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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接種疫苗後免檢疫措施

疫苗種類

無變種病毒

英國變種病毒
（Ｂ.1.1.7）

南非變種病毒
（B.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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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疫苗可減變種毒殺傷力
接種率高可降低變種機會 籲市民速去打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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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樹昌昨日引述一項由內地學者所做的最
新研究，25名在兩三周前已完成接種兩

劑科興疫苗者，以抽血方式作中和抗體測試，
應對當時在武漢流行的新冠病毒株（D614G）
相比，發現科興疫苗對南非變種病毒的抗體水
平下跌七成，而應對英國變種病毒時，抗體水
平也下跌五成。他指出，實驗結果是以抽血方
式在體外進行中和抗體測試的研究，並非實戰
經驗，但認為具有參考價值。

南非毒株削抗體仍可中和病毒
衞生防護中心綜合現時不同疫苗應對變種病
毒株的數據，復必泰疫苗應對未變種病毒的保
護率達95%、應對英國變種病毒的保護率高於
85%，但對於南非變種病毒，疫苗產生的抗體
水平則下跌九成，不過仍能夠中和病毒。現時
有數據顯示應對南非變種病毒的疫苗，分別是
強生和Novavax的新冠疫苗，保護率分別為
52%和48.64%。至於本港有採購的阿斯利康
疫苗應對南非變種病毒，保護率只有10.4%。
許樹昌指出，由去年底至今，香港錄得20

多宗南非變種病毒輸入個案，認為一旦南非變
種病毒成為香港流行的品種，必須做到早診斷
和早治療，而有國家已進行混針（即溝針）研
究，了解能否產生更多抗體應對變種病毒，香
港特區政府也是時候研究是否需要購入第二代
新冠疫苗。
他續指，接種新冠疫苗所產生的抗體在任何
年齡組別均能持續6個月，呼籲市民盡快接種
疫苗，不要因為保護效力下降而不接種，因為
疫苗有效減低感染風險，以及使社區不再出現
大爆發，以減少病毒變種機會，「接種疫苗可
減低感染率，防止大量病毒在社區傳播，間接
減少病毒變種機會。」
至於孕婦，以及餵哺母乳的婦女如想接種新
冠疫苗則毋須擔心，許樹昌認為，外國已有更
多資料顯示，她們接種疫苗後可產生良好抗
體，經臍帶血、母乳等為嬰兒提供保護。他透
露，聯合科學委員會將於明日開會討論孕婦接
種疫苗事宜，其後再向公眾交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巿民近日接
獲假冒衞生署人員來電指示要進行檢疫。衞生
署昨日發出公告澄清，指沒有撥出有關電話，
並已就事件向警方報案。若署方需透過衞生署
熱線聯絡市民，一般會提供相關資料核實雙方
身份，但不會要求市民提供任何敏感的個人資
料，提醒市民提高警覺，切勿跟從來電者提出
的任何指示。
衞生署昨日呼籲市民，小心偽冒該署撥出的
電話，指署方近日收到多名市民查詢，指收到
顯示為「+852 2836 0077」的來電，與衞生署
顧客關係科熱線 2836 0077相似，並指來電者
自稱為衞生署人員，要求市民前往檢疫中心，
或到衞生署總部進行檢疫。
衞生署發言人澄清指，署方沒有撥出有關電
話，已就以上事件向警方報案。發言人提醒市
民，衞生防護中心提供熱線 2125 1111／
2125 1122，供市民在有需要的情況下查核獲
授權人員的身份。如收到上述的懷疑虛假電
話，要提高警覺，切勿跟從來電者提出的任何
指示。如有任何懷疑，應向警方舉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
港特區政府昨日起禁止菲律賓、印
度及巴基斯坦航班來港14天。香港
僱傭公會主席陳東風昨日表示，估
計停航期間有約1,500名至1,800名
菲律賓家庭傭工未能如期抵港，影

響逾千個家庭。他指部分僱主或會
以較高月薪聘請在港已完約或等候
轉工的外傭，令市場競爭激烈，業
界認為外傭人工大幅飆升是「遲早
的事」。

僱主等人用 願畀多四千蚊
陳東風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

示，早前已有僱主表明，最重要是
聘到外傭，多付三四千元「唔係問
題」，又指目前有約三成外傭的工
資高於最低工資水平，平均月薪為
5,000元至5,500元。
他說，業界在禁飛前一天才收

到勞工處的電郵，通知業界要作
好準備，反問「業界可以準備啲
乜」，並批評特區政府一直無為
外傭業界提供任何支援及補救措

施。他透露，業界曾要求特區政
府運送疫苗去菲律賓，讓等候來
港的菲傭接種，但未得到積極回
應。
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

馬珊兒則認為，運送疫苗去菲律
賓的方案未必可行，因無法確保
疫苗是用於來港外傭身上，萬一
外傭接種疫苗後出現副作用，亦
難以釐定責任問題。她指贊成特
區政府啟動「熔斷機制」，因僱
主會擔心當地聘請的外傭若受感
染，會將病毒帶到家庭。不少僱
主沒有信心在當地聘外傭，大部
分較傾向聘請在港完約或正等候
轉工的外傭。她認為，勞工處應
加強協助僱主接洽本地家務助
理，紓緩本地失業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疫
情至今已逾一年，最近亦見反覆，
在這艱難時刻，由香港佛教、天主
教、孔教、伊斯蘭教、基督教、道
教等六教領袖組成的香港六宗教領
袖座談會呼籲，市民要明白相互扶
持的重要，保持信念，互相包容，
更加要感謝為這個疫症付出的人，
特別是醫療人士的努力。

送祝福禱告 籲接種疫苗
六宗教領袖更拍攝短片為全港市

民送上至誠祝福和禱告，希望疫症
早日消除，祝福香港社會平安和

樂。當中佛教、伊斯蘭教及道教領
袖都呼籲市民接種疫苗。
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寬運法師呼籲

市民要繼續配合政府防疫措施，保持
個人衞生及社交距離；並呼籲合適接
種疫苗人士積極響應登記接種，以加
強整個社會公共衞生的保護屏障。
天主教香港教區宗座署理及榮休

主教湯漢樞機鼓勵大家按政府及醫
療專家的意見面對疫情，使疫情早
日平息，患病的人早日康復。
中華回教博愛社主席薩智生呼籲

市民遵守政府防疫措施，避免人群
相聚，並鼓勵合適的市民盡早接種

疫苗。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副主席張振華

鼓勵大家活在當下，做好一切防疫
措施，同時鼓勵身邊人，一起盼望
抗疫成功的一天。
香港道教聯合會主席梁德華道長

帶領香港道教聯合會同仁，呼籲香
港市民及道教信眾響應政府，同舟
共濟，致力防治疫情，注意個人健
康，並積極打針防禦，使整個社會
盡快疫病消除。
孔教學院院長湯恩佳率領同仁及

孔教信徒亦在短片中為香港社會及
廣大市民送上祝福和祈禱。

六宗教領袖籲市民疫境互扶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社會
上部分人擔心新冠疫苗「副作用嚴
重」，仍在猶豫是否要接種。醫管局整
合2018年至今年共三年的同期數據，
證實在開展疫苗接種計劃後，死亡、急
性中風、急性心肌梗塞等數據並無特別
的上升情況。衞生署未來還會針對癌
症、貧血、服用抗凝血藥及其他免疫系
統抑制情況等，更新疫苗臨床評估的網
上指引。

醫局整合數據未見異常
醫管局總醫療衞生統計師張德麟指

出，整合由2018年至今年同期的3月22
日至4月18日數據，雖然今年開展了疫
苗接種計劃，但急性中風和急性心肌梗
塞等死亡人數未見出現異常情況，與過
去幾年相若。按不同年齡層檢視，數據
上亦無異常。
不過，他補充有關分析結果僅供參

考，香港大學將會進行更詳細的研究。
在過去4周，香港近72萬已接種第一

針新冠疫苗的人士當中，有6人死亡，
以每萬人口計算，死亡比率為0.11，而
無接種疫苗者有3,038人離世，以每萬
人口計算，死亡比率是4.5；另外，公
立醫院日均有108.7名住院病人死亡，
每天有3.6名住院病人因中風死亡、2.5
名住院病人因急性心肌梗塞死亡，及18
名急症室病人死亡，上述數據比對過去
三年同期數字均未見異常。
至於因敏感而不宜打針的個案方面，

衞生防護中心社會醫學顧問醫生（專責
事務）連慰慈表示，普通科門診在6周
內發現約30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
香港特區政府日前與廣東省政府
達成協議，周五午夜零時起起，
已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滿14天
的跨境貨車司機，如通過「粵康
碼」系統收到廣東省根據運輸署
提供的資料而發出的訊息，在入
境深圳及珠海只需持有72小時核
酸檢測陰性證明，毋須進行每日
入境核酸採樣。公務員事務局局
長聶德權昨日在 facebook 上表
示，期望接種率逐步提高，建立
保護屏障，令更多便民措施可以
實施。
根據運輸署資料顯示，現時約
有 1.1 萬名跨境貨車司機，逾
7,000人為活躍司機。截至本月15
日，約6,700名跨境貨車司機已接
種第一劑疫苗，當中約5,700人已

接種第二劑疫苗。

約八成跨境司機接種兩劑
聶德權昨日在其facebook專頁

上表示，早前曾到疫苗接種中
心與跨境司機交流，不少司機
大吐苦水，認為每日一檢為他
們造成不便及困擾，熱切希望
在接種後能豁免有關措施。
聶德權指出，通關問題除了

特區政府努力，也幸獲廣東省
政府支持才能成事，期望接種
率逐步提高，令更多便民措施
可以實施。
他續說，目前已有約80%活躍

跨境貨車司機接種了兩劑新冠疫
苗，呼籲仍未接種的司機盡快行
動，以享受接種疫苗帶來的通關
方便。 ●聶德權期望接種率提高。 聶德權fb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中文大學昨日表示，中大研
究團隊開發了一個人工智能系統(AI)，可快速自動
檢測胸部電腦斷層掃描(CT)影像上的新冠病毒徵
狀，準確度高達96%，料可用於診斷、監察治療病
情進展及預測治療成效。
中大醫學院影像及介入放射學系助理教授蘇宛彤

表示，AI具有明顯的速度優勢。傳統臨床閱片流
程上，醫生檢查一個CT影像需時約5分鐘至10分
鐘，而AI在40毫秒內即可完成，可提高臨床診斷
效率及減省相關人手。中大醫學院影像及介入放射
學系系主任余俊豪則指，現時AI主要收集未變異
的病毒數據，相信如未來再有變種病毒相關確診個
案，可加入AI系統內。

中大AI「驗毒」40毫秒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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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料外傭人工勁升「遲早的事」

署籲慎防偽冒電話

聶德權冀增接種率推更多便民措施

●中大研AI助篩查新冠病人徵狀，40毫秒可完
成，準確率達96%。 資料圖片

●業界認為外傭人工大幅飆升是
「遲早的事」。圖為在港外傭。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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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對變種病毒有效率

香港早前先後發現兩宗變種新冠

病毒，除了令人擔心變種新冠病毒

會在社區散播外，還令人擔心新冠

疫苗會否失效。衞生防護中心轄下

新發現及動物傳染病科學委員會主

席許樹昌昨日表示，有研究發現變

種病毒使科興和復必泰疫苗產生的

抗體有所下降，南非變種病毒更使

兩款疫苗的抗體水平分別下跌七成

和九成，但仍可以中和病毒。他指

出，疫苗接種者即使「中招」，感

染到的病毒量都較沒有接種疫苗的

人士為低，加上社區每次大爆發

時，病毒會更容易變種，故呼籲市

民盡快接種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