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HKRITA）於2017年初步研發，2018
年曾獲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金獎，並在港取
得專利，今次為增加清洗次數，已作出改
良。屬於本地研發，本地應用，部分生產
線亦在本港。無論是否永久居民都可免費
獲發，包括家傭和新來港人士等。
CU Mask符合美國ASTM第一級標準，

適合社區使用，每個口罩成本約40元，建議
每次最長佩戴8小時，便需要清洗，每個濾芯
則可清洗60次，更換濾芯可繼續使用。口罩
共分三種尺寸：成人型、中童型及幼童型，
不過三歲以下的嬰童不建議佩戴該款口罩。

無登記市民可到郵局領取
身在本港的市民可於今日早上7時起至6
月6日期間上網（qmask.gov.hk）登記領
取；無法網上登記的在港市民在網上登記
期結束後，就可以直接到郵局憑身份證領

取。海外港人可於5月13日起至6月6日在
同一網站登記，但須提供本地地址接收口
罩。登記成功後，預計兩星期內，市民會
收到香港郵政以掛號信形式派送口罩。
市民可以為他人登記領取，一人可同時

為5位親友在網上登記。薛永恆指，在校
學生會由學校派發口罩，毋須登記。
此外，政府亦考慮到露宿者及獨居老人

等群體，會透過社福團體派發口罩給有關
人士。他提醒市民毋須趕早登記，因為系
統有處理上限，若多人同時登記需要等
候，可以押後進行。
對於派發口罩可能造成香港郵政系統負

荷爆標，創新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蔡淑嫻
表示，郵政局方面已經為派發做好加班準
備，估計每周最多可派送約100萬個郵
件，不會影響日常其他信件業務。

視乎疫情續派濾芯更換
蔡淑嫻指，因為今次項目的迫切性，政

府沒有採取以往的招標形式，而是直接與
生產商接觸，共聯繫約十多間聲稱可以製
造可重用口罩的廠商，惟大部分產品都沒
有檢測證明，政府亦要對原材料供應等因
素做全盤考慮，故最終選擇HKRITA。
她又指，政府早前撥款、用於研發可重

用口罩的8億元經費，是採取實報實銷
制，並非全數交予HKRITA。
蔡淑嫻透露，政府正考慮向市民繼續派

發濾芯更換，但要視乎疫情發展，如60天
後是否有必要繼續戴口罩。除了可重用口
罩，政府亦會向全港每戶派發一包十個即
棄口罩，市民不用登記，口罩會由香港郵
政直接送到每戶手上。首批會有3,000萬
個，預計在6月底派發。

記者實測：尚算透氣 面細易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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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芯抗疫口罩」由六層功能物料構
造而成。 「銅芯抗疫口罩」官網圖片

■市民由今早起可上網登記，圖為記者
會上介紹網上登記系統介面。 中通社

■林鄭月娥（左四）及一眾官員，在添馬政府總部就抗疫措施舉行記者會上，率
先示範佩戴「銅芯抗疫口罩」。

■「銅芯抗疫口罩」寓意政府同心抗疫的決心，2018年曾獲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金獎，並在港取得專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本港近期接連揭發歪曲歷史、抹黑警
察、宣揚暴力等的「黃教材」和失德教
師。存在嚴重問題的教材和教師，在本港
由來已久，流毒深遠、後果嚴重，絕不能
再等閒視之。政府要下決心拿出實質措
施，對涉事老師、問題教材，該處理的就
處理，該清理的就清理，才能消除流毒，
撥亂反正，避免學生被「洗腦」；同時要
建立機制，嚴格把關，規範教材和師資，
防止類似問題一再發生。

有英文幼稚園的教材，將有警員及狗的
圖畫並列，要求學生將相配的圖畫填色，
辱警的用意昭然若揭，令人震驚；日前，
嗇色園可立小學常識科老師，在網上教學
鴉片戰爭歷史時，將英國侵略、霸佔香港
扭曲成「為消滅鴉片才發動戰爭」，顛倒
歷史事實，更令社會譁然，加深社會各界
對政治侵蝕校園、荼毒學生的擔憂。

近日暴露的「黃師」「黃教材」觀點偏
頗，鼓吹暴力等問題只是冰山一角，且絕
非今天才有，問題之嚴重，不能再視若無
睹。去年 10 月，網上流傳一份來自浸會
大學附屬學校的中史教材，竟指鴉片戰爭
源於兩地出現政治、貿易體制和司法制度
衝突，隻字不提英國大量輸入鴉片令部分
中國人沉淪，反指中國「傲慢」，將侵華
戰爭合理化。去年 12 月，網上流傳疑香
港中文大學校友會陳震夏中學的中一閱讀
教材，內容將張愛玲《打人》一文標題擅
改為《警察打人》，疑將教育政治化。有
通識教材引導學生將「佔中」與印度聖雄

甘地、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
的抗爭運動類比，完全不提「佔中」對社
會禍害及違法者的後果。有通識科教材更
將黃之鋒列入「中華傳統美德格言及名人
系列」。「黃教材」氾濫成災，有識之
士、普羅市民無不憂心忡忡，有立法會議
員表示，曾收到許多家長投訴教材偏頗，
擔心這些教材或會導致學生產生激進思
想。

「黃教材」扭曲歷史，鼓吹仇警，等同
向孩子「餵毒」，禍害下一代，反映本港
教材審核把關、監察存有明顯漏洞。要從
根本上解決問題，特區政府和教育局責無
旁貸，必須負起責任。教育局已表明立
場，指無論任何原因，顛倒是非、錯教歷
史事實，絕對不能接受，並稱已要求學校
調查及嚴肅處理，盡快提交報告。各界期
望教育局講到做到，根據《教育條例》嚴
肅跟進，向社會傳遞絕不姑息偏頗失實教
材，絕不姑息喪失基本專業守則的教師的
信息。

教育局更要展現擔當，針對教材編寫、
審核的問題，建立恒常機制，防範同類問
題再次出現。目前立法會教育委員會已通
過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教材編制動議，這
是防止向學生灌輸極端政治觀念的必要舉
措，但由於反對派拉布阻礙，該小組未能
選出主席，更不能運作。建制派要迎難而
上，推動小組盡快成立，發揮監督作用，
教育局更應及早拿出檢視、監管教材和教
學的制度。

以有效機制清除「黃教材」和失德教師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昨日正式宣告成立。本

港現正面臨幾十年來最嚴峻的局面，黑暴和疫情
帶來的政治、經濟、民生等各方面挑戰迫在眉
睫，大聯盟廣泛凝聚本港跨界別、跨光譜的精英
翹楚，各界同心協力，護法治反「攬炒」，堅守
「一國兩制」原則，鞏固本港發展根基；同時以
聚沙成塔、集思廣益的方式，通過實實在在的行
動和努力，共同抗疫、推動經濟發展民生改善，
助本港逐步走出困局，獅子山下再創輝煌。

受黑暴和新冠肺炎的雙重夾擊，本港正面對政
治、經濟和疫情三大危機，尤其是黑暴無日無
之，「攬炒」歪風愈演愈烈，令「一國兩制」原
則受到挑戰，法治受重創，社會嚴重撕裂，安全
穩定的大環境被破壞，動搖了本港安身立命、創
業創富之本，香港有跌入萬劫不復深淵的危機。
此時此刻，成立大聯盟的首要目標，就是要團結
本港最廣泛的力量，凝聚強大的正義力量制止
「攬炒」。

大聯盟由兩位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董建華
和梁振英擔任總召集人，擔任共同發起人的全港
1,500 多位社會人士，都是各行各業的翹楚精
英，大聯盟以「堅持『一國兩制』，共建穩定繁
榮香港」為宗旨，最大限度匯聚港人力量，拒絕
被「攬炒」，選擇發展；拒絕被破壞，選擇法
治；拒絕被撕裂，選擇團結；推動香港再出發。
大聯盟的成員組成和宗旨清晰表明，護法治、反
黑暴、拒「攬炒」是香港各階層、各領域、各年
齡層的共同心聲和強烈訴求，具有廣泛而堅實的
民意基礎。各界中間力量都認同，大家即使政見
不同、信念不同，但為了香港的福祉，必須放下
分歧，拒絕暴力「攬炒」， 這是香港擺脫危機的

當務之急，唯有如此，才能力挽狂瀾，才能創
造、把握再出發的機會。

大聯盟作為民間機構，也肩負着重要的使命和
任務，就是為香港再出發找路向、辦實事，充分
運用好民間的智慧和力量，全力支持和配合特區
政府持續做好防疫抗疫，重振經濟改善民生，造
福市民。大聯盟坐言起行，成立之日就安排向全
港市民派發1,000萬個口罩；還將為包括大學生
在內的年輕人爭取就業、實習和培訓的機會，為
日後就業創業積累工作經驗。大聯盟的成員來自
本港政界、商界、法律界、教育界等各界，他們
擁有豐富的經驗、資源、人脈等優勢，熟悉社會
和各行業運作，可以通過大聯盟的平台統籌協
調，發揮民間力量，彌補政府施政的短板和不
足，以實際行動救經濟、保就業、保收入，為巿
民紓困救急、助基層渡過難關，更為年輕人帶來
希望。

香港的歷史本來就是一部迎難而上、逆境自
強、永不言棄的歷史，港人歷盡起跌、見慣天災
人禍的風浪。回歸20多年，香港優勢仍在，香港
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地位從未改變，香
港的法治、自由、競爭力等指標始終在國際上名
列前茅。中央堅守「一國兩制」的初心不變，港
人亦珍惜「一國兩制」這個最大共識。國家是香
港最堅強的後盾，「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給香港提供無可比擬的發展機遇。因此，
面對一時困難，港人不必也不應灰心洩氣、自怨
自艾，只要保持信心、群策群力、同舟同心；堅
定維護「一國兩制」，攜手促進繁榮穩定，用愛
包容同路再出發，定能克服困難挑戰，東方之珠
風采必可持續迷人亮麗。

同心協力反「攬炒」 包容同路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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