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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擬准已接種者探訪院舍老友
安老院研設獨立房見面 或要求穿全套保護衣
香港的新冠疫苗接種計劃已經開



始約個半月，惟接種率不算理想。

(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立法會答
問大會上回應議員提問時承認，現

時本港接種疫苗的進度未如理想，會聆聽各界意見以提升接
種率，並相信國產疫苗科興稍後會獲得世衞認可，向「疫
苗政治化」及「疫苗民族主義化」說不。另外有消息
指，特區政府正考慮容許已接種疫苗
的人士，在接受快速病毒測試
後，批准到安老院舍恩
恤探訪，或到醫管局的
復康及療養醫院進行特

●政府擬容許已接種疫苗的人士
政府擬容許已接種疫苗的人士，
，
在接受快速病毒測試後，
在接受快速病毒測試後
，批准到安
老院舍恩恤探訪，
老院舍恩恤探訪
，到時就不用相隔
那麼遠會面了。
那麼遠會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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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探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恆諾、費小燁

林鄭月娥昨日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指
出，香港自從 2 月 26 日開展新冠疫

苗接種計劃以來，截至前晚才突破 50 萬
人接種了第一針疫苗，接種率僅得約
7.5%，並不理想。
她說：「如果我們以打了第一針，不
論是復必泰或科興剛剛超過 50 萬，只是
百分之 7.5 左右，這不算理想，尤其是考
慮到我們的能力，有些地方想打都無得
打。在這樣的配套下，不能夠呼籲、鼓
勵、吸引到更多市民去接種，我都是一
個疑問，如果大家有好辦法，我很樂意
聆聽。」

與粵商免檢疫 再傾旅遊氣泡
她強調，特區政府已在能力範圍內盡
量向市民提供接種疫苗的誘因，包括提
供晚市的飲食業員工與面授課程的教
師，只要接種齊兩針疫苗，再於 14 天後
出現抗體，就不用再每 14 天接受一次病
毒檢測。
她續說，曾親自向中央政府商討在什
麼情形下，兩地居民往來時不需接受 14
天檢疫，亦親自與廣東省領導商討在哪
種情況下可以有序地讓兩地人民不需要
在檢疫14天的情況下往來。
海外方面，她指已重新啟動與新加坡
商討旅遊氣泡，並會向其他地區爭取所
有在香港合法認可、安全和有效使用的
疫苗都不應被排斥或被歧視，即別搞
「疫苗政治化」及「疫苗民族主義

化」，她說：「現時香港兩款已經認可
作緊急使用的疫苗中，復必泰應該是大
部分地方都接受，我相信國產疫苗稍後
亦會獲得世衞認同，因為現時已有很多
國家正在接種國產疫苗。」

視乎接種情況 調整防疫策略
此外有消息指，特區政府正考慮容許
已接種疫苗的人士，在接受快速測試
後，可在安老院舍恩恤探訪，或醫管局
的復康及療養醫院進行特別探訪。
中小企國際聯盟安老及殘疾服務聯會
主席李伯英表示，最近院友接種疫苗的
意慾減低，大多被相關負面消息影響，
擔心有中風及面癱等副作用。他認為，
即使探訪人士接種疫苗，仍可能帶有病
毒，對其他人並非百分百安全，其院舍
會繼續採取相關防疫措施，包括要求恩
恤探訪的家屬需要身穿全套保護衣及持
有檢測證明，另外會提供一個獨立房間
讓他們與院友見面。
社署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政府會視
乎院友及員工接種疫苗的情況及參考專
家意見，適時檢視院舍整體防疫策略，
包括已接種疫苗的院舍員工是否仍需進
行強制檢測，以及探訪的安排。醫管局
說，會考慮感染控制風險評估，視乎疫
情發展適時檢討探訪安排，接種疫苗是
其中一項考慮因素。

逾七成人盼針後免檢疫赴內地澳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恆諾）如何提高市民的接種意慾？工聯
會的調查發現，有近四成受訪市民暫未打算打針，原因主要是擔
心疫苗副作用。另有逾七成人認為免檢疫通關到內地、澳門是接
種疫苗的最大誘因，亦有逾六成人認為可到醫院或院舍探訪是接
種誘因。

獨居長者盼母女團圓
78 歲獨居長者黃婆婆的女兒在廣州工作，兩母女在疫情爆發後
已經逾一年沒有見面，現時最大的希望是可以一家團聚。因此，
黃婆婆之前已接種疫苗，期望有助日後免檢通關。
30 歲以下人士現時尚未獲安排打針，25 歲的孫先生則希望政府
可以早日降低接種年齡要求，並希望打針後可以進入老人院探望
年屆 85 歲、患有腦退化症的外婆，「現時只能每星期兩次用視像
見面。」孫先生續說，年輕人需要上班，接觸的人群較多，因而
有較大受感染風險，自己即使已經減少外出，亦試過因為曾與確
診者到訪過同一地方而需強制檢測，認為如果有機會打針可以減
輕其心理負擔。
黃婆婆和孫先生對疫苗持正面態度，但工聯會早前以街訪形式
訪問超過700名市民，近四成受訪者（39%）坦言無意預約打針，
當中37%人解釋擔心疫苗副作用，28%人指自己有長期病患。
在問到什麼是接種疫苗的誘因方面，整體有 72%受訪者表示免
檢疫通關前往內地及澳門；67%受訪者認為有免費血清檢查服務
檢測是否有抗體；62%受訪者指完成接種者可到醫院或院舍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歐洲藥品管理局確
認阿斯利康疫苗或與血栓有關，建議將血栓列為
阿斯利康疫苗的「罕見潛在副作用」，多個歐洲
國家隨即收窄接種阿斯利康的年齡限制。香港特
區政府早前預購 750 萬劑該款疫苗，香港阿斯利
康藥廠昨日回應查詢時表示，向港澳供應疫苗的
計劃不變，將繼續按照協議向香港及澳門市民，
提供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藥廠發言人稱，英國藥物及保健產品規管局及
歐洲藥品監管局（EMA）仍未能確定任何風險因
素，相關極罕見事件的原因未確定；阿斯利康積
極與監管機構合作，更改以上產品信息。

何栢良：未見阿斯利康優勝處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昨日在電台
節目上表示，截至本周日，英國及其他歐盟國家
約 3,400 萬人接種阿斯利康疫苗，當中 222 人出現
靜脈栓塞的情況，即每百萬人口有約 6.5 宗，明顯
高於背景發病率。
他認為，香港市民特別是 60 歲以下人士接種阿
斯利康疫苗的風險大於效益，暫時亦看不到阿斯
利康比現有兩款供港疫苗有優勝之處，加上本港
疫苗供應充足，特區政府無必要繼續採購阿斯利
康，並應按合約條款安排善後。
何栢良續指，特區政府現時亦毋須急於購買第
三款屬於第一代疫苗，建議考慮購買能針對預防
變種病毒的第二代疫苗。他說，選購的疫苗應要
採用已被廣泛使用的技術平台，例如滅活或核酸
技術，政府未必要再好像初期般「分散投資」；
而對於採用腺病毒載體的疫苗要有戒心，包括強
生疫苗，因為歐洲藥監局分析認為，有關罕見副
作用可能涉及腺病毒載體或會影響產生血小板的

抗體。

許樹昌：強生應對變種好選擇
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
昌指出，隨着更多資訊公開，阿斯利康疫苗有機
會出現血栓的罕見副作用，不建議特區政府採購
該疫苗，「它對南非變種病毒的保護率不高，只
有一成，再加上有血栓風險，我覺得這不是很好
的選擇。不會因為這款疫苗可能對長者副作用較
少，故意購買予長者接種，屆時只會自找麻
煩。」
他說，有藥廠正研究第二代疫苗，部分已經有
第三期臨床數據，顯示能更好應付英國和南非變
種病毒，建議政府毋須急於買齊各款技術平台的
疫苗，應持續留意不同藥廠疫苗的保護率。惟他
對同樣採用病毒載體技術的疫苗強生，則與何栢
良持不同意見。許樹昌指由美國強生藥廠研發的
疫苗，只需打一針，並證實對南非變種病毒有約
五成保護率，如果有現貨，會是好選擇；政府亦
可持續了解內地康希諾生物研發、使用腺病毒載
體技術的疫苗數據。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解釋，歐洲藥
品管理局確立血栓為接種阿斯利康疫苗的罕見副
作用，尤其是腦靜脈和血小板的血栓，估計是與
疫苗激活血小板引致血栓有關，如果特區政府拒
絕繼續採購該疫苗，可能會違反採購協議，建議
政府減少採購量，但由於現時供港的復必泰疫
苗，在臨床上未能確立對變種病毒有效，而科興
就未有完整數據，所以不可只依賴現有疫苗，
「如果購買第三隻，強生疫苗可以考慮，它沒有
事故與血栓有關，對南非變種病毒，臨床上也有
數據。」

抗體證明或成通關必備
為回應社會期望，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鄧家彪建議政府盡快向
內地及澳門政府爭取通關，以吸引更多市民打針。他又指，政府
在爭取通關前，應先為打完針的市民提供免費血清檢測，了解他
們體內是否已經有新冠病毒抗體，「外交部早前提出放寬完成接
種兩劑國產疫苗人士入境的要求，條件包括能出示血清抗體測試
證明，這個要求預料亦會是兩地通關必不可少的要求，政府要有
所準備，提供前瞻性的便利措施。」
對於有僱主已經主動為僱員提供有薪打針假，鄧家彪希望政府
可以用立法手段規定所有僱主統一提供假期，令市民可以在不受
壓的情況下按自行決定是否打針。

▲鄧家彪(左三)建議政府盡快向內地及澳
門爭取通關，以吸引更多市民打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憂屯門爆疫 專家促速揪傳播鏈

醫生倡購二代疫苗防變種毒

訪；58%受訪者認為注射疫苗當日可獲一天有薪病假。

●市民在屯門友愛愛
暉樓流動採樣站排隊接
受檢測。
受檢測
。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昨日新增 10 宗
新冠病毒確診個案，8 宗為輸入病例，當中 6 人感染
N501Y 變種病毒，其餘兩宗本地個案，包括前日初
步確診的 70 歲婦人，她居於屯門友愛邨愛暉樓第三
座，連同她在內屯門區過去兩日有 3 宗不明源頭病
例，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認為須盡快
調查該區是否正在醞釀社區爆發，及早找出傳播
鏈。
由於衞生防護中心前日已公布該名 70 歲婦人的
病例，故昨日不設疫情簡報會。該名視力有問題
的七旬患者，獨居於愛暉樓第三座一個單位，家
人及朋友會定期探望，暫未知感染源頭，而前日
愛暉樓第三座及山景邨景富樓也有兩宗不明源頭
個案，衞生防護中心不排除區內有隱形傳播情
況。

社區仍有個案 恐現群組爆發

何栢良昨早在電台節目指出，要小心處理屯門區
出現源頭不明個案的情況。他表示，本港持續一個
多星期每日新增單位數確診個案，間中亦有本地
「零確診」，惟社區內的病毒傳播一日未中斷，也
有機會突然出現超級群組爆發。
他強調要調查屯門區是否正醞釀社區爆發，甚至
已出現爆發，需更聚焦及快速深入追查個案，包括
進行病毒基因排序，了解患者是否與早前個案有

關，並要追蹤患者過去兩三個星期的所有行蹤，逐
一分析接觸過的人士，才有機會破解區內哪裡有傳
播鏈。

屯門愛定商場列強檢
政府昨晚刊憲，將有數個確診個案曾到訪的屯門
安定邨愛定商場納入強制檢測公告。任何在 3 月 26
日至 4 月 8 日期間曾身處屯門愛勇街 2、4、8 及 12 號
及屯門鄉事會路 2A 號安定邨愛定商場超過兩小時的
人士（包括但不限於全職、兼職和替假員工及訪
客），須於 4 月 10 日或之前接受檢測。政府今日（4
月 9 日）起至 4 月 11 日，亦會在屯門安定/友愛社區
中心增設流動採樣站，為包括須接受強制檢測人士
在內的所有市民進行病毒檢測。

將軍澳一家庭男童女童續中招
至於昨日另一本地個案，為一名居於將軍澳村的3
歲女童，她為早前確診的 33 歲不明源頭確診男子的
同住家人，為有關連病例，其最後上學日期是 3 月
25 日，本周二（6 日）發病，該家庭另一名 5 歲男童
日前亦確診。
另外，昨日新增的 8 宗輸入個案，5 人來自菲律
賓，全部感染 N501Y 變種病毒，另 3 宗來自印尼的
確診者，亦有一人感染該變種病毒，令累計變種個
案增至184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