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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9時許，陸續有車輛運送樣本到西區中山紀念公園體
育館的火眼實驗室。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為期14天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昨日圓滿結束，截至

昨晚8時，一共累計約178.3萬人次參與檢測，佔香港

6歲以上人口逾兩成；當中約171.9萬個樣本完成新冠

病毒病核酸檢測。在575名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員、

6,000名本地醫護團隊，以及4,000多名現職及退休

公務員群策群力下，計劃取得空前的成功，為香港

取得四大成效，除了找出最少32宗確診新個案、6

宗康復者「復陽」個案外，還成功截斷12條傳播

鏈繼續蔓延，料已阻止近200人受到感染外，有

醫生認為，計劃為香港累積豐富的經驗，如一場

大型演習，日後或可藉是次經驗，推動區域性的

檢測，同時讓一眾參與的醫護學生得到臨床實戰經驗，也令特區政府及外界更掌握香港

疫情實況，有助釐定防疫措施，落實通關及推出「健康碼」。

特區政府昨晚亦表示，普及計劃得以成功和順利進行，有賴中央政府全力支持，

迅速組成核酸檢測支援隊伍，短時間內大幅提升香港的檢測能力。支援隊570多位

成員日以繼夜在臨時氣膜實驗室工作，不畏勞苦，完成任務，實在值得敬佩。負責

採樣的6,000多名醫護人員和學員，以及負責支援工作的4,000多名現職和退休公

務員發揮高度專業能力，盡心盡力工作，為市民提供高質素和有效率的服務，特

區政府表示感謝。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成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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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昨日「煞
科」，市民抓緊最後機會到各
區檢測中心接受採樣，使多個
檢測中心排長龍。有市民表
示，由於限聚令早前進一步放

寬，聚會活動增多，自費到私營檢測機構接受
檢測的費用昂貴，並非人人能夠負擔，昨日趕
搭「尾班車」接受檢測；亦有檢測的市民表
示，之前受攬炒派的謠言影響未敢接受檢測，
但隨着身邊的親友都已經參加，釋除無謂的疑
慮後，預約接受採樣，並認為所有市民都有責
任透過檢測，保障自己及親人的健康。

學童「勇」採樣 利己又利人
其中，旺角麥花臣的檢測中心昨晨已有不少

市民魚貫進場接受採樣，首次參與檢測的郭小
朋友表示，因為家人都有參與檢測，而且她也
即將返校開學，所以要求母親在最後一天帶她受檢，保障自
己及同學。她又指，「家人陸續已經檢測晒，唯獨我一直怕
痛無跟佢哋去檢測，但聽到家人的感受後，覺得並沒有想像
中可怕，因此選擇今日(昨日)檢測，過程中無感到不適。」
她續說，學校即將開學，固然感到興奮，但亦擔心會與同

學有肢體接觸造成感染，因此在個人衞生上會加倍小心。

鬧爆攬炒派 普檢污名化
李小姐表示，在檢測開始時已經透過網上預約參與檢

測，但因為近日限聚令放寬，與親友外出的次
數增加，擔心會在無意間受到感染，因此在檢
測的最後一天再次完成檢測，但昨日沒有預先
上網預約，直接到麥花臣檢測中心。

她又批評攬炒派惡意中傷計劃，「計劃本身
並非一件壞事，但有人以政治之名把它污名
化，其實參與檢測是盡公民責任，而且能夠幫
助政府對疫情政策對症下藥。」

檢測釋疑慮 百利無一害
王小姐表示，這次是首次參加檢測計劃，

主要是因為身邊的親友都已經完成檢測，而
她也在母親不斷鼓勵下，消除對計劃的不必
要疑慮，「做檢測是百利而無一害，因此趕
上檢測的尾班車。」
她續說，昨日的檢測流程順利。

起初怕不適 做完知輕鬆
葵芳的檢測中心也有不少人流，其中鍾小姐特意選擇

最後一天接受檢測，她說：「貪無咁多人，以及工作人
員可能已成為熟手技工，採樣流程順暢、無痛。」也有
市民表示，一直擔心採樣會造成不適，但經身邊人解釋
後，增加對計劃的信心，所以也來檢測，「起初唔想
來，因為怕採樣會反胃。但晨運那些朋友個個都做了，
佢哋都講很簡單。」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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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檢四功：斬疫鏈 擴檢力 添經驗 利通關
上萬醫護公僕參與 近600內地人員援港 178萬人次採樣

「煞科日」排長龍 市民趕「尾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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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效
檢出32「隱患」
斬斷12傳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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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是普檢第十四天，也是最後一天，昨晚在中環大會堂檢測中心內有
市民排隊趕搭「尾班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晚上有市民拉橫額致意，寫上「和衷共濟愛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昨日找出6名新冠肺炎隱形患者，是計劃展開14
天以來，發現隱形患者最多的一天，為計劃畫上完美句號，使計劃累
計找出32宗確診個案，並成功揪出12條傳播鏈，另有6宗康復者「復
陽」個案。若以港大早前的研究結果推算，每名患者最多可傳播4
人，並引發二代、三代傳播，今次普檢計劃及時切斷傳播鏈，已經阻
止近200人受到感染。
在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展開第三日，已找出首兩名隱形患者。兩名患者
分別是63歲居於葵青區的退休男子，以及22歲住屯門的待業女子，他們
均無病徵，若非接受普檢或會一直潛在社區。

大圍交通城群組 5人普檢證確診
檢測計劃中找出最大傳播鏈為大圍交通城大廈群組，累計有13人確
診，當中5人有參與普及社區檢測。雖然群組首名確診的61歲車房工人不
是從檢測計劃找出，但隨着大廈愈來愈多的商戶及保安員接受普檢，漸漸
發現大廈存有傳播鏈，其後的確診個案包括該大廈保安員和首名確診者的
太太，都在普檢計劃中找出，衞生署遂進行傳染病流行學追蹤，陸續發現
更多人染病，更有人受二代傳播，包括同事和其數名家人。隨着患者及早
被發現及隔離，大廈傳播鏈被切斷，撲熄病毒蔓延。
另外，檢測計劃也找到多個家庭群組、餐廳群組、公司群組等，包括
住尖沙咀港景峰的兩夫婦及其外傭、屯門家庭群組，以及昨日新發現的都
城餐廳群組。中醫診所懷孕33周的執藥員也是透過檢測計劃找到。

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昨日抵達沙田源禾
路體育館的檢測中心參與檢測工作。他表示，這次普及社區檢測為香
港累積豐富的經驗，如一場大型演習。若將來再次推行全民病毒檢
測，可再次動員具經驗的醫護人員，到時僅實驗室須尋求內地支援，
其他軟件則能自給自足，但他希望不需再次推行普及檢測，因為他不
希望有第四波疫情。

社區動員數據收集能力提升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完結，許樹昌指出，按目前衞生署的檢測能力，

每日該署可處理約12,000個樣本，但難以應付如普及檢測般，每日化
驗10多萬個樣本，故需要內地支援隊幫忙。他認為，透過普及社區檢
測為香港累積豐富經驗，就如一場大型演習，如實驗室的設立、內地
支援隊到港、尋找100多個檢測場地、到組織數千名本地醫護人員幫
忙，若將來不幸有疫情爆發、要再次推動全民檢測，可再次動員具經
驗醫護人員，只是實驗室須尋求內地幫忙。
另外，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是一次演練
機會，假如日後有個別地區出現社區爆發，可利用這次經驗，推動區域性
的檢測。他指出，普及社區檢測計劃能收集社區數據，也能確認社區的疫
情紓緩，同時也是好的演練機會，「因為不論是動員社區上的檢測人手，
尋找檢測地點，甚至是實驗室內高流量的快速建立和運作，不多不少都出
現不同的問題需要理順，今次我們就累積咗這方面的經驗。」

2成效
檢測能力大演習
內地支援虎添翼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圓滿結束，各區檢測中心隊伍由來自不同醫療組
織人員組成，例如醫生、護士、醫護學生、救護員等。有份在社區檢
測中心參與採樣工作的醫護誠信同行主席林哲玄認為，最大的得着是
能夠參與抗疫，讓醫護之間上下一心。而且，醫護學生更是獲益良
多，透過檢測計劃讓一眾醫護學生得到臨床經驗，學懂與病人溝通、
關心和診斷病人。

學懂溝通關心了解病人
林哲玄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日常醫務上，採樣不是醫
生的主要工作，但對於執業醫生、護士、醫科生或學護而言，採樣難
度不大。他認為，能夠參與抗疫，醫護之間上下一心的感覺，就是最
大的得着和經驗，「大家一齊由摸索開始，直至完成計劃，都係上下
一心。」
另外，參與採樣工作的除了醫生和護士外，也有醫科生和學護。林哲
玄表示，在他參與計劃的檢測中心是兩名採樣員一櫃位，輪流採樣，該中
心的隊長也有安排輪更，但相信醫科生和學護已有足夠機會實戰如何採
樣。他認為，更重要的是檢測計劃能夠讓一眾醫科生和學護學習如何與病
人溝通、關心和診斷病人，「臨床經驗不只是指識採樣、洗傷口等，仲要
識同病人溝通、關心病人、了解病人的需要。」

3成效
醫護經驗更豐富
上下一心齊抗疫

過去一段日子一直有不少人誤將普及社區檢測計劃與「健康碼」混為一
談，以為參與檢測便可取得「健康碼」，或者日後可優先取得「健康
碼」。多名特區政府官員已多次重申，參與檢測絕非取得「健康碼」的先
決條件，但只要愈多人參與便愈能掌控疫情與社區內隱形患者的比例，除
了能作為放寬限制社交距離措施的考慮因素外，亦能為推行「健康碼」提
供有利條件，讓香港恢復正常生活、重啟經濟活動。

增強與各地區各國通關信心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日前便於網誌上指出，目前全球主要經濟體中，

以內地在防疫控疫及穩住經濟方面成效最為顯著，如果香港不再出現
源頭不明的本地個案，並好好利用在普檢計劃中所提升了的檢測能
力，加快推出「健康碼」，便有望放寬與內地以至其他地方的人員往
返限制，甚至有限度的外出旅遊。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之前亦在網誌上明確指出，這一波疫情尚

未完結，中央亦認為普檢計劃有助香港防控疫情，為互認「健康碼」
及相互豁免檢疫等安排提供基礎。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之前也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旅
遊氣泡」要視乎疫情和雙方是否有互認檢測安排等因素，而香港有逾
百萬名市民參與普檢計劃，得出的數據能給予接洽的國家和地區有更
客觀、宏觀的數據，檢視香港的情況，增加有關國家及地區對香港通
關的信心。

4成效
有利推行健康碼
放寬出遊振經濟

■大圍交通城群組，累計有13人確診，當中5人有參與普
檢。 資料圖片

■昨晚八時後，工作人員忙於收拾清理各區檢測中心，標誌為期14天的普及社區檢
測計劃圓滿結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本港醫護人員在普檢中豐富經驗，對檢測市民關愛細
心，體現專業水平。 資料圖片

■普檢是本港檢測能力大練兵，大幅提升香港社區動
員能力和數據收集能力。 資料圖片

■郭小朋友

■李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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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溫27-31℃ 濕度70-95%

庚子年七月廿八 初六秋分

註：→表示有可能傳染 ┅表示有流行病學關聯
普及檢測至今共找到19宗確診個案及6宗康復病人復陽個案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大圍交通城群組
（群組累計有13宗個案，4宗由普檢找出）

曾無戴口罩交談

50歲男
（個案4881，有病徵，
普檢找出）

同層商舖員工，
曾短暫交談

61歲汽車維修男工人
（個案4824，
群組首名確診者）

60歲男冷氣水電工人
(個案4855，普檢找出)

夫妻64歲交通城保安員
（個案4854）

46歲家庭主婦
（個案4851，有病徵，
普檢找出)

家人

59歲交通城管理處男職員
（個案4884）

64歲交通城管理處男職員
（個案4888）

25歲男
（個案4889）

54歲女
（個案4890）

43歲太太
（個案4897）

17歲女兒
（個案4899）

28歲女
（個案4893，有病徵，普檢找出）

不同住家人

交通城50歲清潔女工
（個案4892，曾與確診保安員接觸）

42歲女外傭
（個案4872
檢測前有病徵，
曾求醫）

尖沙咀港景峯家庭群組
（3人均為普檢找出）

僱主夫婦

（均有病徵、曾求醫）
89歲女（個案4867）、
92歲男（個案4873）

家人

普檢截斷十二條傳播鏈

同事

屯門家庭群組

45歲流浮山女文員
(個案4938)

一起食飯

52歲屯門山景邨景榮樓男派遞員
（個案4946，普檢找出）

家人

79歲男
（個案4958，普檢找出）

傳播鏈3

傳播鏈2

同層商戶

傳播鏈4

傳播鏈1

同住

傳播鏈5

傳播鏈7傳播鏈6

傳播鏈8

傳播鏈9
傳播鏈10

80歲女
（個案4962，普及檢測發現）

昨日發現的都城餐廳群組

63歲女及61歲男
（個案4968、4969，普及檢測
發現，每周光顧2次至3次）

食客

49歲男
（個案4972，普及檢測發現，
幾乎每天光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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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發現的公司群組

23歲男
（個案4970，普及檢測發現）

同事

28歲男
（個案4971，普及檢測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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