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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檢今開波
特首率隊驗

首日近百間採樣中心滿額 14間7天名額全滿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普檢採樣流程

貼士一：「哈」聲減不適感

「醫護誠信同行」主席林哲玄指出，
採樣棒會伸入檢測者的鼻腔約一兩厘
米深處，以及伸入咽喉約5厘米深
處，若肌肉繃緊或有少許不適，並教
導市民應像唱歌開聲一樣，發出
「哈」字聲以放鬆肌肉，避免發出
「啊」聲

貼士二：檢測前半小時禁飲食

採樣前半小時禁食禁飲，以減低鼻腔
或咽喉分泌物被稀釋的機會，也能減
低採樣引起的嘔吐、反胃等不適

貼士三：如常刷牙 免用漱口水

刷牙不影響病毒檢測的準確度，但漱口
水有消毒作用，或會殺死咽喉內的病
毒，所以應避免在檢測前使用漱口水

貼士四：避免沖洗鼻腔

部分患鼻敏感的人士，習慣起床後用
生理鹽水沖洗鼻腔，但此舉會沖淡鼻
腔病毒濃度，影響測試結果，故不宜
在檢測前洗鼻。另外，曾接受咽喉或
鼻腔手術人士如鼻咽癌、喉癌等，亦
不適合接受檢測

貼士五：發燒感冒不宜檢測

若出現感冒或發燒等不適，不宜接受
檢測，應盡快到醫院或診所求醫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帶備身份證及
手機短訊，按所
揀選的日期及時
間前往已選擇
的採樣中心

▲入場前
接受體溫
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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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採集市民
的鼻腔及咽喉

混合拭子樣本，
怎 樣 才 能 提 升 樣

本的準確度？ 檢測
前要空肚嗎？怎樣才能
減低檢測的不適感？香
港文匯報記者綜合多名專
家醫生，給市民五大溫馨
提示。

▲進行登記
及領取一個
印有序號的
樣本瓶

▲在等候
區等待進
行樣本採
集

▲由受過醫護
訓練人員採集
鼻腔及咽喉拭
子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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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被密封
送往檢測化驗
室 ， 全 程 有
GPS系統追蹤
樣本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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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今日開始為已預約的市民採集樣本，雖
然別有用心的醫管局「黑醫護」日前對計劃肆意抹黑，但醫管局總行政經理（醫療成效
及科技管理）庾慧玲昨日強調，局方支持普檢，認為過往出現不少隱形病人在社區造
成群組感染，相信該計劃有助找出隱形患者，與「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的防
疫策略一致，並提醒市民即使檢測結果呈陰性也不能鬆懈，應繼續保持社交距離
及注意個人衞生。
庾慧玲期望，計劃可以協助早日截斷在社區的隱形傳播鏈，以減輕公立醫
院服務壓力，從而恢復正常服務。她表示，醫管局會支持同事參與計劃，
各部門會視乎運作安排，審批員工參與協助計劃的申請。

病床壓力紓緩 可納隱形患者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亦重申，檢測的目的
是盡早識別隱形患者，及早隔離及追蹤源頭，強調愈多人檢測
效果愈好，強調市民在接受檢測前需要預約，有分流作用，
不擔心會出現人群聚集。
另外，截至昨日中午12時，最多提供500張病床的亞

洲博覽館社區治療設施住有36名病人，公立醫院內
的二線隔離病房則住有17名病人，顯示香港的病
床壓力已大減，能應付一旦普檢篩查出大批隱形
患者的住院需求，該局會在普檢計劃結束後再
考慮關閉社區治療設施的時間。

免費檢測 唔做就笨
許先生：採樣中

心好近我、好方便。
政府出錢又出力，我當

然支持、會去做檢測，又
唔使錢，又可以知自己有冇受感染，唔

做就笨啦。

疫情反覆 驗完心安
陳女士：我係獨居嘅，家疫情咁

反覆，數字成日上上落落，好難唔令人擔
心，唯有自己做返足啲（防疫）。有得做免費檢測梗

係去做，嗰度（採樣中心）唔算隔涉，好方便居民，做
足預防措施應該安全嘅。

防備充足 不怕感染
余先生：我喺（採樣中心）附近做嘢，唔擔心接

受檢測會感染到，除咗自己會做好預防措施，政府都
會安排市民預約做分流，唔會一窩蜂堆埋一齊嚟做，所以我覺得

問題唔大。

就近採樣 全家齊驗
陳先生：唔覺得（去做檢測）會有好大機會感染到病毒，做檢測

嘅場館都近我屋企，可以一家人一齊去驗。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若檢測結果呈陰性，3天內會收到電話短
信通知；若結果呈陽性，會收到衞生署電話通知，再採

樣覆檢，若再呈陽性則獲安排入院接受隔離和治療

醫局力撐早驗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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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141個社區檢測中心，近七成、即97
個檢測中心今天的預約額滿。其中深水

埗區8個檢測中心，及九龍城區6個檢測中
心，今日均全部額滿。東區11個檢測中心，8
個已額滿；觀塘區12個檢測中心，10個額
滿；沙田區12個檢測中心，8個額滿。普檢計
劃暫定為期7天，但有14個社區檢測中心在未
來7天的所有名額已爆滿。(見表)

聶德權譴責「黑醫護」煽杯葛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在一個電台節
目上解釋，計劃採集的樣本是鼻腔和咽喉混合
拭子，過程很快約幾分鐘，且不會感到痛楚，
而鼻腔是指鼻孔內一兩厘米深處，並非坊間誤
傳會用棒插到鼻腔極深入處。他重申，參與計
劃與否全屬個人決定，批評「醫管局員工陣
線」煽惑市民拒絕參與計劃，這做法是「絕對
不能夠接受」。
聶德權並指，計劃的登記系統運作暢順，暫
時接獲8宗涉未有登記卻收到電話短訊確認的
個案，當中有3宗已轉交警方跟進。至於網絡
上亦有所謂「惡搞」的做法，他指系統後台會

密切監察，留意有否異常或破壞情況。
他續說，特區政府會視乎未來一兩天的登記

人數，以及各檢測中心的實際運作流程及人手
等，再決定是否延長檢測時段。
另外，張建宗、聶德權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陳肇始昨日到大會堂視察在該處的社區檢測中
心，了解人手配置、場地內包括登記處、等候
區和採集樣本處的設計和運作檢測流程。
張建宗其後亦前往視察在政府總部設立的

指揮中心。他指出，指揮中心作為統籌、支
援、監察、協調的總部，由公務員事務局、
食物及衞生局、創新及科技局和機電工程署
同事組成，亦設有機制聯絡各區民政事務
處、政府物流服務署、警務處、消防處等部
門。指揮中心設有專線即時處理檢測中心負
責人的查詢，協調人員調度和物資補給，亦
會密切監察檢測中心的運作，協助制定相關
的應變計劃。
普檢計劃一切已準備就緒，現時已有逾

6,000位醫療人員報名參與檢測計劃，亦有來
自75個政策局和部門合共大約4,000位政府人
員在各區的社區檢測中心當值，負責行政支援

和中心管理工作。

張建宗籲踴躍參與早剋疫情
張建宗強調，社區檢測中心的設計令檢測過程

安全、方便、快捷，亦會充分保障個人私隱，呼
籲市民大眾踴躍參與，「愈多人參與計劃，愈
有機會找出社區內的隱性患者接受隔離治
療，從而切斷傳播鏈，以控制第三波疫
情，令社會逐步恢復社交及經濟活動，
讓市民可以回復較為正常的生活。」
他再次批評有人刻意散播嚇人及

失實信息，意圖抹黑檢測計劃及
誤導公眾，污衊內地援港抗疫
舉措，他提醒市民應小心辨
識有關檢測計劃的資訊真
偽，認清客觀事實，
絕不要誤信謠言，
助長這股歪風；
如有懷疑，應以
政府發放的
消 息 為
準。

為切斷新型冠

狀病毒在社區的

傳播鏈，遏制疫

情，特區政府今日正式開展普及社區檢測計劃，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身先士卒今天將率領司局長及行政會議成

員，分批在政府總部的檢測中心接受檢測。另外，截至

昨晚6時，累計55.3萬名市民成功登記預約檢測，在

141個社區檢測中心中，有97個於首天（即今天）預約

額滿；另有14個檢測中心於計劃展開的7天裏全線名額

爆滿。對於攬炒派不停刻意散播嚇人及失實信息，意圖

抹黑檢測計劃及誤導公眾，甚至煽動市民「杯葛」計

劃，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批評，該種行徑罔顧廣大市

民的健康及辜負一眾努力抗疫的前線人員的付出，社會

應予以譴責。

註*所有沒有病徵並持有有效香港居民身份證市民
均可參加

*6歲以下兒童及咽喉或鼻腔曾接受手術人士不適合參與

*查詢電話：24小時熱線3142 2368

資料來源：政府新聞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深水埗：白田社區會堂

黃大仙：龍翔官立中學

觀 塘：藍田(東區)社區會堂

觀 塘：秀茂坪社區會堂

觀 塘：油塘社區會堂

元朗：鳳琴街體育館

西貢：尚德社區會堂

西貢：坑口體育館

沙田：隆亨社區中心

沙田：恒安社區中心

沙田：馬鞍山體育館

荃灣：荃灣體育館

葵青：石籬社區會堂

離島：東涌文東路體育館

◆資料來源：政府新聞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未 來 一 周 額 滿 的 檢 測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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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張建宗、、聶德權聶德權、、陳肇始等官員昨日視察設於大會堂的社區檢測中心陳肇始等官員昨日視察設於大會堂的社區檢測中心。。

本疊內容：文匯要聞 香港新聞 文匯論壇 中國新聞 國際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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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字第25728 今日出紙3疊7張半 港售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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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酷熱 局部驟雨
氣溫28-34℃ 濕度60-95%

庚子年七月十四 二十白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