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署回覆本報查詢稱，至周一（27
日）安老院、殘疾人士院舍及護養院約
一成半院友接種最少一劑新冠疫苗。
由於不少院友及家屬仍擔心副作用而
未能做決定，當局昨推出「新冠疫苗
健康講座／諮詢服務」，安排醫生於
10間院舍為院友及家屬提供健康講座
諮詢服務，並為所有合適及不反對接
種院友於院舍內接種科興疫苗；如家
屬不贊成接種，須提供原因及確認明
白如院友無打針會增其感染新冠、或
染病後患重症而入院或死亡風險。

林正財：倘爆疫  釐清責任較好

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知悉有
關計劃，說新安排下家屬若不同意院
友打針要通知院舍做記錄，「若日後有
事時，例如有爆發時受感染，大家釐
清責任較好」。林續稱，希望盡快大
規模為院友打針，否則難於冬季來臨
前增強院舍保護，但最大困難在於找
足夠醫生做外展。他又說，第二輪外
展院舍接種計劃有數以千計人參與，
但以全港約7.5萬院友計仍未理想。

林志釉：家屬無責任述原因 
          「不反對」非即「同意」接種

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陳志育指出，目
前疫情受控下家屬認為打針無迫切
性，而他認同新的簽文件行政措施，
能讓家屬再考慮和確認明白不打針面
對的風險相當高，做法合理。中小企
國際聯盟安老及殘疾服務聯會主席李

伯英相信，政府希望有證據看不打針
院友的家屬是否不願意，簽紙「多個
手續……麻煩多少少」，但可行。本
身是律師的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釉
對新措施感奇怪，不明白當局推行理
由，因家屬無責任提供不接種原因，
亦無責任向當局確認是否知悉不接種
風險，反問「是否不接種的成人和青
少年都要提供原因？」林續指，接種
疫苗有風險，否則政府不會設疫苗賠
償基金，接種疫苗等醫療程序須先獲
知情同意；而「不反對接種」不等於同
意接種，新安排有違一貫做法。他關
注若院友不打針，家屬亦不簽文件，
社署會否有進一步行動，盼署方釐清。

社協：做法無助釋長者疑慮

社協社區組織幹事阮淑茵指出，很
多不接種疫苗的院友和家屬是出於擔
心副作用和長者不適合打針，要求家
屬簽文件無助釋除疑慮，但需花很多
人力物力，對政府此舉感奇怪和無謂；
稱倘家屬在無奈和擔憂下做決定，「接
種完若有什麼事，（家屬）反應可能
更大」。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說：「所

有人都知若不打針，（疫情）爆發時
有風險……現在這些人（不打針者）
不是擔心不打針風險，而是擔心長者
打針有風險。你叫人簽明白（不打針
風險），都不會令到他們有太大動力
打針。」他認為需要是更明確說清疫
苗安全和有效性，解決「信心問題」。

【明報專訊】政府斥資12億元推行
香港首個大型基因組測序計劃，今年
7月起開展先導階段，目標透過3間伙
伴醫院招募2000宗個案參與，透過全
基因組測序，為患上未能診斷疾病的
患者找出病因，對症下藥。負責推行
計劃的香港基因組中心表示，至今已
招募9個家庭，包括原因不明腎衰竭
患者，經測序後最快數周內做到疾病
診斷，慢則以年計。該中心實驗室將
於今年底落成，明年投入使用。

目標2000個案  實驗室明年投用

曾有新生嬰兒持續出現黃疸，且
情况愈見嚴重，醫療團隊甚至考慮
做肝臟移植。香港基因組中心首席
科學總監鍾侃言說，當安排嬰兒做
基因組測序，確診罕見病「Alagille 
Syndrome」，參考外國治療經驗後施
藥，最終嬰兒毋須接受換肝大手術，
康復出院。

不常見疾病患者的求醫路往往崎嶇
難走，鍾侃言說，外國研究指，患未
能診斷疾病的患者平均需諮詢5名醫

生、經歷3次誤診、等待4年和花近7.5
萬港元於診斷測試才能確診，亦有患
者花廿年時間方確診。中心行政總裁
羅思偉說，香港基因組計劃以「看見
病因（see the unseen）」為主題，免
費為病人提供全基因組測序，助尋找
未明病因。

指患罕見病者平均等4年確診 
鍾侃言：基因測序最快數周

今年 7月起試行的先導階段，將招
募 2000 名患未能確診病症或有遺傳
有關癌症病人及其家屬參與，3間伙
伴醫院即瑪麗、威爾斯和兒童醫院會
轉介合適個案接受全基因組測序，再
由跨學科團隊分析結果。鍾說，每個
人有超過 30億個DNA代碼，經排列
後約可找到 300萬個基因異變，要再
配合臨牀症狀，篩出致病異變，常見
病可在數周內斷症，較複雜的或花數
月，若從未經醫學報告的病症，團隊
要先了解基因功能及出現變異的影
響，可花數年才有答案。

鍾說一般而言，約 10%至 40%患未

能確診病症的病人可透過全基因組測
序找出病因。

9家庭涉腎衰竭皮下組織鈣化個案

計劃至今已招募來自9個家庭的22
名參與者，鍾指包括有少女自幼出現
腎衰竭並需換腎，亦有患者皮下組織
鈣化，未來數周會交港大實驗室做全

基因組測序。
羅則稱，中心的實驗室預期年底落

成，明年可提供全基因組測序，預計
明年起本港其他醫院亦可向上述醫院
轉介適合病人。中心已招聘約40名員
工，香港人為主，亦在新加坡聘用有
廿年基因組項目經驗專家任中心生物
信息學家主管。

香港基因組計劃除了為罕見病患者做
基因診斷，亦建立屬於香港人的基因
組資料庫予科研使用。在移除可識別參
與者的個人資訊後，參與者的基因資料
會入庫，科研團隊機構可向香港基因組
中心申請讀取資料，並由包括科學家和
倫理學家在內的專家委員會審批。團隊
獲批後，可讀取但不可下載資料庫的數
據，並於完成研究後匯出研究結果。
香港基因組中心行政總裁羅思偉表

示，獨立第三方早前就該中心做私隱影
響評估，本月中出爐的初期報告指中心
大致符合私隱法例規定；就報告提出的
微調建議，會在推出計劃時吸納。羅續
指，參與者可在任何階段退出，中心
會封存基因資料，科研人員無法再讀
取。中心的首席科學總監鍾侃言說，很
多基因組資料庫以外國人為主，較少
中國人資料。他以隱性基因病（Alstrom 
Syndrome）為例，曾有香港患者帶有的
基因變異是從未在文獻記錄，但香港團
隊將個案與其他華人患者對比後發現，
該種基因變異才是最常見於華人患者，
事例反映建立基因庫對診斷之重要。

本港昨增 5宗新冠病毒輸入個案，
至昨天連續43日本地零確診。內地與
香港日前就兩地「通關」展開對接會
議，澳門行政長官賀一誠昨表示，港
澳和內地通關涉及一籃子討論，難只
放寬港澳措施，以免令澳門居民到內
地要隔離14日。他指出，如香港與廣
東省落實措施，澳門必然會同步放寬
港澳通關。另外，廣東省下月11日起
試行恢復赴港商務簽注安排。

陳肇始：三地通關時港健康碼投用

國家出入境管理局昨公布，因應港
府實施「來港易」計劃，決定在廣東
省試行恢復內地居民辦理赴港商務簽
注。下月11日起，廣東的企業機構工

作人員及個體工商戶經營者赴港從事
商務活動，可向廣東省出入境管理部
門申請商務簽注，曾到中、高風險地
區的人除外。
食衛局長陳肇始昨回覆實政圓桌立

法會議員田北辰質詢時稱，港府去年
11月完成健康碼轉碼系統，資科辦一
直與廣東及澳門團隊合作，將疫苗紀
錄加入轉碼功能，「香港健康碼」系
統將在三地通關安排落實時投入服
務。

粵10‧11恢復赴港商務簽注

外傭方面，勞福局長羅致光回應旅
遊界姚思榮質詢時表示，明白僱主難
預約檢疫酒店，知悉僱主「怨氣相當

大」，目前維持竹篙灣檢疫中心每日
50個預約名額，「雖然不是很理想」，
但措施考慮到要讓外傭有序來港。至
於訂立外傭來港先後的準則，羅指如
將安排複雜化，相信到明年1月都未
做到，甚至要再向立法會申請資源聘
請職員。

此外，本港昨增 5宗輸入個案，患
者已接種疫苗，4人驗出變異病毒株
L452R，一人驗出N501Y；初步確診
少於5宗。政府前晚因應一宗懷疑復
陽個案，對北角港運城2座圍封檢測，
約 710名居民中沒發現確診。衛生署
根據第 599H章，昨日起禁止土耳其
航空營運的客機從伊斯坦布爾陸香
港，為期兩周。

【明報專訊】在囚者吳偉豪在
去年疫情期間，因憂慮懲教署
派發的中國製「聖光」口罩品
質，將口罩交給公務探訪他的
時任元朗區議員方浩軒（圖，
郭咏冰攝），二人早前否認一
項「串謀將未經授權的物品攜離監
獄」罪；觀塘裁判法院昨裁定該罪不
成立，惟吳確實將口罩交給方浩軒，
被裁定「企圖將未經授權的物品攜離
監獄」罪成，判囚8周。

稱憂慮國產口罩品質作案  官接納

罪成的次被告吳偉豪（ 40 歲）
2019年11月在其工作倉庫兼居所被
搜出約 100 公升汽油，及其背包藏
有4枚汽油彈，早前被判囚5年。昨
日庭上辯方求情稱，事發時正值第
二波疫情高峰期，吳偉豪憂慮口罩
猶如「紙咁薄」卻投訴無門，才會

鋌而走險犯案。裁判官劉淑嫻
接納他犯案是出於憂慮口罩品
質，用了愚蠢方法，下令本案
的兩星期與另案的5年同期執
行，總刑期為5年6星期。

劉官在裁決引述首被告方浩
軒（25歲）自辯時稱，去年 6月 23
日下午，懲教人員應其助理要求離
開接見室後，吳偉豪隨即將一個口
罩放在文件下交給他，稱該不是CSI
口罩，「你唔好睇住先，袋起佢」，
約一分鐘後，因接見室需消毒，方
浩軒與助理轉到等候室，他一度從
褲袋取出涉案口罩，其後被捕。劉
官指，若兩人早達成協議，為何方
浩軒取得口罩後不離開，又從褲袋
取出口罩查看，而令他有身陷囹圄
風險，故不能排除其自辯內容屬實，
裁定控方未能舉證兩人串謀犯案。 
 【案件編號：WKCC4444/20】

瑪麗醫院、伊利沙伯醫院及屯門
醫院昨日起設新冠疫苗接種站，讓覆
診病人及訪客毋須預約，可即時接種
復必泰疫苗。公務員事務局長聶德權
表示，長者接種率仍偏低，如公立醫
院接種站反應理想，冀推展至更多地
點。90多歲梁女士昨到伊院覆診，其
女兒稱母親血糖高、膽固醇高、有心
臟病、有脫肛徵狀，故不讓她打針，
「我知政府要『谷針』，但長者不是
要谷就谷到」。

聶德權：倘反應理想  推展更多地點

聶德權昨到瑪麗醫院視察後說，新
安排是為覆診病人、特別是長者提供
多一個方便途徑接種，長者到醫院覆
診需時長，在等待見醫生和取藥時，
醫生通常會了解對方是否已接種疫

苗，亦可解答長者有關接種方面的疑
問。他指目前長者接種率仍偏低，呼
籲他們盡早打針，如果公立醫院接種
站反應理想，希望推展至更多地點。

聶又稱，了解過醫院接種站運作流
程，認為是細緻周到，醫護人員協助
打針長者到藥房交藥單，令他們毋須
花額外時間留院，不會因打針而耽誤
時間。對於當局昨起更新紙本針卡，
加入出生日期等資料，聶稱會優先為
有旅遊需要的人更換，因此他們須攜
出行證明文件辦理針卡，目的是控制
辦理數量，相信當措施實行多一段時
間會有調整空間。

即場打針老人：覆診醫生倡接種

81歲張伯伯做過「通波仔」手術，
現需定期接受輸血，昨早 10 時到伊

院血科覆診，他引述醫生稱他病情穩
定，憂抵抗力弱，建議其接種疫苗，
故他即場打針。

谷長者接種率  港府10院舍派員打科興

院友不接種  家屬須簽文件述原因
長者新冠疫苗接種率持續偏低，

據了解政府計劃推谷針新招，擬要

求不接種疫苗的院舍院友的家屬，簽文件確認知悉院友不接種風險，冀

予「壓力」考慮接種。社署確認昨日起在10間院舍推先導計劃，為所有

「合適及不反對接種」院友打科興疫苗，如家屬不贊成接種，須提供原

因及確認其明白不打針會有包括死亡的風險。有律師對新措施感奇怪，

因家屬無責任提供不接種原因；又指不反對接種不等於同意接種，新安

排有違一貫做法。社區組織協會認為，倘新安排下家屬帶着擔憂做決定，

「接種完若有什麼事，（家屬）反應可能更大」。 明報記者  朱韻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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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尋不明病因  基因組中心：已招募9家庭測序

3公院設站打復必泰毋須預約  受訪者：長者非「要谷就谷」

建港人基因庫
報告稱大致符私隱例

擅攜口罩出獄  前區議員脫罪囚犯加監

賀一誠：倘粵港通關  澳門必同步

83歲、家住樂富的張先生昨晨到伊利
沙伯醫院打針，並獲發兩盒口罩，認
為政府有關安排方便。� （羅嘉凝攝）

香港基因組中心去年成立，行政總裁羅思偉（左）及首席科學總監鍾侃言（右）
於上任後首次見傳媒，講述推行香港基因組計劃先導階段首兩個月的情况，及
簡介未來發展。� （蘇智鑫攝）

3間公立醫院昨起設立新冠疫苗接種站，讓覆診的病人及訪客毋須預約即可接種，不少人昨晨在瑪麗醫院排隊接種復必
泰疫苗（圖）。� （鍾林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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