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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日12.6萬市民檢測 防範嚴謹方便快捷

實測採樣全程
篤爆攬炒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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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昨日正式開展，縱然

庚子年七月十五 二十白露

攬炒派於過去一段日子無間斷抹黑、用謠

日間酷熱 局部驟雨
氣溫28-34℃ 濕度60-90%

言 嚇 怕 市 民 ， 但 昨 日 全 天 已 有 逾 12.6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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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市民完成檢測，大部分人均認為整個採樣過程方
便、快捷，攬炒派早前散播的謠言全部子虛烏有，有
市民更衷心向中央政府致謝，「好彩有中央支持，香

醫護專業體貼
市民心安情暖

港才有免費而優質的檢測，好過美國啦！美國政府要
收錢才為國民做。」香港文匯報記者亦親身落場，體
驗整個過程，從進入中心等候登記到採樣完成離開檢
測中心僅歷時約 8 分鐘，攬炒派三大謠言，包括人群聚
集、交叉感染及拭子「插半個頭」，不攻自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檢測過程安全、方便、快捷，市民普遍感受到醫護人員專業體貼的採樣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謠言一：人群聚集
真 相：人龍不長 人人相隔 1.5 米
攬炒派聲稱，市民到檢測中心排隊採樣，人群中或有隱形患者，容
易令檢測者「中招」。香港文匯報兩名記者昨日先後到東區及上環的
檢測中心接受採樣，兩處的流程和情況相若。由於多數人經網上預
約，故檢測中心每個時段的人數不算多，較多情況是檢測者提早或遲
到，使到場人數超出預期，但每個時段仍保持最多十餘人等候。
檢測中心先為到場檢測者量度體溫，然後再安排體溫正常的市民到
等候區排隊登記，兩名記者當時前方約有五六名市民在等候，所有人
按地上貼有的黃線指示站立輪候，每人相隔1.5米。
等了一兩分鐘後，記者被通知可進入檢測場地內，便按指示往
登記處登記。若人多，檢測者會被安排坐在採樣區域附近的椅子
輪候採樣。但因為當時場內人流不多，兩名記者都可直接到採樣
區域，每個櫃位均有隔板分隔檢測者。這樣的安排，能減低人群
聚集傳播的風險。

謠言二：交叉感染
真 相：防感染措施滴水不漏
香港文匯報記者其後出示身份證及電話短訊後，便獲發樣本收集
瓶，隨即按指示到指定區域接受檢測。放眼場內，空氣非常流通，十
個檢測區均設於靠牆位置，彼此相隔數米距離，而整個檢測中心內所
有工作人員亦穿上全套保護衣，包括佩戴口罩、面罩及手套，採樣員
每次為一名市民採樣後，都會更換新手套，交叉感染之說並不成立。
因此不論防疫裝備、通風設備抑或社交距離方面，基本上出現「人
傳人」的機會極低。

謠言三：拭子插入半個頭
真 相：不痛稍癢
攬炒派過去以誇張手法，形容普檢計劃會把拭子插入檢測者「半個
頭」作深度採樣，令市民感不適，甚至有入侵性。但香港文匯報記者
昨日的親身經歷，抑或訪問多名接受完檢測的市民均認為，過程十分
簡單，醫護人員只會將拭子從鼻孔放進鼻腔一兩厘米處採集樣本，歷
時短暫，並無特別不適之感，只是包括記者在內部分人或會有痕癢、
欲打噴嚏之感，而現場亦備有紙巾供市民取用。
至於咽喉樣本更只是平時傷風感冒醫生看喉的位置，醫護人員快速
一拭便採集了樣本，近乎沒多大感覺。
全程由進入中心至離開不足 10 分鐘，香港文匯報記者覺得檢測中
心內的人流較票站還要稀疏，因此若將選舉與是次檢測混為一談，只
是在侮辱港人的智慧。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啟動首天，全日共有12.6萬名市民參與採樣。圖為設於伊利沙伯體育館的檢測
中心秩序井然，安全措施嚴謹。

超九成人依約參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普及社區
檢測計劃昨日正式展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表示，所有檢測中心均運作暢順，已
預約人士的出席率超過九成，全日有 12.6 萬
人接受檢測採樣，為便利市民，截至昨午 4
時，有 8,000 人未經預約登記，「walk in」
獲檢測中心安排採樣。另外，截至昨晚 8
時，已有67.4萬人預約接受檢測，有32間檢
測中心未來 7 天的預約名額爆滿，政府明天
起將加大有關中心的名額，之前向隅的市民
今天可上網預約有關中心。

彈性處理 未預約者獲安排
聶德權昨午在記者會上講述檢測計劃首日運
作情況，他強調有預約的市民會優先獲檢測中
心處理，「但檢測中心的主管會因應情況作彈
性處理，為沒有預約的市民進行檢測。」他續
指，政府會視乎這兩天情況，再決定會否延長
檢測計劃，呼籲市民盡早預約。

此外，特區政府昨日宣布，為離島鄉郊地
區居民作特別安排，會於本月 5 日至 14 日期
間，分別在坪洲體育館、南丫島歷史文物
室、長洲體育館、梅窩康樂中心、大嶼山南
區鄉事委員會和大澳大會堂安排採樣人員，
為居民採集鼻腔和咽喉合併拭子樣本作化
驗，開放時間為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另會
安排人員於本月 4 日至 10 日期間，到訪離島
區個別偏遠村落，為不便前往任何檢測中心
的村民，採集深喉唾液樣本作測試。
對於有檢測中心的人員把已用過的手套、
棉花棒等作普通廢物棄置，聶德權回應指，
檢測中心如有嘔吐物，會當作家居廢物處
理，「屋企都會有嘔吐物，（檢測中心）都
會有如此情況」，強調會提醒清潔承辦商妥
善處理廢物，封好垃圾袋。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
會再了解檢測中心的實際情況，再作跟進，
強調中心有適當指引處理相關用品。

本着抗疫人人
有責的信念，香港
文匯報記者一早預
/ 約參加昨日的首日
檢測。記者實測過
程十分順利便捷，而參與普檢計
劃的醫護及採樣員十分專業及無
微不至，令記者留下深刻印象。
昨日在檢測現場，當香港文匯
報記者完成所有登記手續，輪到
記者採樣時，採樣員首先自我簡
介他是醫療輔助隊成員，並提示
記者先用消毒液清潔雙手，然後
他詳細解釋採樣過程，包括先進
行鼻拭子採樣，然後是咽喉拭子
採樣，他溫馨提示：「採樣時或
會感到不適，例如想打噴嚏、咳
嗽及有作嘔等情況，你如果感強
烈不適可以舉手示意，我會暫停
讓你稍作休息。」
採樣員解釋後，還細心遞給記
者兩張紙巾，一張用作包裹脫下
的口罩，另一張是當記者有意打
噴嚏或咳嗽時掩口鼻。
開始採樣時，他着記者將頭部
稍為後仰，他輕輕托着記者的後
腦，然後先用拭子伸入記者右邊
的鼻孔抹拭，還問記者有否感到
不適，記者說無問題，他才再在
記者左邊鼻孔採集樣本。
鼻拭子採樣完成後，他再問記
者需否稍作休息。記者表示沒有
問題，他便開始進行咽喉拭子採
樣，他同樣着記者頭部稍為後
仰，着記者數三聲便張開口發出
「哈」聲，然後將拭子伸入記者
右邊咽喉位置抹拭，之後稍為歇
息，才在左邊咽喉抹拭。
整個過程，採樣員也努力解說
程序讓記者放鬆心情，沒有粗聲
粗氣，也沒有用猛力，完成採樣
後，他着香港文匯報記者戴回口
罩、用消毒液清潔雙手，然後隨
地面上的黃色路線離開，臨走採
樣員還報上一聲：「謝謝！」彷
彿是感謝所有檢測者為抗疫出一
份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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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充足毋憂感染
陳先生：過程快捷，採
樣時沒有強烈不適感，只
是鼻子有點癢；中心內
的防感染措施也做足，
醫護人員亦全副裝備，
不覺得有感染風險。普
及檢測對防疫控疫工作
一定有幫助，如能早點開
展便更好。

過程簡單快捷安全

多得中央全力支持

早剋疫情恢復經濟

職員全都
「好快手」

關女士：早已與丈夫上網預約接受
檢測，過程十分簡單、快捷，沒有
強烈不適感；採樣醫護亦做得非常
好，過程十分安全。接受檢測主要
是想知自己有否感染，這樣可令自
己及家人都更安心，加上我不時會幫
手湊孫，在未知自己有否染病前也不
敢經常與孫兒見面，怕會傳染他們。

劉先生：多得中央全力
支持，今次普及檢測才得
以順利開展，有助盡快
找出社區內的隱形患
者，我認為接受檢測根
本是公民責任，大家都
應該參與計劃。

陳先生：參與檢測是為
了配合政府，確保自己不
是隱形患者，如果不找出
隱形患者的話，經濟仍然
會繼續停擺，大家到時攬
住一齊死，經濟不景對我
們這些退休人士影響不
大，但年輕一代就好慘！

阮小姐：整個過程都沒有
出現不適，而且職員都「好
快手」，數分鐘就完成，
場內有大約六七人同時做
檢測，大家都相隔很遠，
有差不多兩米距離。做檢
測是為自己安心，而且是
盡責的表現。

不信網上抹黑言論
曾先生：過程五六分鐘左右，在提取
樣本期間沒有不舒服的感覺，好像平時
看醫生用雪條棍探喉嚨的感覺。場館內
十分空曠，每個攤位都相隔超過1.5米的
距離，中間亦設有約兩米高的隔板，因
此不太擔心出現交叉感染，檢測後14天
如無必要都不會外出，等結果出爐後再
考慮約朋友食飯。我的家人亦會抽空做
檢測，不相信網上流傳的抹黑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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