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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千萬人打科興 安全無問題
何栢良：大部分國家均讓長者優先 不幸死亡個案屬巧合



昨日疫情

(

●本港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為優先群組接種科興疫苗
本港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為優先群組接種科興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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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名 63 歲長期病患男子於上周五接種科興疫

新增確診個案：14宗
●輸入個案：0宗

苗後兩天，出現急性呼吸困難求醫後不治。本地專家

●不明源頭個案：8宗

檢視個案後，昨日一致認為與接種疫苗無關。香港大

●有關聯個案：6宗

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昨日指出，外國亦出

初步確診個案：約10宗

現接種新冠疫苗後，不幸死亡的個案，最後大多證實

部分不明源頭個案

是巧合，例如英國美國每 5 萬人至 10 萬人接種復星

●個案 11035：23 歲女，健身室銷售

BioNTech 的復必泰疫苗便有 1 宗死亡個案，與自然

員，2月26日最後上班，無病徵

死亡機率相若；而科興疫苗現時在內地及另外 14 個

●個案 11036：53 歲女，洗碗工人，

國家已有逾 1,000 萬人接種，並無出現安全問題。內

3月1日最後上班，無病徵

地疫苗專家亦認為，免疫規劃是根據疫情防控現狀決

●個案 11038：34 歲男，安老院舍負

定的，當前香港本土疫情長期未能清零，優先為長者

責人，一直在家工作，無病徵

接種疫苗符合科學解釋。

●個案 11039：34 歲男，影印機銷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劉凝哲

員，2月24日最後上班，當日發病

綜合報道

● 個案 11047：53 歲女，秘書，2 月
栢良指出，全球已經有逾 1,000 萬
人接種科興疫苗，現階段未有證據
指科興疫苗有安全問題。據現有資料，科
興新冠疫苗克爾來福已在海外多國接種，
大部分國家都優先為長者接種。以智利為
例，目前該國 80 歲以上長者當中，約
77%接種新冠疫苗，65歲至79歲長者約
有77.5%接種新冠疫苗，絕大部分接種的
均是克爾來福疫苗。3月2日，80歲的巴
西「球王」貝利，也接種了科興新冠疫
苗，並通過社交媒體點讚。

何

內地專家：港長者優先沒錯
雖然內地的新冠疫苗免疫規劃不同，
是針對重點人群如冷鏈、出入境、物流
等行業的高危人群先作接種，再對普通
人群啟動接種計劃，但以進展最快的北
京市為例，目前已開始為60歲以上的健
康長者接種，後續還將擴大至青少年接
種。
到底應該優先為健康青壯年群體接
種，還是為長者群體接種？專家認為要按
當地疫情控制情況決定。內地疫苗專家陶
黎納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內地疫情控制得
好，所以內地首先接種的是感染風險高的
人，而不是感染以後病情危重的人。歐美
國家疫情「遍地開花」，老人死亡率高，

優先為長者接種是應該的。香港疫情防控
情況比較一般，有很多病人無法溯源，所
以香港長者的風險大於內地，「先接種老
人沒錯。」

崔俊明：做法較英美加穩妥
至於長期病患者接種情況，香港醫院
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亦表示，香港建議長期病患
者在病情穩定後才接種的做法已較英
國、美國及加拿大嚴謹，外國政府「覺
得接種後出現副作用的機會微，衡量後
認為不接種會感染新冠肺炎的機會，較
出現副作用為高，所以不理病人病情是
否穩定都一律建議接種，相比之下香港
保守、穩陣。」
崔俊明又認為，任何疫苗都有機會引
發不良反應，接種後所發生的情況亦可
能是「咁啱」，未必是由疫苗引起，舉
例指挪威早前有多人接種復必泰疫苗後
死亡的事件，當地衞生部門調查後認為
事件與接種疫苗無關。
參考外國情況，韓國疾病管理本部昨
日亦表示，正調查兩宗接種英國阿斯利
康新冠疫苗後死亡的事件。一宗一名五
旬男子在接種疫苗翌日心臟病發死亡，
另一宗是患有腦血管疾病的63歲療養院

男院友死亡。當
地政府指，該五
旬男子患有心臟
病、糖尿病、中風等
多種疾病，未確定其死因
是否與接種阿斯利康疫苗有
關，並指從兩人徵狀而言，由疫苗
引發嚴重過敏反應機會很低。
另外，日本一名60多
歲的女子上周五
接種輝瑞與 BioNTech 研 發
的疫苗後，出
現腦出血，前
日死亡。日本有
關方面表示，目
前未能確定死因是否
與接種疫苗有關，有可
能純屬巧合，仍須進一
步蒐集資料。

22日發病，3月2日最後上班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女秘書發病後仍返工 8 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本港昨日再
多 14 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全部是本地個
案，不明源頭個案佔比高達 57%，達 8 宗。初
步確診則有約 10 宗。一名 53 歲女秘書上月 22 日
已有病徵，但一周後才有陽性檢測結果，而且翌
日如常上班。有傳染病專家表示，該名秘書確診
後，竟未被衞生署第一時間安排強制入院，並任由
她上班，揭露署方檢疫安排「甩漏」重重；患者罔
顧同事的感染風險，如常上班也是不負責任；政府
和市民的防疫意識不足，都使疫情添隱憂，擔心未
來確診個案或反彈。

昨新增 14 宗 無源頭佔 8 宗

本港昨日新增 14 宗確診個案，均為本地感染，
當中 8 宗源頭不明。K11 Musea 群組增加 1 人確
診，患者為 30 歲男子（個案 11043），群組累計
50 人染疫。衞生署在尖沙咀 K11 MUSEA 名潮
食館抽取的 48 個環境樣本中，3 個樣本對新
冠病毒呈陽性反應，分別位於地下食客用
餐區空調濾網、地下茶水間鋅盤渠管內
部及地下茶水間手推車扶手。
一宗無源頭個案為 53 歲女秘書
（個案 11047），居於將軍
澳日出康城緻藍天第二
服務，內部同時要安排讓員工接種疫
座，在九龍灣嘉
苗，局方正審視是否有額外人力，可以到
里中心上
其他接種中心協助；如果有同事提出申
請，每個聯網會視乎人手安排及人力資
源，酌情安排醫護以外間工作的原則，到
疫苗接種中心為市民提供服務。
他解釋說，希望醫護人員在休假期間充
分休息，否則擔心影響員工的工作表現，
但重申如果不影響工作，局方會酌情處
理。

公院醫護酌情准許在外
「助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疫苗接
種計劃正如火如荼進行中。承辦灣仔伊利沙
伯體育館疫苗接種中心、負責接種復必泰疫
苗的「醫護誠信同行」主席林哲玄表示，關
注接種中心的人手安排，指醫管局不准休假
醫護到中心協助，或與局方不准休假醫護從
事與專業相關工作的規定有關。

伊館邀牙醫藥劑師參與

復必泰首天預約未滿額

林哲玄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團隊

會增加邀請退休醫生、牙醫或藥劑師參
與接種，同時希望醫管局彈性處理，讓
休假期間醫護可以到接種中心協助，強
調接種疫苗是抗疫工作的一部分，如醫
管局完全不批准醫護協助接種，將大大
影響接種中心的人手安排，希望醫管局
彈性處理。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劉家獻在電台節目上
表示，醫管局在疫苗接種計劃下營運 7 間
接種中心，並在 18 間普通科門診提供接種

班。她早於上月22日已出現咳嗽和喉嚨痛等病徵，
但一星期後（3 月 1 日）才有呈陽性的檢測結果，
疑似延遲就醫，而且得知陽性翌日仍有返工。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有病徵人士應立即請假就醫及做檢測，香港
辦公室一般場地較細，帶病返工會對同事構成風
險。而收到陽性結果通知後，患者應留在家中，不
應出門，更不應該上班，但奇怪的是政府無安排病
人第一時間入院隔離，「如果因為這些額外風險觸
發另一波傳播，咁一路都做唔到清零。」

檢測滯後 衍生下一代
此外，深喉唾液樣本檢測服務一直被指滯後，有
市民在 Facebook 發帖文聲稱，她在上月 22 日交樣
本瓶後，直到 3 月 2 日才有結果，她質疑化驗室延
誤出結果。
梁子超指出，檢測滯後是不明源頭個案一直高
企的主因，建議政府進一步加強重點人群檢測，
「工作人口 14 天檢測一次其實很疏，如果個別人
士在檢測後發病，13 天已經可以傳染好多人。政
府若無法做到大規模重複檢測，至少可以加強
對有病徵或有高風險因素的人士進行檢
測，以他們為切入點 ，做流行病學追
蹤，如此下來，找到的個案基本都屬
於新近傳播，而非傳播幾代之
後。」

食肆今起須設
「執枱專員」

●郵局職員協助長者登記預約接種疫苗（左圖），
林女士成功預約（右圖）。 香港文匯報
香港文匯報記者
記者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昕）復星 BioNTech 復必
泰疫苗昨日開始接受五類優先群組市民預約接種，
線上線下的預約情況總體暢順，未有出現科興疫苗
預約首日的「大塞車」現象。部分專打復必泰的疫
苗接種中心首 4 日預約爆滿，7 天內仍有小量空位可
選。線下預約方面，全港多間郵政局為合資格市民
預約，其中深水埗郵局開門前，十餘名長者排隊等
待，普遍在 1 小時內完成預約手續。有長者希望政
府開設電話熱線，讓不熟悉電腦操作的長者，在家
通過電話輕鬆預約。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午實測網上預約系統，毋須等待即
可登入疫苗預約專頁，早前的
「大塞車」
情況不復再。但
仍有個別疫苗接種中心較
「搶手」
，其中九龍城教育局九
龍塘教育服務中心的疫苗接種中心名額較緊張，復必泰
開打首15天的名額全滿。深水埗區荔枝角公園疫苗接種
中心也爭崩頭，開打首12天所有時段已無位可選。
除網上預約外，不諳電腦操作的市民可到全港多
間郵政局或屋邨辦事處尋求協助。深水埗郵政局昨
日開放 3 個櫃枱協助市民網上預約打針，早上 9 點半

開門前，郵局外約有十餘名市民排隊輪候，以長者
為主，最早一位市民昨晨 8時半到達，普遍半小時至
1小時內完成預約程序。

長者盼開通電話預約
林女士在開門前45分鐘到場，到櫃枱後約5分鐘便完
成預約手續，「好快好順暢，估唔到咁少人，之前聽講
排隊排到癲。」她指今次預約大部分時間花費在開門前
的排隊上，「（排隊）確實會麻煩，如果識電腦操作嘅
話，在家就好快預約到，希望政府可以增加一條長者電
話熱線，方便我哋班唔熟電腦的老人家預約。」
11 時後，預約更見暢順。陳女士 11 時半到達郵
局，15 分鐘後搞定離場，「未排隊，到就幫我約，
幾分鐘，好快。」
郵局職員指，昨日接獲公務員事務局通知，陪同
70 歲以上長者一起打針的市民，不再需要一同前往
郵局預約，可憑身份證副本或圖片，以及已簽署的
同意書預約，惟長者本人因需要進行身份確認，仍
需要親身到場辦理手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刊憲，食
肆今起至本月 17 日的 14 天期間，需設「執枱
專員」。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
「執枱專員」某程度上有助防疫，料大型餐飲
集團有較多資源，可以負擔；惟中小型食肆人
手較少，一人要兼顧多項職責，較難執行。
食肆即日起需安排專職員工負責收拾用過的
餐具、清潔餐桌及隔板；若未能安排專員，負
責收拾的員工須在執行其他職責前，使用消毒
潔手液、洗手或更換手套，並應在進行每輪收
拾職責期間按需要採取以上措施。

中小餐廳呻難
黃家和昨早出席港台節目時表示，認同增設

「執枱專員」某程度上可以協助防疫。他估計
大型餐飲集團有較多資源，可聘請專人或調動
人手負責有關工作，但中小型食肆前線員工或
只有一兩人，須兼顧協助食客掃描「安心出
行」或填資料、落單、清理枱面、傳菜及結賬
等工作，難以額外調配專人執枱。
對於安排員工在每輪工作清潔雙手及更換手
套，黃家和認為，該程序較為繁複，實際上或
未能做到。
至於要求餐飲處所加強空氣流通，每小時換
氣率需達 6 次，否則要設置符合規格的空氣淨
化設備，黃家和表示，政府應對此提供清晰指
引，例如空氣淨化設備的過濾效能要達到何種
水平，業界才能配合跟進。

美景樓 185 人違強檢公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昨日對早
前須強檢的土瓜灣美景樓第 1 期居民採取突擊
執法行動，檢查居民的病毒檢測報告，結果發
現 185 人違反強制檢測公告，是政府查出最多
人違反公告的一次執法行動。
美景樓第 1 期因污水樣本檢測呈陽性，政府
上月 9 日晚宣布將該大廈納入強檢名單。九龍
城民政事務處聯同九龍城警區、衞生防護中心
和醫療輔助隊，昨早 7 時 40 分在該大廈進行執

法行動，於大廈出入口查核住客病毒檢測證
明，並到大廈內檢查，確認居民已按有關要求
進行檢測。
行動至中午約 12 時結束，政府共檢查約
1,480名居民的檢測報告，結果發現185人違反
強制檢測公告，已向他們定額罰款 5,000 元，
並要求於指明期間內接受檢測，不遵從強制檢
測令即屬犯罪，可處罰款 2.5 萬元及監禁 6 個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