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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若憂副作用 可選擇科興
建議長者接種復星BioNTech 惟有效率雖高副作用亦大

香港特區政府預訂的其中一款新冠肺炎疫

苗、北京科興「克爾來福」疫苗，陸續公布在

巴西進行的臨床測試數據，對各類受測試對

象的有效保護率達50.38%至78%。呼吸系

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解釋，科興最新公布的

50.38%有效率，是指疫苗能減少50.38%的

感染風險，包括非常輕微病徵、毋須求醫的

情況；早前公布有效率達78%的研究結果，

則只包括需要求醫、中度及嚴重情況的數

據。他並強調，只要疫苗有足夠數據，可以

安全、有效地提供到一定程度保護，就應該

使用。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則表

示，特區政府預訂的三款疫苗各有利弊，建

議長者可接種復星疫苗，科興疫苗可留給年

輕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巴西布坦坦研究所本周二（12日）發表在國內後期臨
床測試數據，顯示中國科興生物研發的新冠疫苗總

體有效率為50.4%，超過世界衞生組織要求的50%門檻，
但遠較上周公布的78%為低。梁子超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
時解釋，科興最新公布的50.38%有效率，是指疫苗能減
少50.38%的感染風險，包括非常輕微病徵、毋須求醫的
情況。至於早前公布有效率達78%的研究結果，則只包括
需要求醫、中度及嚴重情況的數據。
他認為，50.38%的有效率，是因為測試參與者包括一

些病徵非常輕微的人士「拖低」整體數據所致，現階段沒
有一種疫苗有證據證明可預防無病徵但有傳播性的病毒感
染，故只要疫苗有足夠數據，可以安全、有效地提供到一
定程度保護，便應該使用。

疫苗先以高危群組接種為主
梁子超強調，在全球疫苗供應有限的情況下，不需要介
意因有小部分人接種疫苗後出現傷風等輕微病徵，因現時
暫未能做到群體免疫，疫苗會先以高危群組接種為主，若
高危群組接種後只出現輕微病徵，已可紓緩醫療負擔，避
免醫院系統崩潰。
崔俊明同日接受電台訪問時則指，科興疫苗最新公布
的50.38%有效性，受測試對象不包括無徵狀感染者，但
95%接種科興疫苗者最高有效率達62%，免疫系統比較
差的長者或長期病患者，接種後的有效率則較低，故建
議科興疫苗可讓年輕人優先接種，安老院舍長者則接種
其他疫苗。
他解釋，德國BioNTech與復星的疫苗對長者的有效率

雖然較高，但副作用相對較大；科興疫苗的有效率雖然較
低，但副作用也是三款疫苗之中最小。如果市民首要考慮
是疫苗的有效率，對出現輕微發燒等副作用並不太憂慮，
可以選擇接種BioNTech與復星的疫苗，但如果非常擔心
出現副作用，則就可選擇注射科興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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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
政府訂購三款疫苗的臨床研究數據相
繼出爐。其中，北京科興「克爾來
福」疫苗在巴西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
引起關注。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晚表
示，衞生署正向相關疫苗製造商積極
跟進，以盡快取得有關數據作評估及
審批，並強調疫苗接種工作會以科學
實證為根據及公開透明為原則，將適
時透過不同渠道向市民提供有關疫苗
的最新資訊，呼籲市民小心核實網上
有關疫苗的資訊，切勿隨便相信未經
核實的傳聞。

徐德義：一直與兩藥廠溝通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徐德義昨日在

疫情記者會上回應傳媒提問時表示，
政府已向三間公司進行預先採購工序
和前期工夫，衞生署藥物辦公室一直
與科興及另一款疫苗BioNTech藥廠
保持溝通。
被問到有意見提出香港特區政府採

購同樣是由內地研發的國藥疫苗，他
表示，香港專家會留意不同疫苗的相
關文獻，了解其效率和安全性，但有
關工作並非當前急務。

政府發言人昨晚發稿回應新冠疫
苗有效性和接種事宜時重申，所有
在香港使用的新冠疫苗必須符合相
關要求和程序，按照《預防及控制
疾病（使用疫苗）規例》提交有關
疫苗的第三期臨床研究數據、海外
批核的情況，以及其他與疫苗的安
全、效能及質素相關的資料供專家
委員會審視。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會考慮專家意

見再批准認可疫苗作緊急使用，以
確保有關疫苗符合安全、效能和質
素的要求。

籲市民勿信未核實傳聞
發言人續指，衞生署正向各與政府

達成採購協議的疫苗製造商積極跟
進，以盡快取得有關數據作評估及審
批，並強調政府會爭取疫苗早日供
港，但疫苗接種工作會以科學實證為
根據及公開透明為原則，將適時透過
不同渠道向市民提供有關疫苗的最新
資訊，及公布專家就疫苗提供的意
見，並呼籲市民小心核實網上有關疫
苗的資訊，切勿隨便相信未經核實的
傳聞。

港府：接種疫苗以科學實證為據

特區政府預計最快下月開始為市民接
種新冠肺炎疫苗，疫苗接種計劃專責工
作小組成員、醫管局前行政總裁梁栢賢
昨日接受傳媒專訪時透露，政府正物色
地點在全港各區設置18間至20間社區
接種中心，部分選址已有眉目，市民屆
時需先預約合共兩針的注射時間。
社區接種中心將提供復星與BioN-

Tech的疫苗，藥廠已向政府遞交疫苗
申請，疫苗專家委員會下周將開會商討
是否建議採用。梁栢賢透露，由於該款
疫苗對運輸及儲存有較高要求，現時差
不多可以肯定這款疫苗只會安排在社區
接種中心為市民接種，而市民日後亦必
須先預約兩針的接種時間，「預針要好
準，解凍後5天內要打晒，所以一定要
預約後先解凍，解凍咗無人嚟就唔
好。」
梁栢賢表示，接種中心選址除了要方

便市民外，還要有足夠空間讓完成接種
的市民逗留觀察15分鐘至30分鐘，確
保沒有不適才可以離開，所以中心亦需
要有醫療設備和藥物，以應付突發情
況。

歡迎私院改作臨時接種中心
中心營運計劃由私營醫療集團負責，

梁栢賢指，工作小組已經與私家醫生及
醫療集團開會，提出希望他們可以協
助，「因為社區接種中心的營運時間長
達6個月，可以由一個醫療團隊負責較
易安排人手，亦歡迎有私家醫院將整間
醫院臨時改成接種中心。」
今次疫苗接種計劃的優先群組之一是

長者，政府原本打算派外展人員到院舍
為長者接種科興疫苗，但BioNTech的
疫苗可能最先抵港，梁栢賢指，政府正
構思容許團體預約接種，包括由地區人
士協助組織行動方便的長者到中心接種
BioNTech疫苗，但詳情仍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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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昨日新
增的29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中，有3宗屬
輸入個案，包括一名已經完成14天檢疫的
菲律賓外傭，其僱主一家亦需要接受檢
疫。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
君昨日指出，該名染疫菲傭（個案編號
9401）上月 24 日乘坐菲律賓航空航班
PR300到港。菲傭抵港時的入境檢疫規
定，是入境者必須在酒店檢疫14天，之後
7天的檢疫期可以選擇居家進行，故她上周
四（7日）完成檢疫後，到僱主位於長沙灣
麗翠苑麗森閣的住所檢疫。但外傭入住後
開始有咳嗽病徵，數天後發燒，昨日確

診，其僱主一家需要接受檢疫。

2.5萬外傭檢測 揪7宗確診
政府上月18日至本月底將會為全港所有

外籍家傭提供一次免費新冠病毒檢測，至
今已有2.5萬人使用服務，並找出7宗確診
個案，陽性比率達0.03%。
食物及衞生局鼓勵外傭積極參與計劃，

以保障自己和僱主家庭健康，並呼籲僱主
積極協助安排外傭接受免費檢測。
至於另外兩宗輸入個案的患者同在本周

二（12日）抵港，分別乘國泰航空CX881
及土耳其航空TK070航班，分別從美國，
以及巴基斯坦經土耳其來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思言）特區政府預計下月起
可透過疫苗接種計劃為市民免費接種新冠疫苗。香港研
究協會最新民調顯示，六成半受訪者表示會接種新冠疫
苗，且年齡愈高接種意願愈高。有兩成七「不會」或
「未決定」接種的受訪者認為，若數據顯示疫苗無嚴重
副作用，會願意「轉軚」接種疫苗。
香港研究協會於2021年1月8日至13日進行「市民對

新冠肺炎疫苗議題的意見調查」，以電話方式隨機訪問
了1,115名18歲以上的市民。

45%人稱接種「盼社會早日復常」
結果顯示，有六成半受訪者表示「一定會」及「多數

會」接種疫苗，其中最多人表示會接種的原因是「希望
社會早日復常」（45%），只有23%受訪者表示「多數
不會」和「一定不會」接種疫苗。其中，最多人表示不
會接種的原因是「對疫苗成效存疑」（47%）；而「未
決定」是否接種疫苗的比例佔11%，表示「無意見」的
則佔2%。
研究進一步分析發現，接種新冠疫苗意願最高的是60

歲或以上長者（77%），而18歲至29歲（57%）及30
歲至39歲（55%）市民的接種意願則較低，年齡與接種
意願的關係整體呈正比。
調查亦問及不同措施會否影響「不會」或「未決定」

接種疫苗受訪者的接種意願，結果顯示，有27%人認
為，若大量數據顯示接種後不會出現嚴重副作用，會願
意接種。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促請政府密切監察疫苗的有效

性、副作用等重要數據，並提高相關資訊的透明度，以
深入淺出的方法協助市民全面掌握疫苗資訊，增強市民
對接種疫苗的信心及意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
區政府昨日宣布，第五輪安老院、
殘疾人士院舍及護養院員工強制檢
測即將展開。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昨日按《預

防及控制疾病（對若干人士強制
檢測）規例》發出「強制檢測公
告」，規定由安老院、殘疾人士
院舍、護養院以及附設於安老院
或殘疾人士院舍的處所的日間服
務單位僱用並於本月28日至下月
6日期間值勤，或透過與院舍或上

述單位訂立的外聘服務合約在該
期間向住客或使用者提供服務的
人士（包括全職、兼職及替假員
工），須於本月18日（下周一）至
27日期間，按照公告指明的規定
及程序，進行關於新冠肺炎病毒
病的聚合酶連鎖反應核酸檢測（指
明檢測），而有關檢測樣本必須是
非自行採集的鼻腔和咽喉合併拭
子樣本，社署及衞生署會發信通
知各院舍有關安排及要求。
上述院舍員工須選擇於社區檢測

中心、臨時檢測中心（如有）、流
動採樣站；透過院舍經營者／營辦
人自行安排由醫護人員或受過訓練
的人員採集樣本，並於新冠肺炎病
毒病專題網頁上所刊登的認可化驗
所進行檢測；或自費自行安排於該
些認可化驗所進行檢測。
任何相關人士如未有遵從檢測公

告即屬犯罪，可處定額罰款5,000
元，並會收到強制檢測令，要求該
人士於指明期間內接受檢測。不遵
從強制檢測令即屬犯罪，一經定
罪，可處第四級罰款（25,000元）
及監禁6個月。

完成檢疫菲傭確診 僱主一家需隔離

安老殘疾院舍員工 下周一起需強檢

65%人願打疫苗
年紀愈大愈想接種

●第五輪安老院、殘疾人士院舍及護養院員
工強制檢測，將於下周一起展開。圖為上月
初一批院舍職員到黃大仙摩士公園體育館的
社區檢測中心接受檢測。 資料圖片

●政府上月起為全港所有外傭提供一次免費冠狀病毒病檢測服務，
至今有2.5萬名外傭完成檢測，找出7宗確診個案。 資料圖片

●梁子超指出，現階段沒有一種疫苗有證據證明可預防無病徵但有傳播性的病毒感染，故只要疫苗有足夠
數據，可以安全有效地提供一定程度保護，便應該使用。圖為科興製造滅活疫苗。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