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女士：
現 時 香 港 疫 情 反

覆 ， 之 前 一 度 下

跌 ， 但 現 時 又 回

升，什麼方法都要試一試，現時

都好擔心，（全民檢測）總算是

一個希望，我會參與，經檢測至

少得知自己有無受感染，又不會

怕自己是隱形患者散播病毒，既

為自己，又為別人。

何先生：
全民檢測是好事，

可以讓有所擔心的

市民參與。不過，

我諗我都不會參與，一來又沒有病

痛，二來檢測完顯示此刻沒有感

染，又不代表之後唔會受感染。

劉小姐：
我 會 參 與 全 民 檢

測，讓醫護人員負

責採取樣本都是理

想的做法，但如像早前高風險群組

檢測需要排隊，都會擔心人群聚會

有傳播風險，希望屆時會有相應措

施，控制人流和加快取樣。

楊先生：
全民檢測是好事，

既 然 對 自 己 有 好

處，都會去驗，有

事起上嚟唔好話免費，要畀錢都

要驗啦。對社會好，專家先會諗

出嚟話要做，現在做運動都要戴

口罩，場地又圍封晒，好唔方

便，希望全民檢測後，大家盡快

回復正常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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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反覆，單日新增確診宗數早前

回落至40多宗後，昨日再反彈至74宗，當中70宗

是本地個案，有20宗是不明源頭，展開全民自願

檢測計劃刻不容緩。據悉，特區政府最快下周一

（24日）進行該計劃，早前曾與多個醫學組織商討

執行細節。有份參與會議的醫生透露，政府傾向為

市民同時採集鼻腔及咽喉拭子樣本檢測，並計劃在

私營醫療市場招募約2,000名醫護人員，以及以額

外30%的津貼吸引衞生署

診所的醫護參與計劃，

到全港18區協助市民

採集樣本。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全民檢測最快下周一推行
擬鼻咽拭子同採 招募2000私營醫護 津貼吸衞署人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在推
出全民自願檢測計劃前，已經為多個高風
險群組提供免費病毒檢測，但部分群組的
反應未如理想，例如運輸署為的士司機提
供的兩輪自願檢測只得約1.4萬名司機參
與，佔全港5.9萬名的士司機不足24%。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則提出，全民自願檢測計劃亦有可
能面對反應冷淡的問題，政府必須考慮如
何增加市民參與檢測的動機，例如簡化取
樣程序、增設取樣點，甚至採用自助式的
深喉唾液取樣方法。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龍分會主任

杜燊棠向香港文匯報解釋，的士司機不是
受薪僱員，部分司機因為怕確診被迫停工
影響收入而逃避檢測，以致的士司機檢測
參與率偏低。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則提出，除了有人以「鴕鳥政
策」逃避問題外，首輪的士司機自願檢測

計劃要司機預先登記後到指定地點取樣的
安排不夠方便，除非本身有高風險因素，
如鄰居已確診，否則司機不會主動接受檢
測亦是可以預料。
梁子超指出，全民自願檢測計劃亦可

能面對同一問題。他認為，採用拭子取樣
的好處是方便實驗室減省程序，但必須由
醫護人員為市民取樣，這安排反而會令市
民聚集，增加交叉感染風險，市民也要排
長龍取樣，削弱市民參與檢測的意願。
他表示，香港現時仍然存有貨櫃碼頭

及外傭兩大感染群組，全民檢測只是輔
助性質，不可能足以完全截斷傳播鏈，
作用有別於內地的大型排查，所以認為
檢測安排的首要考慮是簡單和方便，他
建議設立網上登記系統，並設立更多樣
本樽派發和收集點，甚至可以郵遞方式
提交樣本，從而增加市民參與計劃的動
機，並期望政府認真考慮採用最易取樣
的深喉唾液。

食肆盼晚市堂食鬆綁 政府研每枱兩人

切斷社區傳播 靠民踴躍檢測
香港疫情仍然嚴峻，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於昨
日發表的網誌上指出，
抗疫工作是當務之急，
中央政府因應特區政府

的要求，義不容辭，毫不猶豫全力提供協
助，包括設立「臨時氣膜實驗室」等，稍
後展開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旨在盡早
識別確診者，切斷社區傳播鏈，檢測只會
在香港進行，樣本亦不會送出香港以外，
完成檢測後便銷毀，絕不會影響附近居
民，呼籲市民踴躍參與，讓本港疫情早日
受控。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於昨日發表的
網誌上指出，只有疫情受控，才有條件恢
復與內地以至其他地方的往來及恢復經
濟。

張建宗：完成檢測 樣本銷毀
張建宗指出，在提升本港病毒檢測能力

方面，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已開展籌備工
作，包括在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設立「臨

時氣膜實驗室」，目前16個氣膜實驗室大
致準備就緒。他強調，該實驗室採取妥善
的感染控制措施，確保衞生，絕不會影響
附近民居和環境。

在建設臨時治療設施方面，特區政府亦
計劃通過中央支援，在鄰近亞博館一幅約
3.2公頃的土地興建一間兩層高的臨時醫
院，以提供可容納800至1,000張病床的負
氣壓病房和相關醫療設備，紓緩公立醫院
的病床需求壓力。

在社區治療設施（俗稱方艙醫院）方
面，張建宗指醫管局在亞博一號展館設立
500張床位的社區治療設施，已於本月1日
投入服務，分流處理確診個案及隔離病情
穩定的確診者，並正準備將社區治療設施
擴展至亞博二號展館。他表示，中央政府
應特區政府提出的請求，為醫管局緊急供
應病床和設備，內地的方艙醫院團隊亦會
提供專業意見和建議

至於稍後展開的「普及社區檢測計
劃」，張建宗指其目的在於盡早識別受感

染人士，找出社區隱性患者，務求切斷社
區傳播鏈。他強調，為市民提供一次免費
病毒檢測服務屬自願性質，所有檢測均只
會在香港進行，檢測樣本亦不會送出香港
以外，在完成檢測用途後便會銷毀，呼籲
市民踴躍參與。

陳茂波：有效控疫 力保經濟
陳茂波亦指出，社會必須於未

來一段時間適應與新冠病毒共存
的新常態，因此要「兩條腿走
路」，即有效控疫和力保經濟。
他表示，觀乎各地經驗，如果僅
透過嚴厲的社交限制和個案追
蹤，即使能抑制疫情蔓延，卻未
必能中斷傳播鏈，其間卻會為已
處於水深火熱的經濟增添下沉的
壓力，「要成功抗疫，具備進行
大規模檢測的能力和有足夠的隔
離和治療設施，是重要前提。」

他表示，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

和協助下，特區政府在這兩方面的能力和
容量將會很快得到大大的提升，包括已於
近期加強為高風險群組進行檢測，下一步
希望透過普及的自願檢測計劃，盡最大可
能找出感染者，並提供即時的隔離、治療
和護理，中斷潛在傳播鏈，盡速讓市民恢
復正常生活，從而最大程度恢復經濟的動
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一系列限制
社交距離的措施，例如食肆晚巿禁堂食
等，生效期原訂明日屆滿。消息指，政府
正檢視放寬晚巿禁堂食令的可行性，有建
議容許食肆晚市恢復提供堂食，但每枱最
多坐兩人。飲食業界指，願意加強防疫措
施，包括限制每枱客最多可坐兩小時，減
低聚集時間和風險，換取盡快放寬堂食禁
令。不過，衞生防護中心認為，疫情仍然
反覆，站在公共衞生的角度，所有防疫措
施暫時不鬆綁是最「穩陣」。
食肆禁晚巿堂食的措施生效一個月，近

日單日新增確診數字由三位數回落至雙位
數，消息指，政府正檢討是否恢復食肆晚
巿堂食，其間每枱最多坐兩人，惟仍要視
乎未來的確診數字而定。
立法會飲食界議員張宇人早前與政務司

司長張建宗會晤，席間張宇人表明只要晚
巿堂食令解禁，業界肯做多一步。
他指出，食肆願限制食客逗留時間，減

低傳播風險，「最大風險是聚埋一齊除口
罩，食肆可以限制食客最多可以坐多久，
最好就是兩個鐘。」他又指，「我不是恐
嚇，如果你在這幾天，不放寬至開返二人

一枱，會有骨牌效應，我可以話畀大家
聽，沒有五千間（結業），都有三千
間。」

張竹君：疫情反覆措施不宜鬆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

在疫情簡報會上，被問到何時可以放寬晚
市堂食禁令。她表示，疫情仍然反覆，更
出現個別群組爆發，但承認相關防疫措施
未必要跟隨疫情的嚴重程度而調整，政府
會再評估，並會參考不同專家的意見，
「如果站在公共衞生的角度，希望所有措

施都不要放鬆。」
她又指，近日確診個案數字仍高企，
「最近確診者的社交活動無停過」，對疫
情感憂慮，再次呼籲市民應減少外出，
「如果周末再多咗人（外出），對疫情有
影響，隨時會有反彈」。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指，現時疫情

仍反覆，確診數字跌完又再升，現階段不
是時候放寛相關防疫措施，「（放寬）間
接鼓勵很多人仍在社區上活動，其實一定
會減低整體社區的防控力量。」
他又指，疫情再壓低至單位數，才有條

件討論放寬防疫措施，「疫情若出現反
彈，令整個第三波更加拖延，而令到更多
食肆的恢復時間遙遙無期，因快得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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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指張建宗指1616個氣膜實驗室大致準備就緒個氣膜實驗室大致準備就緒。。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梁子超倡簡化取樣誘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香港疫情持續，社會各界以
至國家都希望香港能盡快遏止疫
情，惟攬炒派卻對每一項措施都
唱反調，近日更就檢測問題散播
恐慌，聲稱港人的「基因資料」
會被送到內地云云。全國政協副
主席梁振英批評，民主黨反對港
康碼，但又建議市民到衞生署診
所、醫管局診所及任何一位私家
醫生處進行檢測，揶揄對方竟
「如此信任特區政府」，「說到
底，民主黨確實患上迫害妄想
症。」
梁振英昨日在 facebook 發

文，指民主黨反對港康碼，聲
稱港康碼會「出賣港人私隱，
進行全民監控」，市民要交出
姓名、聯絡電話、證件號碼、
身體狀況、在哪裏工作，近期
去過什麼地方，是「收集市民
的基因資料」云云。
不過，民主黨同時建議市民
「到衞生署診所、醫管局診所
及任何一位私家醫生提交深喉
唾液樣本進行化驗」，梁振英
揶揄︰「民主黨竟然如此信任
特區政府，要求市民『送
頭』。」他直指，說到底，民
主黨確實患上迫害妄想症。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昨
日亦在fb發文諷刺攬炒派的想
像說︰「為了保護個人資料，
尤其是重要的 DNA，各位
『手足』每次去salon（理髮
店）剪髮後，一定要親手撿走
每一條頭髮！」她並加上「清
潔工友表示感謝」的hashtag

（標籤），引起不少網民按下「哈哈」恥
笑「攬炒派」的低智。
另一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亦「抵死」
留言謂︰「頭髮點止有DNA咁簡單，仲可
以用來落降頭，真係好危險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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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早前宣布會推出全民自願檢測計
劃，據悉，政府傾向仿效英國的做

法，向每名參與的市民採集一個鼻腔及一個
咽喉樣本，將「假陰性」的機會減至最低，
然後再進行「混樣檢測」，加大檢測量。
該計劃最快下周一展開，為期約兩星
期，消息指食物及衞生局上周四曾與醫學
會、西醫工會、醫委會執照醫生協會及家
庭醫學專科學院開會，討論全民檢測計劃
的細節，預計會由醫護人員協助有需要市
民取樣作新冠病毒檢測。

會堂球場考慮設抽取站
有份參與會議的西醫工會會長楊超發向
香港文匯報表示，他在會上曾向政府反
映，不少私家醫生的診所設於商場或商業
大廈，採用中央冷氣系統，不似醫院有負
壓設施，不適宜在診所內為市民抽取樣
本。據他了解，政府擬於社區會堂和球場
等地方設立樣本抽取站，但如果在露天地
方設樣本抽取站亦需考慮天氣因素。
楊超發透露，該計劃需要在私營市場招
募約2,000名醫護人員，對象包括醫生、

牙醫、護士、中醫和醫科生等，預計醫生
會擔任樣本抽取站的主管，而副主管則由
護士擔任，至於醫科生則可以擔任樣本收
集員，他們的車馬費分別為每小時800
元、600元及300元。政府要求獲邀的醫護
在本周三（19日）前回覆意向。

聘用條件未明 參與人數難料
他表示，食衞局雖然承諾會為協助抽取

樣本作病毒檢測的醫護人員提供保護裝
備，但現階段局方只保證提供外科口罩和
手套，衞生署仍在研究是否提供保護衣、
帽、眼罩及面罩，他認為如果政府只供應
外科口罩和手套，並不足以保障醫護人員
免受感染，而一旦醫護因參與有關工作而
受感染會否有保險賠償亦是未知數，在聘
用條件未明朗下，他表示暫時未知有多少
醫護參與。
除了在私人市場招募，消息指衞生署同

時邀請轄下診所的醫護參與，參加者可獲
額外30%的津貼作報酬，並對每間衞生署
診所設下招募人數目標，若個別診所的反
應未符預期，不排除要抽籤挑人參與。

■■政府傾向為市民同時採集鼻腔及咽喉拭子樣本檢測政府傾向為市民同時採集鼻腔及咽喉拭子樣本檢測。。圖為高危人士接受深喉唾液檢測圖為高危人士接受深喉唾液檢測。。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