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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睇快測棒 20秒知有幾毒
于常海團隊製網上平台 上載照片即知病毒載量

隨着特區政府承

認快速抗原檢測結

果，不少市民都有

定期快測的習慣，

但快測棒只顯示「一條線」（陰性）或「兩條線」（陽

性），用家難以掌握自己的病毒量，更難判斷是否病發初期

的「假陰性」，外出分分鐘成為傳播者。香港生物科技協會

主席于常海與團隊利用AI技術，製作一個網上平台，市民

上載幾張快測棒相片，20秒「有幾毒」即現形。該團隊接

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希望市民從中掌握

自己病情，以便決定是否需要求醫或入院，善

用醫療資源，而發病初期，但快測呈陰的市民

也可以病向淺中醫，以及自我隔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禮願）身兼香
港生物科技協會創會顧問的立法會議員黃
英豪昨日到訪了三間方艙醫院，看見不少
確診者感到孤獨徬徨，正研究向方艙醫院
患者提供該平台服務，讓更多染疫者掌握
病況，免去不必要的焦慮。
目前，公眾若想使用這套抗原快速檢測

定量系統有兩個方法，香港生物科技協會
主席于常海找來有份代理檢測棒的新盈環
保科技有限公司麥穗雄合作，生產一款專
為以上檢測而設的快測包，只要購買該款
快測包後，即可使用網站內的快速檢測定
量系統。問到于常海該系統的投資金額，
性格豪邁的他講心不講金，笑說：「團隊
日以繼夜工作了近兩個月，還未計錢。科
學嗎，就是沒有止境。」
為讓更多市民可以享用有關分析，黃英

豪以黃乾亨慈善基金的名義，撥出一定名
額贊助港人免費試用這套分析系統，即使
不是使用指定品牌的快測包，也可以上載
檢測結果的相片到有關網站作分析而不另
作收費，該平台免費開放直至另行通告。
黃英豪坦言，好難得港人在創作科技領

域上有如此領先的發明，以他所知，目前
全球仍未有類似分析系統，稍後會將網站
翻譯成多國語言，供全球使用，「咁好嘅
香港發明，當然要支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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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AI人工智能作精密的
大數據分析，是現今最頂尖
的科技之一，在海量的數據
中發掘有用的訊息，好考
AI 功力。坊間早前流傳有
網民以橙汁及水喉水製造出

呈「兩條線」陽性的快速抗原檢測結果，用來
作弄朋友或疑似「呃假」。
為測試該AI系統，香港文匯報記者即場以

橙汁及水喉水滴落快速抗原測試棒，分別
「製作」出兩個「假陽性」檢測結果，然後
將相片上載至抗原快速檢測定量系統作分
析。
結果顯示，用橙汁製成的「二條線」，被評

為感染級別「頗高」，然而以水喉水造出的
「二線」效果，未知是否因為T位的紅線顏色
極微弱，近乎似有還無，經AI一分析，即被
評為「陰性」。

水喉水「二線」被識破
換言之，記者成功以橙汁暪騙AI，但換了用

水喉水，卻逃不過分析系統的法眼。為何會有
此差異呢？于常海解釋，由於以水喉水製作出
來的紅線，其顏色度跟新冠病毒抗原體呈現的
始終有差異，一經AI分析，便會發覺數據有
異，因而評為「陰性」評級。
至於橙汁，可能因為其所含的物質跟新冠病

毒抗原體有相似的地方，才會成功呃到AI，

「隨着我們收集到更多來自香港甚至全球的大
數據，分析結果會愈來愈精準，到時想呃AI，
真係無咁易！」于常海說。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願禮

橙汁扮陽性 系統走漏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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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即場以不同檢測棒「製作」陽性結
果，挑戰AI。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針對快速檢測結果現時只有一條線及兩條線之分，香港生物科技協會
主席于常海與團隊研發出一個名為「ART-Quant 抗原快速檢測定

量系統」，只需上傳快測結果圖片，AI智能化系統就會對樣本進行自動
數據分析，不出20秒即能計算出病毒載量的相對數值，得出「染疫等
級」，提示患者是處於「嚴重」、「頗高」還是「偏低」帶病毒階段。

善用作預警 免延誤醫治
「部分確診者因為找不到醫生，也害怕被捉去隔離，只躲在房間自行

食藥，呆呆地在屋企等待快測棒轉陰性，往往忽視病情轉趨嚴重而錯過
就醫；也有確診者以為自己康復無事，用系統一測，原來身體仍然帶
毒。」于常海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善用快測定量系統作預
警，可避免染疫者延醫之同時，也提示大家「唔好隨便播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隨即進行實測，將一名於本月13日確診的患者之6天

快測棒相片上載至有關網站，先要回答系統幾條有關染病時間及症狀等
問題，網站系統隨即分析出數據。患者本月13日首次檢出快測棒呈現
兩條線，系統發現當日抗原數值（可理解為病毒量水平）大約為90，屬
於「嚴重」帶病毒階段。
患者呈陽後第3天也有做快測，系統顯示當日抗原數值上升至124

（相對抗原數量37%），直至確診後第5天，抗原數值急速下降到66，
病情漸退卻。香港文匯報記者向這名患者了解，他表示當時也自覺精神
漸恢復，不再有神無氣。此時，他的感染等級原來已悄悄從「嚴重」轉
至「頗高」階段。這名患者持續檢測至確診後第9天，檢測棒上仍呈現
十分微弱、肉眼看不到的紅色T線，但對照AI的分析數據，當時他的
染疫等級為「偏低」，再加上分析報告內的抗原數值顯示是12.65，說
明他染疫後第9天，病毒量仍然存在，未真正「清零」，若外出或會惹
人。
本身是神經生物學和分子生物學家的于常海表示，3年前新冠肺炎疫

情爆發之初，已開始埋首研究核酸測試與新冠病毒的關係，由此積累不
少大數據，今年初靈機一觸，與團隊花兩個月研發出這個快測定量分析
系統。

數據化病情 知感染程度
一支小小的快測棒，何以令這位擁有眾多技術發明及世界專利共72

項的科學家為此着迷？他解釋：「量化檢測棒數據好重要，並非只單純
睇『兩條線』、『一條線』，我發現當染疫者體內愈多病毒，抗原量就
愈多，愈多抗原量，棒上條線就愈紅。只要將染疫者的病情數據化，用
AI智能系統一分析，就可以判斷出感染的病原指數，我哋會有埋詳細報
告，從病原數值的高低，反映出病毒的感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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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議員黃英豪（左）以父親黃乾亨慈善基
金的名義，撥出一定名額贊助港人免費做抗原快測
定量系統分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快測棒結果肉眼看只能辨別
陰陽。

接受測試患者提供圖片

▶ AI系統分析患者各快測棒，
顯示的病毒量及病情變化。

▲于常海團隊利用
AI技術，識別市民
上載的快測棒相
片，計算出病毒載
量的相對數值。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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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下月初動員公務員團隊、社會
各界力量包括義工團體，向全港市民
派發防疫包，協助市民「早發現」
「早排查」確診個案，有利進一步穩
控疫情，為達至「動態清零」打好基
礎。政府要統籌協調各方力量，把好
事辦好，並把今次派發防疫包作為日
後適時推行的全民強檢進行「演
練」，為屆時調配資源、保障供應積
累經驗、提升能力。

在中央的全力支援下，本港現時有
充足的防疫物資，政府希望通過派發
防疫包，令全港市民加強防疫意識，
增強個人保護。今次派發防疫包，政
府動員了方方面面力量，包括動員公
務員及各團體義工近六萬人預先包
裝，再透過多個渠道派發。房屋署和
房協負責所有公屋住戶，業主立案法
團負責私人屋苑住戶，義工及公務員
團隊負責「三無大廈」及劏房家庭，
鄉議局、鄉事委員會負責鄉郊偏遠地
區的住戶。透過派發防疫包，集中統
籌全社會力量參與抗疫，不僅能提升
物資配送成效和能力，更凝聚抗疫向
心力，形成全港上下一心、攜手抗疫
的熱潮。

日前，政府宣布暫緩全民強檢，現
階段抗疫工作聚焦「三減三重一優
先」的目標。但是，暫緩全民強檢並
非放棄，更不意味「躺平」。專家亦
指出，本港全民強檢可選擇在疫情尾

段進行，可實現社會面「動態清
零」。根據內地抗疫經驗，全民強檢
需要配合大範圍的禁足，效果會更
好，禁足期間必須確保市民的生活得
到穩定保障。有意見認為，本港社區
力量不足，擔心難以保障全民強檢期
間的民生供應，社會難以接受，這也
成為本港全民強檢遲遲未能落實的原
因之一。今次派發防疫包，正是要針
對全港住戶進行一次物資配送，要做
到全面覆蓋無死角，不同住宅分門別
類配送，就要政府部門、工商機構和
社會義工團體各司其職；而防疫包派
送的參與面非常廣，政府做好動員、
形成機制，有利破解本港社區力量不
足的難題。

其實，本港並不缺乏社區力量，
物管公司、愛國愛港力量組成抗疫
義工同盟，都已整裝待發，為今次
派發抗疫包出力。特區政府掌握最
全面的抗疫資源和資訊，發揮好統
籌協調作用，形成全社會合作抗疫
的機制，不僅可令派發防疫包事半
功倍，更為日後全民檢測配送物
資、保障供應「練兵」，派發防疫
包過程中積累的經驗，可作為日後
全民強檢時的有用借鏡。相信經過
這次不可多得的「演練」，政府在
合適的時機啟動全民檢測，可以相
對得心應手，市民也會更加配合更
有信心。

做好防疫包派發 為全民檢測「演練」
社會各界和媒體連日關注在醫管局寬鬆的出院指

引下，有多家院舍從醫院或社區治療設施接回仍呈
陽性院友，增加院舍爆疫風險。醫管局總行政經理
（綜合臨床服務）李立業昨日在疫情記者會表示，
局方已更新指引，醫院會先與院舍了解是否適宜接
收院友及於院內繼續隔離，若不合適都會留待第七
天檢測陰性才送走。醫管局收緊染疫長者出院標
準，從善如流，令人欣慰。不過，長者暫託中心如
何提高使用率、為院舍防疫發揮最大效用，仍然是
業界、市民高度關注的。醫管局、社署仍需加強溝
通協調，繼續查找問題、彌補短板、增加資源，形
成高效順暢的轉介機制，最大限度發揮長者暫託中
心照顧治療染疫長者、防止院舍爆疫的作用，為實
現本港「三減」優先抗疫目標作出關鍵性貢獻。

公立醫院早前放寬確診者出院準則，容許並未完
全康復、甚至病毒未清的院友出院，院舍無奈接回
呈陽性院友，給防疫能力薄弱的院舍帶來很大的播
疫危機。事件成為公眾和關注的焦點，社會各界都
關心院舍長者的安全健康能否得到妥善保障。醫管
局迅速修訂出院指引，院舍病人必須於確診第七天
的檢測呈陰性才能出院，顯示醫管局負起保障院舍
長者安康的基本責任，獲得安老業界及社會的肯
定。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陳志育表示，原本未有機制
可讓院舍直接通報，令需要送到暫託中心接受照顧
的長者被迫送回院舍，亦是院舍爆疫的一個重要原
因，而情況已持續一個月，現時部門間有共識和轉
介機制，相信可處理未完全康復的長者個案，減少
院舍風險和憂慮。

根據政府的分層分流政策，暫託中心正是為病情
較輕微的長者而設。特首林鄭月娥曾在記者會上表
示，暫託中心在分流和分層治療架構中擔當重要角

色，一些症狀輕微的確診長者離開醫院後可入住暫
託中心，由醫護人員觀察他們的病情，以防再次惡
化。同時，按照「三減三重一優先」的本港當前抗
疫優先目標，加強長者、安老院舍等重點人群、重
點機構的保護，正是本港現階段抗疫工作的重心之
一，暫託中心在落實「三減三重一優先」目標上具
有重要作用。醫管局修訂院舍病人出院指引，令業
界和公眾的憂慮有所紓緩，但如何用好用足暫託中
心，避免院舍感染、爆疫，還需要繼續落實針對性
措施的「最後一公里」。

目前全港長者暫託中心使用率並不理想，多數只
有30%左右。而院舍申請將染疫長者送入暫託中心卻
不得要領，令不少院舍備受困擾、憂心不已。 業界
反映，問題在於醫管局與社署協調機制不足。社署
轄下的暫託中心可透過醫管局轉介，接收確診但症
狀輕微的長者病人，以及正在康復並適合入住暫託
中心的體弱長者，但是多數公立醫院護士、外展護
士並不熟悉轉介流程，對院舍的申請表現出愛莫能
助。這方面的缺失，導致一方面院舍有迫切需要的
長者申請無門被擋在暫託中心門外，另一方面暫託
中心的床位空等，失去照顧治療長者的作用。

本港疫情仍在高位橫行，長者尤其是院舍長者更
是高危族，是需要重點保護的群組，「始終床等人
好過有需要時人等床。」醫管局、社署等機構和部
門有必要在繼續查找問題癥結的基礎上，調配資
源、理順溝通、加強互動，尤其是公立醫院最熟悉
病人的情況，醫管局應敦促公立醫院熟習指引、主
動按照指引辦事，並與社署更緊密合作，做好合理
轉介；社署亦應建立機制，直接從院舍接收更多輕
症患者和潛在高危院友，提高暫託中心使用率，把
落實「三減」優先抗疫目標的工作做得更到位。

修訂出院指引從善如流 做好長者保護任重道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