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港新聞

A19

●責任編輯：常 樂

2021年7月27日（星期二）
2021年
2021
年 7 月 27
27日
日（星期二）
2021年7月27日（星期二）

每日加針 3000 接種中心話 OK
負責人稱加人手可應付
「長者即日籌」
病人組織盼派籌添彈性



(

香港特區政府為便利長者接種新
冠疫苗，將推出「長者即日籌」，
毋須網上預約便可到社區疫苗接種
中心打針，另因應巿民接種情況擬
每日最少增加 3,000 個名額。多名
負責營運接種中心的負責人均表示
有空間增加接種劑數，並會增加人
手應付需求。至於政府日後或交由
具接種經驗的私人醫療機構及私家
診所為巿民注射復必泰疫苗，有接
種中心負責人相信一些家庭醫生及
家庭醫學的機構較適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文森

本港昨日沒有本地及輸入的新冠病毒個
案，是本月內第五次「雙零感染」，亦

●多名負責營運接種中心的負責人均表示有空間增加接種劑數，並會增加人手應付需求。圖為官涌市政大廈的疫苗
接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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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港抗疫創科大派用場

計算準確增名額未必
「嘥針」

是連續 49 天本地清零，政府另方面則積極推
動巿民打針，冀盡快建立免疫屏障。鑑於長者
接種率低，不少長者不懂網上預約接種疫苗，
故政府將推出「長者即日籌」，每間中心每日
200個名額，毋須預約便可到場打針。
有份承辦伊利沙伯體育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的醫護誠信同行，主席林哲玄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指出，該中心仍有空間增加接種名
額，「近日接種踴躍，每日有近 2,000 人打
針，但仍未用盡，最多可以為 2,300 人至 2,400
人接種，而政府擬每日增加 3,000 個接種名
額，每間中心平均增加百多個，另每日 200 個
長者即日籌，合共增加 300 多人打針，仍然可
以應付。」

被問及復必泰疫苗需預先稀釋並於 6 小時內
接種，新增即日籌會否「嘥針」，他則表示會
根據人流稀釋疫苗，每日首 10 小時基本屬正
常運作，至中心關閉前約 1 小時才需「追
針」，以準確計算尚有多少人往接種，增加名
額對運作未會造成影響。
至於官涌體育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乃接種
科興疫苗，該中心醫務總監郭寶賢則對香港文
匯報表示運作暢順，每針需時可由 4 分鐘減至
兩分鐘至 3 分鐘，增加名額並無問題，事實上
該中心近日亦超額接種，原定每日 2,200 人，
但有逾 2,600 人打針，增加名額仍可由目前 14
個接種站增至 15 個，而休息區仍有空間容納
較多接種巿民。

針後休息區需增人員

營運商贊成延長中心營運期限

他指醫護人員可以「密啲手」注射疫苗，但
始終部分程序需時，包括復必泰疫苗需稀釋，
打針前要向接種人士查詢曾否接種疫苗，並要
將資料輸入電腦，針後打印針紙等，故原預計
每4分鐘打一針，熟手也只能節省大半分鐘。
另外，因應接種名額增加，中心也會增加人
手，現時 14 個接種點每個有一兩名醫護人
員，最主要是打針人多，針後休息區相應要增
加人手。
同樣接種復必泰疫苗的將軍澳體育館社區疫
苗接種中心，營運的康健國際醫療集團的營運
總監梁國齡昨在電台節目表示，中心人手足夠
應付增加的名額，但會增加注射攤位和文職人
員，協助長者填寫資料和解釋接種詳情。

郭寶賢贊成政府 9 月後延長中心營運期限，
認為可方便巿民接種，表示人手安排沒有問
題；林哲玄則表示會視乎各中心接種情況，相
信部分中心可延長運作，但部分則可以關閉。
梁國齡則表示曾就此與政府初步接觸，他亦估
計政府會視乎市民接種需求，若需求降低，部
分中心難免遷移或關閉，目前已初步向政府建
議將中心遷到商業大廈。
被問及政府日後或由有營運接種中心經驗的
私人機構及醫生接種復必泰疫苗，林哲玄則表
示未必所有醫生也會接手，「專科醫生較少巿
民去打針，且每次稀釋疫苗有 5 針，若打針人
數不多便浪費，所以家庭醫學的醫療機構和醫
生較適合接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政府擬
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為長者推出「即日
籌」，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釉認為，該
建議確實能方便長者免除複雜的網上預約
手續，但認為政府派籌時應保持彈性，同
時妥善控制人流，以免因安排欠妥，減低
長者打針意慾。
林志釉昨晨在電台節目上表示，長者
「即日籌」的名額必須具彈性，每間接種
中心每日多留十餘個名額，「唔通叫排第
二百零一位嘅（長者） 返屋企，佢哋又
不知第二日再到中心攞籌會唔會有位」，
認為這可能會影響長者打針的意慾。他建
議，政府詳盡考慮相關的配套，包括「截
龍」安排，「老人家可能（清晨）4 點鐘
就擔定張櫈排隊」，萬一每日有多達 500
人到場排隊打針，中心應如何控制人流，
會否截龍，還是會轉送他們到其他接種中
心打針，這應該早些有安排。
至於接種中心運作期限，他則認為，現
時市民接種疫苗反應踴躍，故關注政府是
否繼續將接種中心運作期限設於 9 月，認
為要提早讓市民知道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截至
昨日香港已連續 49 天無錄得任何本地
新冠肺炎確診個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昨日在其 facebook 上以《科技抗疫》為
題發表文章，指特區政府的防疫抗疫工
作取得成效絕非偶然，除了市民同心抗
疫外，亦歸功於近年不斷推廣和支持的
創新科技應用大派用場。她強調，本屆
政府重視創科發展，並樂意與世界其他
地區分享特區政府在科技抗疫方面的經
驗，而香港市民亦可為全球抗疫出一分
力，就是盡快接種疫苗，亦只有這樣才
能逐步恢復跨境人員的往來。
林鄭月娥指出，過去一個月，世界不
同地方，特別是東南亞地區疫情相繼反

彈，且多涉及變種病毒株，而香港在
「外防輸入」的嚴格把關及上月下旬放
寬社交距離措施下，市面已回復相當程
度的商業及社交活動，一些大型展覽亦
如期舉行，惟疫苗接種率雖然穩步上
升，但與理想水平仍有一定距離。她重
申，由於長者感染新冠病毒的發病率較
高，染疫後病情亦較嚴重，社會各界必
須齊心協力鼓勵長者接種疫苗。

強檢支援個案追蹤成績斐然
她指出，特區政府抗疫成功，要歸功
於近年不斷推廣和支持的創新科技應用
大派用場，包括促成本地私營化驗所大
規模引進檢測科技以提升檢測量，至今

香港已累計做了逾 2,100 萬次檢測，以
每 100 萬人口計位居世界前列；環保署
和渠務署亦聯同香港大學的跨學科團隊
進行污水監測，追蹤社區及個別樓宇的
新冠病毒傳播情況，至今找出 52 宗確
診個案。
在強制檢疫、支援個案追蹤等方面，
「居安抗疫」流動應用程式、「組裝合
成」建築法、「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
式與「互動地圖儀表版」亦功勞不少，
且成功展示香港的「官產學研」合作成
果。林鄭月娥並提到，疫情初期作為政
府資助下研發成果的「銅芯抗疫口罩+
™」，至今已向市民免費派發逾 1,000
萬個。

何栢良料港接種率 11 月達九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至
今有逾 300 萬人已接種至少一針新冠
疫苗，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
栢良昨日推算，9 月底香港有望達至
七成接種率，若要達到九成接種率、
即約 600 萬人接種，相信要到 11 月至
12 月，他認同達此水平後，本港防疫
措施有條件放寬。

何栢良表示，目前長者接種率仍然
偏低，約 200 萬名 60 歲或以上人口，
只有約兩成半人接種，並認為長者並
非不想接種，是需時去認識，建議政
府調整針對長者的宣傳策略，向他們
多作解說宣傳。
他指出，「長者即日籌」只是便利
措施，看看登記電子消費券的情況，

「樽頸位」並非網上預約，而是在於
長者不了解疫苗是安全的、長者亦是
適合接種的訊息，相信若訊息能「入
到屋」，成效會比安排「即日籌」更
大。他建議，政府可參考外地經驗，
調整宣傳策略，例如多找已接種長者
以同輩身份作解說分享，政府宣傳片
亦應加入更多長者元素。

疫下難睇口形 聽障者樂觀「做多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新冠肺炎肆虐
為市民添不少不便，對於殘障人士疫下生活
更是難，其中全港 15.5 萬名聽障人士，過往
除了助聽器，還要靠看口形與健全人士溝
通，惟疫下人人戴口罩堵住他們與外界溝通
的橋樑，26 歲聽障人士張詠妍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坦言，疫下簡單如外出購物也是一
種考驗，要事先在手機屏幕打上字條，讓店
員知道她患聽障，要透過書寫溝通，但她樂
觀地說：「我們這類群體要多做一些（準
備），不會覺得特別委屈。」
張詠妍自出世已患有聽覺異常，無法感受
普通人世界裏的絲竹管弦，還要面對一些人
的誤解歧視，但先天不幸並未擊倒她，始終
保持樂觀心態努力求學、積極社交，自香港
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畢業後，4年前成功投身職
場。惟新冠疫情席捲全球，普通人的生活大
受影響，對於聾人則更為不易。
她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當晚持續下
雨，為方便她看唇形讀唇，記者需戴上一款
特製的透明口罩，再配合助聽器，讓她與記
者的交流基本上無礙，但其發音始終有一定
偏差，面對記者聽不懂要進一步追問，她亦
不厭其煩地反覆釐清。

溝通無阻非必然 上司同事體諒
談及疫情帶來的不便，張詠妍舉例簡單如到
超市購物，收銀員通常會詢問顧客是否超市會
員，之前不戴口罩時，她會較為確定對方的提
問，現在口罩擋住口形、截斷她與外界的溝通
橋樑，故出行前她會在手機屏幕打字條：「我

是聽障人士，有需要可寫給我看。」
世紀疫症教曉人類幸福非必然，暢通無阻
的溝通也非理所當然，但她樂觀地說：「所
有人都要或多或少承受疫情下的不便，我們
這個群體要多做一些，我也不會覺得特別委
屈。」交流受阻，但只要人人多行一步，無
礙彼此建立共融社區，她慶幸遇到能體諒她
的同事和朋友，「我是公司裏唯一的聽障人
士，不可否認公司聘請我需要付出更多時間
成本在溝通上，好在上司和同事都願意多花
時間與我磨合交流。」

社工倡公交改善無障礙設施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社交及康樂中心主
任、註冊社工薩彥蘭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
表示，疫情衍生的社交距離措施，影響殘障
人士的社交生活，即使在線上視像交流，也
要克服網絡延遲的問題，「長者或者肢體殘
障人士可能都會較適應網上交流，聽障人士
基本只能看一些單向的講座，幾乎無法進行
小組開會。」
為讓聽障人士回復正常社交，聾福會近月與
嶺南大學合作研發改良版透明口罩，讓政府部
門或服務業的前線人員使用，讓聾人的世界更
友好。此外，薩彥蘭認為公共交通機構也應改
善無障礙設施，例如改善到站提示，方便聽障
人士外出，「目前大部分港鐵線路已有電子顯
示即時站點，但有些車廂仍只有語音提示，而
車輛出現特別事件，例如等候停頓時亦只有廣
播通知，希望港鐵及巴士能加設文字顯示版，
幫助聽障人士理解。」

●張詠妍（左）坦言，疫下簡單如外出購物也是一
種考驗。右為薩彥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張詠妍（右一）參與學校比賽獲獎。

受訪者供圖

聽不清照參賽演講 加倍努力證明實力
張詠妍是家中唯一
的聽障人士，病因至
今未明。她憶述，成
長過程中，並未因疾
病受到父母的特殊溺
愛，也沒有接受昂貴
的治療，更換的幾部助聽器也是靠獎學
金或兼職薪水所購買。「媽媽是很公正
的，我或者妹妹不乖，都會受罰。爸爸
會比較鼓勵我，叫我唔好因為聽障就感
到自卑，如果自己都睇唔起自己，人哋
更加唔會願意欣賞你嘅。」



參賽獲友激勵 奪冠有成就感

不過，踏入社會後，許多制度都未
顧及傷健共融，張詠妍和大部分沒有
完全失聰的人士一樣，都是從小就讀
主流學校。她就讀的中學競爭激烈，
做小組作業時，有些同學不願和她一
組，擔心拉低成績，令人不是味兒，
她每次也激勵自己要加倍努力證明實
力，「好似有一次參加社企比賽，要
做公開演講，一開始我對上台講話很
恐懼，怕講不好被人笑，但是一同參
賽的朋友相信我，幫我不斷練習，最
後我們的作品得到冠軍，我真係好有
成就感。」
日常生活中，張詠妍有許多愛好，經

常跑步、畫畫、看書，也會追流行文
化，在串流平台上煲劇或出街看電影。
「我最鍾意的作家是余光中，還有香港
女作家西西。」
相對網上交友，她更喜歡在現實中認
識朋友，除了學生時代的健聽同學，她
在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中亦結識不少聽
障人士，並擔任聾福會聾人會員委員會
委員，積極推動聽障人士權益。和其他
年輕女孩一樣，她對愛情懷有憧憬，
「我不在乎對方是否和我一樣（是聽障
人士），也不知道我的聽障會否遺傳，
我不介意這些，希望一切順其自然。」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