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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半康復者受後遺症困擾
逾一成半自評「幾嚴重」至「非常嚴重」逾七成半指支援不足

衞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新增新冠確診個案430宗。疫情近日維持在較低水平，惟染疫的

後遺症卻逐漸困擾部分已康復的市民。一項調查發現，七成半曾感染新冠的受訪市民有後

遺症問題，逾一成半自評為「幾嚴重」至「非常嚴重」，逾七成半受訪者認為特區政府

對治療確診病人的後遺症支援不足。團體呼籲特區政府關注「長新冠」問題，發現有

關患者及提供支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昨日疫情

學校個案
◆新增8宗學校呈報陽性的個案，包括7名學生1名職員，來自7間學校

醫管局概況
◆目前共1,716名確診病人留醫

◆新增256人康復，當中175人出院，其餘病人因其他疾病
繼續留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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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宗
•新增快測呈報：208宗
•第五波累計個案：
1,190,437宗

•新呈報死亡個案：8人，包括一名較
年輕個案，涉及49歲患肺癌女子，4月
21日因頭昏、不由自主跌倒，向瑪嘉烈
醫院求醫，入院篩查呈陽性，掃描檢查

發現癌症擴散至腦、骨骼等部位，情況惡化於本周二（26日）去世。
•第五波累計死亡：9,069人，病死率︰0.76%

新增總
確診個案：

430宗
（包括15宗輸入

個案）

香港文匯報訊 沙田圓洲角體育館兒
童社區疫苗接種中心、香港兒童醫院的
接種中心昨日安排為特殊學童接種復必
泰，兩間中心合共為37間特殊學校、
約300名特殊學童接種。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前往圓
洲角體育館的接種中心。他在中大醫院
兒科專科醫生張錦流、護理總監廖慧嫺
及護理首席經理譚愛寬的陪同下，視察
一眾特殊學童接種復必泰的情況。
中心為方便特殊學童接種，設立多項
特別措施。職員做了不少事前準備工
夫，先聯絡學校了解學生狀況，並加派
人手照顧學童情緒及身體需要，又簡化
流程，盡量縮減學童輪候時間，例如由
職員主動走到輪候區協助登記代替學童
排隊登記、每個時段僅安排最多三間學
校前往打針、接種間全開，做到「針等
人」。

4接種中心延長開放時間
同時，中心首次安排接種不同劑量
的年齡層同時打針，其間將5歲至11
歲學童及 12歲或以上學童安排到不
同的輪候區及接種間，個別有自閉傾
向的學生，會獲安排在開放空間打

針。
圓洲角體育館、香港兒童醫院、港

怡醫院，以及荃灣體育館的兒童社區
疫苗接種中心已延長周六日和公眾假
期的開放時間至朝8晚8，直至5月15
日，以方便家長在假日帶同子女接種
疫苗。
特區政府為不同需要學生提供貼心及

專業照顧的接種安排，有學校安排外展
醫生在夜間到校接種，方便家長在放工
後陪同子女打針，甚受家長歡迎。
聶德權透露，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田

綺玲學校校長孫友民透露，八成半已接
種學童都是經外展或到校接種活動打
針；匡智元朗晨曦學校的120名學生之
中，有八成人起碼接種了第一針。

香港文匯報訊 保良局早前獲中國銀行（香港）有限
公司捐款港幣80萬元開展「愛心同行疫境自強支援計
劃」，向基層家庭及有需要者提供食物及物資支援，預
計約有24,000人次受惠。

派熱餐或熱餐券抗疫物品健康湯包
是次計劃受惠對象為獨居、貧困長者及低收入家庭。

保良局透過屬下社會服務單位以及社會福利署營運或資
助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在全港各區，尤其深受疫情影
響的基層社區，向受惠人士派發熱餐或熱餐券，以及抗
疫物品、健康湯包。
現年86歲獨居於油尖旺區的繆婆婆，由於身體狀況

未能注射疫苗，加上讀寫能力有限以致未能掌握最新防
疫措施，再加上區內疫情嚴峻，經常出現圍封及強檢之
情況，無形中加劇繆婆婆在購買食物、防疫物資上的壓
力。保良局早前為她提供由中銀香港捐贈的「愛心同行
疫境自強支援計劃」的應急食物包及防疫用品，得以紓
緩繆婆婆面對疫情所感受的焦慮與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新世界發
展創立的香港首個大型捐贈配對網上平台
「Share for Good 愛互送」宣布進入第二階
段，受惠機構將倍增至60間，並新增5項食
物捐助類別，包括食米、食油、麵食、罐頭
及餅乾，目標共籌募600萬件不同類別物
資。順豐香港亦加入成為第二階段的物流夥
伴，免費提供物流運輸服務，進一步提高派

送效率。
據消委會於4月中發布的3 間超市價格資

料，發現今年3月的總平均售價較一月上升
4.2%，升幅較高的貨品俱為乾貨食物，而該
平台向各受惠機構收集的物資需求清單，亦
發現食品需求急增，其中快餐店現金券的總
需求量多達120萬張，可見基層的疫下物資
需求，已由抗疫層面延至三餐溫飽。

增5項食物捐助類別
因此，「Share for Good 愛互送」開展計

劃的第二階段，除新增26間非牟利機構及社
企，令受惠機構總數增至60間外，受惠人數
及層面更廣泛，包括4間與食物援助相關的
機構，分別是共廚家作、齊惜福、樂餉社及
膳心連基金。並調整物資捐贈清單至16項，
包括新增5個食物項目，又增設個人護理用
品店現金券，抗疫物資類別則保留快速抗原
檢測包、口罩、數據卡、超市現金券等，目
標籌募共600萬件不同類別物資，全方位顧
及基層的三餐溫飽與各種生活所需。

新世界「愛互送」受惠機構倍增至60間

◆「愛互送」早前籌集快測包助力復課。
「愛互送」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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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創新科技署署長潘婷婷
昨日到訪柴灣漁灣邨，了解獲「創新及
科技基金」下「公營機構試用計劃」資
助的抗疫科技方案試用情況。該項目是
香港科技大學研發的一種用於抽水馬桶
的抗菌抗病毒水凝膠，早前測試結果顯
示能有效減低95%以上沖廁水中的微生
物，並滅活超過99%的病毒顆粒，其功
效能保持長達60天，獲資助推展至房委
會轄下的三座樓高分別22層至39層，共
有超過2,880單位的公共屋邨進行試用。
該抗菌抗病毒水凝膠會溶於大廈的鹹

水沖廁水水缸，大廈的住客每次沖廁

時，帶有抗菌抗病毒性的沖廁水會同時
消毒馬桶，阻止病原體透過住客排出的
污水而引致垂直傳播感染其他住客。相
比起使用清潔劑或漂白水消毒的方法，
該抗菌抗病毒水凝膠無色、無臭，不會
為用戶帶來任何不便。
此外，凝膠性質溫和，不會與沖廁水
內的其他化學物質產生反應而釋放對人
體有害的物質，亦不會對大廈的渠管造
成任何結構性的影響。
潘婷婷指，若今次在屋邨的測試結果

理想，將與房屋署探討如何將該水凝膠
的應用推展至其他公共屋邨。

保良局獲中銀香港捐款80萬 料惠2.4萬人次

約300特殊學童獲安排打復必泰

抗毒水凝膠將擴展至更多公屋應用

◆ 潘婷婷（左二）到訪香港房屋委員會
轄下的柴灣漁灣邨，視察獲「公營機構試
用計劃」項目特別徵集資助的抗菌抗病毒
水凝膠方案試用情況。

◆保良局早前為繆婆婆(左)提供由中
銀香港捐贈的「愛心同行疫境自強支
援計劃」的應急食物包及防疫用品。

◆◆聶德權聶德權（（左左））在疫苗接種中心為在疫苗接種中心為
剛完成接種新冠疫苗的學生打氣剛完成接種新冠疫苗的學生打氣。。

衞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新增新冠確診個案 430
宗，較前天增加83宗，主要源於市民快測呈

報。中心表示，由於放寬社交距離及復課等，增加
小量個案是預期之內，一天的確診人數反覆未算疫
情反彈。

校園8宗見陽 分布7校
中心昨日再接獲8宗學校的陽性呈報個案，包括7名
學生和1名教職員，分布7間學校，未見校內傳播。昨
日無新增院舍爆疫，已出現疫情的院舍則有兩宗新增
個案，分別來自兩間安老院。

在確診者離世方面，昨日新增8宗，包括5男3女，
年齡為49歲至95歲。其中49歲女病人患肺癌，4月21
日因頭昏、不由自主跌倒到瑪嘉烈醫院求醫，入院篩
查呈陽性，掃描檢查發現癌症擴散至腦、骨骼等部
位，情況惡化下於26日去世。其餘死者均為65歲以上
有長期病患長者。
儘管疫情持續平穩，但確診者康復問題仍備受關

注。
新青年論壇在4月20日至25日以音頻電話隨機抽
樣，成功訪問了967名 18歲至 84歲市民，發現有
25.7%受訪者過去3個月曾感染新冠病毒，有71.2%人

表示沒有，另有3.1%人表示「不知道/難講」。在曾
感染的受訪者中，有12.4%人及3.9%人分別表示自己
有「幾嚴重」和「非常嚴重」的後遺症，整體染症者
亦有75.8%表示有後遺症問題。

30.4%指感染後心理壓力大
調查同時關注康復者的心理健康問題，有30.4%曾

染疫者表示感染後傾向承受較大的心理壓力，更有
15.4%人表示承受「非常大壓力」，39.2%表示「有啲
壓力」，26.3%則表示「完全沒有壓力」。
被問及特區政府對治療新冠後遺症的支援是否足

夠，77.4%曾染疫受訪者認為「唔太足夠」及「非常唔
足夠」，而對確診病人、密切接觸者、康復者的心理
情緒支援方面，有80.3%認為支援不足。
特區政府目前透過醫管局為新冠康復者提供最多10

次免費中醫內科門診的復康方案，調查發現僅有
50.6%受訪者有聽過相關服務，38.8%表示「無聽
過」，反映有關服務在公眾的認知度不足。

團體倡設跨專科治療中心
新青年論壇建議特區政府透過電子健康評估問卷，

統計香港有多少「長新冠」患者；設立一站式跨專科
指定「長新冠」治療復康中心；引入及加強宣傳中醫
藥「長新冠」復康服務；為「長新冠」患者引發的精
神健康問題提供復康支援；及增撥資源資助對「長新
冠」治療的研究等。

曾確診受訪者有無後遺症 感染後心理壓力程度�"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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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新冠後遺症治療支持是否足夠 政府對確診者、密接者、康復者的心理情緒支援是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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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青年論壇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