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粉嶺祥華邨祥豐樓作出圍封強檢行動，區域內
人士須留在其住所並接受強制檢測。 中通社

◆沙田水泉澳邨修泉樓昨天下午四時起圍封強
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昨日疫情

醫管局概況
◆目前共9,222名病人留醫；新增1,430人出院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新增核酸確診：735宗
•新增快測呈報：698宗

•第五波累計確診：
1,180,392宗

•新增死亡：59人
包括52宗過去24小時死亡及
7宗滯後呈報個案

•第五波累計死亡：8,673人
病死率為0.735%

新增總
確診個案：

1,433宗
（包括13宗輸入

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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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增兵採樣 防病毒入社區
衞生署「以客為先」照顧抵港者特殊需求情緒支援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回落，昨日新增

1,433宗確診個案；隨着本月起香港特區

政府取消英美等九國的「禁飛令」，經香

港國際機場入境人數有所增加，昨日則有

13宗輸入確診個案。衞生防護中心港口

衞生科總港口衞生主任梁耀康昨日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已額外從陸路口

岸調配約20人到機場的臨時樣本採集中

心工作，並強調衞生署一直「以客為

先」，既確保抵港者不會將病毒傳入社

區，同時亦照顧他們的特殊需求及作出情

緒支援。多名前線人員表示，部分抵港者

因為急於奔喪、心急見家人或各種原因，

出現情緒波動，但憑着前線人員耐心解答

香港的入境檢疫政策，使難題迎刃而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姜嘉軒）疫情下精確而快速的檢測手段
相當重要，香港理工大學跨學科研究團隊成功研發出便攜式新冠
病毒檢測儀，儀器利用反轉錄恒溫環狀擴增法（RT-LAMP），
透過金納米粒子作為核酸擴增顯示劑，可於40分鐘內完成檢
測，其靈敏度及特異度均達100%，與現時核酸檢測的「黃金標
準」看齊。
理大團隊於2020年獲醫療衞生研究基金撥款逾270萬元開展有

關項目，該檢測儀可同時放置6個樣本，撇除2個陽性及陰性對
照樣本之外，可同時檢測最多4個樣本。採集樣本後，即可使用
檢測儀在現場進行檢測，無需將樣本送回實驗室。儀器會營造攝
氏65度的恒溫狀態，其內置的光學裝置能偵測到金納米粒子的
沉澱情況，其中陽性樣本會沉澱，陰性樣本會保持分散。相關數
據會透過藍牙即時傳送到手機，並以軟件進行分析並顯示結果。
團隊負責人指出，儀器重量只有大約兩公斤，充電後可連續使
用約7小時，適用於學校、安老院舍等多種場景進行快速而精準
的核酸檢測，估計檢測成本較現時便宜一半以上。團隊目前正與
國際檢測機構接洽，希望普及應用技術。

理大製便攜儀 檢測40分鐘搞掂

▲陽性樣本(右)會沉澱；陰性樣本(左)會保持分散。
理大圖片

▲檢測儀可於40分鐘內完成
檢測，其靈敏度及特異度均達
100%。 理大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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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衞生防護中心更新全
民快測三天期間，網上申報平台共錄得3,128宗快測
陽性個案，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相
信，當中一半個案疑是市民響應全民快測而發現的
無症狀患者。醫管局則公布，由於疫情放緩，該局
允許家屬探訪臨終病人，但需要提供24小時內的陰
性快測結果，若未能預先檢測，探訪後亦需進行快
測，並向院方提供證明。
張竹君表示，衞生防護中心於特區政府發起的三
天全民快測活動中，共錄得3,128宗經網上平台呈報
的快測陽性個案，當中64.3%無病徵，35.7%有病
徵。而全民快測之前無病徵比例約為三成，因此推
算這3天內的3,000多宗快測確診者，有多達一半個

案是經由全民快測發現，「4月8日（活動首天）比
我們下降的趨勢突然高一點，即證明其實有一部分
人士，可能數百位起碼或一千六百的一半，因響應
全民的抗原檢測而找到出來。我們都知道Omicron
有機會無病徵，即在街上走，所以大家一起做一
次，想知道找到這些個案，我們都找到一些個
案。」

醫局允家屬探臨終病人需快測
第五波疫情期間醫管局取消醫院所有探病安排，

但體諒家屬要見病危患者的心情，加上疫情緩解，
醫管局作出最新恩恤探訪安排。醫管局總行政經理
（綜合臨床服務）李立業昨日公布，由於近日危急

病人及臨終病人增加，醫管局理解家屬探望病人迫
切要求，即日起允許家屬探訪病危患者，但需要提
供24小時內陰性快測結果。如果來不及預先檢測，
探訪後亦需立即快測，並提供陰性證明。探訪者進
入醫院前必須使用「安心出行」，清潔雙手、佩戴
合適個人防護裝備，探訪後要自行進行7天醫學監
察。而新冠康復者3個月內豁免上述檢疫要求，但要
向醫院提交曾經感染新冠證明。
復活節後學校陸續恢復面授課程，但需要學生每天

做快測。對於有呼聲建議接種過疫苗的學生豁免每日
快測，張竹君回應指，疫苗不能完全避免感染新冠，
而是降低重症率，因此所有學生上學前都應該快測，
避免疫情在學校爆發，又被迫停課影響學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一直
採取嚴密的「外防輸入」政策，但首階段
只容許已接種兩劑認可新冠疫苗的香港居
民登機來港。衞生防護中心總港口衞生主
任梁耀康指出，香港機場內的臨時樣本採
集中心採用「檢測待行」方式，以防止病
毒有機會走入社區，可說是世上最嚴謹的
地區。他指出，衞生署一直優化措施，將
整個採集及等候結果的流程由早期的7小
時，縮短至目前兩三小時，署方會繼續研
究改善流程，但強調可以壓縮的空間並非
太大，「最花時間是化驗過程，到出結果
最快都要90分鐘。雖然市面上有更短時間
的測試劑，但我們必須要衡量其敏感度是
否足夠。」
梁耀康指出，自從於2020年12月15日
起將過往深喉唾液採樣方式改為鼻腔及
咽喉合併拭子樣本後，截至本月11日已
為約 53.4 萬名入境者做檢測，發現約
1,400宗確診個案，陽性比率為0.263%。

另外，自從2020年 9月推出航班熔斷機
制後，至今執行了126次個別航班的熔
斷。

嚴防輸入流程一絲不苟
他強調，為嚴防輸入個案，整個流程一

絲不苟，包括向入境者發出檢疫令時，查
核他們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疫苗接種紀
錄等，「之前是先為他們完成辦理這些手
續才讓他們採樣檢測，後來改為取樣本，
等候結果時才辦理手續，最快不用兩小時
便可離開。當然亦要視乎航班的班次，以
及同一時間有幾多班機抵港，部分人或要
等久一點。」
梁耀康指出，現時機場內有兩個採集中

心，一個專做從外國抵港者，可同時容納
約1,200人；另一個由去年11月起設立，
專門處理經內地抵港者，可同時容納300
人，「分開處理亦是為了減低將個案傳往
內地的風險。」

優化流程最快兩小時內知結果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
區政府昨日公布，由今日
（13日）起，旅客經由陸
路出入境管制站或香港國
際機場離境前往內地或澳
門時，在特別檢測安排下
須接受的額外快速核酸檢
測，將改以鼻咽拭子收集
檢測樣本（原以鼻腔和咽
喉合併拭子採樣）。
政府發言人表示，新安排
是為了進一步預防本地個案
輸出往內地或澳門，以配合
國家的抗疫工作。相關離境
旅客應預留充足時間，提早
到達出入境管制站或機場，
並遵從在場工作人員的指示
進行檢測，以確保取得陰性
檢測結果後有充足時間完成
通關程序或辦理登機手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香港特
區政府最快下周四（21日）起，將分階段放
寬社交距離措施，早前因疫情嚴峻停辦的
「本地遊」亦有望恢復。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局長邱騰華昨日表示，考慮在第二階段放寬
社交距離措施時復辦「本地遊」，正研究如
何加強防疫措施，包括要求導遊打齊3針，
以及要求團友事先進行快速檢測，以換取放
寬部分限制，例如每團人數擴大至多於30
人等。

業界盼與內地正常通關
不過，有旅行社及工會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均相信，市民及從業員接受相關要
求，因可確保團隊所有人的安全，但業界認
為「本地遊」對行業的幫助不大，正常通關
才能令旅遊業復甦。
縱橫遊旅行社執行董事袁振寧表示，「本

地遊」以往推出時，已要求導遊接種疫苗，
故今次重辦「本地遊」要求導遊打足3針的
問題不大。至於團友跟團前需接受快測，政
府則需考慮要旅行社每團自行呈報或由政府
派員抽查，他認為兩種方法也可行及不算複
雜，而且要求團友接種疫苗，也同樣可收到
保障參與者健康的效果。
香港導遊總工會理事長黃嘉毅表示，導遊

一直支持接種疫苗，因為無論對個人、家人
和客人的安全都有充分保障，故重開「本地
遊」時要求導遊打齊針無困難。
他認為，現時快速測試劑的供應充裕，價
格也便宜，不少市民平日也會自己進行，就
算要求團友在出發前進行快測，相信也不會
影響他們參團的意慾。
不過袁振寧及黃嘉毅均認為，重開「本地

遊」對旅遊業界整體業務的幫助輕微，始終
大家都熟悉香港，參加的市民不會太多，相
關銀碼也不大，但終究可給予旅行社有繼續
營運的機會，也讓部分已轉行的從業員可重
投行業。兩人均指出，能令行業復甦的最大
因素，仍是盡快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

半數申報個案料屬快測無症狀患者

梁耀康指出，自本月1日起取消了9個國家的「禁飛令」
後，從機場抵港的人數明顯增加，由1月開始實施禁飛至

上月底平均每天200人至300人，增至目前每天平均約1,000
人，其中本月1日高峰更有約1,900人。他指出，衞生署早有準
備，因此從陸路口岸調配約20人到機場的採集中心工作，並會
繼續增聘人手；發出檢疫令的櫃枱亦由35個增至50個，一般可
於3小時內完成整個程序離開採集中心。
目前所有經機場抵港者都要到衞生防護中心設於機場的臨時
樣本採集中心辦理檢疫令手續，並通過核酸檢測才可到檢疫酒
店。退休前曾為警務處高級警司、現獲聘為臨時樣本採集中心
指揮官的柳美欽表示，衞生署聘用約300名人員於採樣中心工
作，當中包括210名主要負責管理中心及簽發檢疫令工作的退
休紀律部隊人員，另有70名非公務員合約人員，主要負責行政
支援及管理等候區工作，以及20名處理確診旅客及提供醫療支
援的註冊護士。

洋漢情緒失控 安撫「見陰」放行
退休前曾為入境處助理首席入境事務主任的劉文耀，現任職
臨時樣本採集中心行動經理，他最難忘去年中曾有一名外籍男
子從美國經韓國轉機抵港，去到櫃枱辦理手續時突然情緒失
控，取回所有文件衝去出口處，「事出突然，職員們都十分愕
然，有人大聲喝止亦有人追上前。當時我亦身處附近，也即時
追上並成功截獲該名男士。」

警員其後趕到並將該男子制服。劉文耀與一名警長跟該名旅
客傾談，原來他因乘搭長途機來港身心俱疲，加上做檢疫令過
程想起工作上的困擾終失去理智。劉文耀指，由於事件中無人
受傷，文件亦無損毀，終接受對方的連番道歉，並在他陰性檢
測結果出爐後讓他離開採集中心辦理入境手續。

親人病危 獲點對點送醫院
劉文耀又指，去年9月一對姊妹從加拿大抵港，做完採樣後
突然情緒激動兼飲泣，辦理完手續後便馬上帶她們到採集中心
內的一個照顧室，問明原委才知她們要探望病危婆婆，遂告知
對方可透過家居檢疫的同事作特別申請，其後再向她們提供食
糧充飢。等候期間亦由醫護人員細心照顧，最終她們的特別申
請獲批，取得陰性報告後被送往預先訂好的酒店安置行李，再
以點對點方式送她們到醫院，對方非常感動。
在非常有限的情況下，衞生署的獲授權人員可批准受檢疫人

士暫時離開檢疫地點，以探望危重的親屬或參加親屬的葬禮。
由去年4月1日至今年3月31日，該署共批准1,240宗相關申
請。
臨時樣本採集中心註冊護士李沛暉則分享指，曾有入境人士

透過機場保安問他索取膠布，李沛暉詢問才知原來該名入境人
士上機前被蜜蜂螫傷，但因要趕飛機未及時處理，當時的手部
已非常紅腫，最終李沛暉評估其傷勢後決定先處理好傷口，着
他離開後再求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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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梁耀康、柳美欽、劉
文耀、李沛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本月本月11日起香港取消英美等九國日起香港取消英美等九國「「禁飛禁飛
令令」，」，衞生署額外從陸路口岸調配約衞生署額外從陸路口岸調配約2020人人
到機場的臨時樣本採集中心到機場的臨時樣本採集中心。。 衞生署供圖衞生署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