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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踴躍接種 塞爆預約系統
110人因系統出錯「搶閘」打針 本報記者多次實測仍無法登記

打針市民：我哋國家嘅疫苗唔會輸畀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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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過去一年先後爆發四波新
冠肺炎疫情，跨境司機到內地運
貨必須遵守嚴格的檢疫安排，包
括每日入境時都要接受檢測。跨
境司機周天福昨日表示，檢測的
輪候時間長達3小時，「以前可
以跑兩轉，現時只可以跑一轉，
收入減少一半。」當知悉他們是
首批獲接種疫苗的群組，他急不
及待預約，「希望打針可以畀內
地政府及人民信心，唔再覺得香
港司機會為內地帶來輸入個案，
長遠希望內地政府對已打針的司
機逐步放寬出入境限制。」
另一名跨境司機陳奮發補充，

香港司機在內地工作時被貼上負
面標籤，「內地人民仍擔心香港
司機會將病毒帶入當地，我哋到
內地工廠上貨，有時歷時10小
時，其間我哋唔可以落車，食飯
及大小便都要自己想辦法在車上
解決，真係好慘。」
雖然德國製的復星BioNTech

疫苗也即將抵港，但周天福指自
己對國產疫苗較有信心，所以決
定第一時間接種，不等BioN-
Tech疫苗供港，「內地的同事
幾個月前已經完成接種兩劑，全
部是國產的，唔見佢哋有任何副
作用，相信我哋國家生產的疫苗
很安全。」
港粵運輸業聯會會長余家洪昨

日同樣已經接種科興疫苗，他形
容疫苗為「防火牆」，有助改善
香港疫情。他透露全港1.2萬名

跨境貨車司機中，有逾1,000人在疫苗
接種計劃開始接受預約的首半日內已經
進行預約，期望內地政府之後可以對已
接種疫苗的跨境司機，豁免每日接受檢
測的規定。

機組人員：冀接種豁免隔離
另外，機組人員都是今次疫苗接種計

劃的優先群組之一，國泰航空及香港航
空昨日分別有機長及空中服務員接種疫
苗，香港航空飛行部總監梁永偉相信，
接種疫苗一定會比不接種好，而國泰機
師Peter Clemmow則期望機組人員接種
疫苗後，政府可重新豁免他們隔離檢
疫，及在更多人接種後盡快重新通關，
令港人可再次外遊。

六首長率領同袍 身先士卒注射
紀律
部隊

六名紀律部隊首長
昨日分別率領同袍，
前往中央圖書館疫苗接
種中心身先士卒注射科興

疫苗。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注射後表
示，沒有感到不適和出現不良
反應。他指，接種疫苗能夠得
到更佳保障，讓警員在執行職
務時能夠安心出行，市民亦能
夠放心。
入境處處長區嘉宏指，現時全
球疫苗供應緊張，安全有效的疫
苗得來不易，感謝中央政府向香
港提供科興疫苗。他又指，疫苗
是經濟復甦的「強心針」，直言
對科興疫苗有信心，否則他都不
會接種。

海關關長鄧以海希望身先士卒參
與接種能夠起示範作用，令更多市
民參與計劃，因為愈多市民接種群
體免疫愈強。
懲教處處長胡英明指，同事反

應踴躍，「懲教人員接種疫苗除
了保障自己，亦保護在囚人士，
因此會加強內部宣傳，鼓勵同事
接種。」
飛行服務隊總監胡偉雄表示，

「接種疫苗是為己為人的舉動，每
一款疫苗都會起到保護作用，希望
通過今次行動為大眾建立榜樣。」
消防處處長梁偉雄表示，緊急

部門如救護員執勤時會有染疫風
險，而且在救援行動中亦有機會
接觸感染人士，因此接種疫苗對
於消防員十分重要。

疫苗接種計劃的預約系統於昨日凌晨起啟
用，優先群組的市民隨即上網預約。香

港文匯報記者於系統一開放即嘗試登入預約，
但網站沒有反應。記者昨日下午3時45分再作
嘗試，頁面顯示等候時間約一小時。至4時45
分終成功登入系統，但就已經額滿。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昨晨接受電台節目訪
問時解釋，任何電腦系統均有上限，因市民預約
的反應踴躍，故出現「塞車」情況，但經調校
後，系統於凌晨12時40分已非常順暢，市民不需
等待即可完成預約。

現時5中心每日2500名額
昨日另有200名優先群組人士獲率先安排接種疫
苗，負責統籌計劃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
到中央圖書館疫苗接種中心了解相關情況。他表
示，現時5間疫苗接種中心每日分別有2,500個名
額，希望留有彈性，初期不會用盡名額，其後
則會逐步增加。他解釋，因每人接種兩劑
疫苗，需同時預約28日後再接種，不
希望因用盡名額，令之後不能處理
新的接種需求。他指，每間疫苗
接種中心可處理到多少疫苗接種，
需視乎實際情況作調整，如果流程
快一點，接種速度亦可加快。他期
望市民在看到優先接種群組人士的
接種情況後感到有信心。
他並提到，因網上預約系
統出錯，以致開放了昨日
中央圖書館疫苗接種中心
的名額予一般市民預約，有
110名市民因此而到場接種
疫苗。雖然如此，醫護人員
亦有為這些市民包括長者及
其照顧者接種，聶德權相信周
五開打時會暢順。
聶德權強調，政府設有專家
委員會監察市民接種疫苗後的情
況，如有入院或死亡事件，委員
會將作公布並調查事件與疫苗有
無直接關係。現時約有240萬人屬
優先群組，估計全部接種需用一兩
個月時間。下一個接種群組將會是
60歲以下的長期病患。
前日接種疫苗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昨日在行會前向記者表示，自己接種
後感覺良好，甚至連針口也沒有痛。
她又形容市民反應踴躍，就算是晚上
睡眠時間仍有不少市民上網預約，「都
是急不及待希望接種疫苗。」

●香港文匯報記者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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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預約系統昨日不時

出現網絡塞車，令不少市民

無法登記，但有110名市民因

系統出錯而成功預約到昨日銅

鑼灣中央圖書館疫苗接種中心

的名額，並獲安排接種疫苗。

信政府信科興 冀通關遊澳門
首批
長者
網上預約系統出

錯，使約110名原本
在後日才開始注射
疫苗的長者，提前
昨日接種。75歲的
李伯昨晨與太太到
香港中央圖書館接
種科興疫苗，他指
過程十分順利，登
記後醫護人員會先

問他們有沒有長期病及過敏，確認
身體狀況適合再打針，之後休息30
分鐘沒有不良反應就可以離開，整
個過程只需約40分鐘。

能成為全港首批接種疫苗的人，
李伯表示十分興奮，「打針過程一
點也不痛，我哋信政府，對科興有
信心，希望之後可以通關到澳門
玩。」
另一名長者胡先生同樣表明對科

興有信心，「已經等了一年，全世
界很多地方都使用科興，至今無大
問題出現，美國人接種（輝瑞BioN-
Tech）出現面癱。我哋係中國人，
係唔係應該盡自己責任為國家試疫
苗呢？」
60歲的陳先生亦是其中一名因為預

約系統問題而可以提早接種的市民之

一，他指整個接種流程十分簡單順
暢，沒有任何不便，並形容可以因為
系統出錯而即日接種是「意外之
財」，「我下月底要到英國探親，擔
心到埗後會感染，所以想盡早打
針。」
除了因為系統出錯而成功「偷

步」接種的市民外，亦有未預約的
長者到場碰運氣，希望即場登記接
種，黃婆婆說：「我沒有子女，一
個老人家不識上網，唔知點樣預
約。」不過，她最終失望而回，職
員只建議她到郵局或屋邨辦事處尋
求協助。

●陳先生準備
下月底到英國
探親。

為港為己為院友 打完針較安心
院舍
職員

安老院舍的居住環境普遍較擠迫，加上長
者一旦感染新冠肺炎病情較嚴重，故院舍職
員也是優先獲接種疫苗的群組之一。安老院
職員Amy昨日表示，一定會接種，「為香
港好、為自己好，都應該要接種，這樣做是
要保護院友，他們一旦染疫會有很大傷
害。」
基德護理安老院保健員鍾小姐更表示，

院舍內有八成同事會第一時間預約接種，
「我們的工作要落手落腳照顧老人家，包

括餵食及餵藥，與老人家有緊密接觸，完
成接種較安心。」她又表示，疫情爆發一
年以來，長者甚少與家人見面，不少院友
的情緒受影響，期望疫苗接種計劃有助院
友早日與家人重聚。
鍾小姐續指自己的年紀不輕，擔心復星

BioNTech疫苗可能有更嚴重副作用，所以
傾向接種科興疫苗，「接種後也會繼續戴
口罩、勤洗手，及保持個人衞生，加上科
興疫苗的保護就安心。」

●周天福 ●●余家洪余家洪((中中))

●●機組人員到場接種機組人員到場接種。。

逾1500診所助接種 最快下周二開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目前有
1,200多名私家醫生參與新冠疫苗接種計
劃，涵蓋逾1,500間診所。有參與計劃的
私家醫生透露，預計這些診所最快下周
二（3月2日）起為市民接種科興疫
苗，每間診所獲分配最多80劑疫苗。
部分診所已接獲不少市民查詢，相信
開打時的反應踴躍。至於另一款疫苗

BioNTech復必泰，據悉明天抵港。
衞生署昨日為參與接種計劃的私家醫生

舉辦簡報會，講解計劃具體安排。私家醫生
為市民接種疫苗會獲每劑80元資助，同一
私家醫生或診所為市民接種兩劑疫苗後，獲
額外40元，即合共200元資助。私家醫生
不可就接種疫苗向市民收取額外費用。
西醫工會會長楊超發在簡報會後表示，

參與計劃的私家醫生未來一兩天可透過網
上途徑預訂科興疫苗，每次可預訂40劑
或最多80劑，70歲或以上長者的最多兩
名陪同者也可同時在診所接種。市民接種
後需留在診所觀察30分鐘才離去，但若
市民堅持提早離開，私家醫生不能強制對
方留下，醫生在法律上亦免責。
家庭醫生林永和表示，醫生需要輸入接

種者的資料，以及核實他們是否優先接種
群組，但相信即使錯誤為非優先群組人士
接種，醫生也獲免責。林永和表示，私家
診所最快下周二起為市民接種。
昨日亦有出席簡報會的食物及衞生局局

長陳肇始透露，除私家診所外，位於葵青
區的地區康健中心亦會與私家醫生合作，
提供地方讓市民接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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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接種計劃展開，5個優先群組的市民昨日起可以上網預約在本周五起率先接種國產科興疫苗。為使疫苗接種中心的職員熟習運
作，特區政府昨日率先安排200名分別來自醫護、跨境運輸、院舍職員及提供必要公共服務的人員接種。不過，因為網上預約系統出錯，使
約110名市民意外獲「搶閘」、昨日即可接種。打針市民異口同聲指，運作流程順暢，針口位無強烈痛感。對於攬炒派近日惡意抹黑科興
疫苗，市民嗤之以鼻，「我哋相信中央和特區政府，唔會信別有用心嘅人作出毫無根據嘅謠言，我哋國家研發嘅疫苗唔會輸畀外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恆諾、芙釵／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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