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派發樣本瓶普通科門診診所
港島

東區
•柴灣診所（康民街1
號地下）

•西灣河診所（太康街
28號）

中西區
•堅尼地城賽馬會診所
（域多利道45號）

南區
•香港仔賽馬會診所（
水塘道10號）

九龍
九龍城
•中九龍診所（旺角亞
皆老街147號A）

黃大仙
•柏立基診所（新蒲崗
太子道東600號）

•東九龍診所（鑽石山
斧山道160號）

油尖旺
•李寶椿診所（旺角鴉
蘭街22號）

觀塘
•九龍灣健康中心診所
（啟仁街9號地下）

•藍田分科診所（啟田
道99號）

深水埗
•西九龍普通科門診診
所（長沙灣政府合署
地下）

新界
西貢
•方逸華診所（萬年街
23號地下）

•將軍澳寶寧路診所（

寶寧路28號地下）
葵青
•南葵涌賽馬會診所
（葵盛圍310號）

•伍若瑜夫人診所
（梨木樹和宜合道
310號）

沙田
•馬鞍山家庭醫學中心
（西沙路609號地
下）

•圓洲角診所（插桅杆
街29號地下）

大埔
•大埔賽馬會診所（汀
角路37號地下）

北區
•石湖墟賽馬會診所（
上水石湖墟馬會道

108至130號地下）
屯門
•屯門湖康診所（湖康
街2號地下）

元朗區
•天水圍健康中心（天
瑞路3號）

•元朗賽馬會健康院
（元朗青山公路269
號）

派發時間：
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
除外），上午7時半至8
時半
收集時間：
星期一至六（公眾假期
除外），上午10時至
11時
資料來源：醫院管理局

▲于常海解釋， 「混合樣本」 檢測是將多個樣本混合
一次過檢測，一旦發現有陽性個案才會逐個覆檢

▲ 「混合樣本」 檢測可大大減低檢測成本和時間，比起傳統逐個驗的方法為快
，也比較節省成本

混合樣本檢測 三周可驗全港市民
生物科學家于常海：盡速找出隱形病人

疫情持續惡化，日日爆幾十宗
源頭不明個案，隱形患者遍布社區
，但本港化驗供不應求，情況堪憂
！香港生物科技協會主席于常海接
受《大公報》專訪時建議，聚合民
間力量，以 「混合樣本 」 的檢測方
法，實現全港七百萬人檢測。他有
信心用三星期時間找出潛在病人，
令社會回歸至零確診狀態。他透露
，現已有大學、科技界、檢測界人
士參與，並已向香港特區政府遞交
建議書，申請資助約10億元，
希望當局給予 「綠色通道」 。

新冠檢測睇真啲新冠檢測睇真啲 系列系列1111
大公報記者大公報記者 周詠恩周詠恩（（文文）） 林良堅林良堅（（圖圖））

北京採用混檢法
日均檢逾百萬人

專家各有意見應否採用？
醫委會委員龐朝輝醫生：目前是適當時間考慮以混合樣
本方式，推行全民檢測；又應優先為流動性高的高危群組
，作大規模檢測。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現時香港未有條
件做全民檢測，相關做法只可節省材料，但仍不能節省人
力。

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曾祈殷：全民檢測要有客觀因
素配合，目前未必適切；香港目前沒有足夠的檢測能力，
加上亦未必有足夠床位，為所有隱形感染者服務。

政府抗疫督導委員會專家顧問許樹昌：全民測試須動
用龐大資源，而且今日測了呈陰性亦不代表明日不會受感
染，應集中有目標地檢測。

香港生物科技協會主席于常海：傳染病
不是癌症，是會散播的，
所以一定要主動找出隱形
病者，不能有人確診才去

醫。沒檢測能力、不
夠床位就要想方法
處理。

推自願檢測 22普通科診所明起派樣本瓶 多間私院新要求
入院者需持無染疫報告

民建聯工聯會就疫情晤何靖 盼中央施援手
【大公報訊】記者劉越琦報道：

本港疫情嚴峻，確診個案連續四日破百
宗。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工聯會會長吳
秋北以及立法會議員陳恒鑌、麥美娟昨
日前往中聯辦，與中聯辦副主任何靖見
面，希望中央支援香港應對當前疫情，
包括興建 「方艙醫院」 、協助本港私營
醫療機構與內地檢測機構合作等。

李慧琼會後引述何靖的話表示，
中央對香港爆發新一輪新冠肺炎疫情高
度關注，非常關心香港同胞的生命安全
和身體健康。對於他們的請求，何靖強

調，中央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採取各項抗
疫措施。中央將應特區政府抗擊疫情需
求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全力支持香港
建設 「方艙醫院」 和提高核酸檢測能
力。何靖還呼籲香港社會提高全民防
疫意識，齊心協力打贏疫情防控 「阻擊
戰」 。

冀協助盡快建「方艙醫院」
吳秋北說，對於中央明確表示會

支持香港的抗疫工作感到非常鼓舞，希
望可以盡快落實興建 「方艙醫院」 及全

面提升香港的檢測能力。他促請特區政
府不要再拖延，積極進行抗疫工作，及
早為疫情嚴重社區的市民做核酸檢測，
早日切斷社區的隱形傳播鏈。

問及中央是否會派醫療團隊來香
港協助抗疫，民建聯陳恒鑌指出，現時
應該以香港市民的健康為首要考慮的因
素。若香港可截斷隱形傳播鏈，控制住
疫情，則無須討論是否派內地醫療隊來
港的問題。

工聯會麥美娟指出，國際層面，
國家亦曾派出醫療隊協助到海外支援抗

疫。如果未來香港因疫情需要，社會大
眾應放下政治偏見和行業保護主義。她
相信中央所有支援都會依照香港法例行
動。

他們還介紹，有關的請求和期望
包括：請國家派出醫療隊、支援香港全
民檢測；請國家支援香港、效法建立方
艙醫院；協助設立社區綜合防疫檢疫中
心；保障香港醫療系統有效運作；與香
港大學深圳醫院等內地醫療機構合作等
。他們希望中央可以考慮相關建議，讓
香港早日消除疫症帶來的威脅和影響。

身兼香港檢測和認證局主席、北京
大學感染病研究中心教授的于常海解釋
， 「混合樣本」 檢測是將10個、30個，
甚至100個樣本混合一次過檢測，一旦發
現有陽性個案，才會逐個覆檢，這樣便
可大大減低檢測成本和時間。

快十倍 成本省快十倍 成本省9090%%
他舉例說，把100人分成10組，再將

每10人的樣本混合檢測，比起傳統逐個
驗快10倍，成本則只是傳統的十分之一
。 「混合樣本是針對低風險人士的大規
模檢測方法，在美國、德國及中國都很
普遍，這是最有效方法，盡快找出社區
隱形患者，切斷傳播鏈，確診歸零。」

現時香港主要用傳統方法逐個樣本
檢測。據知衞生防護中心及醫院管理局
，現時每日平均進行超過一萬個檢測，
私營機構約有每日二萬個檢測能力。于
常海認為，每10個樣本作 「混合樣本」
較為理性，若以香港現時每日三萬多個
樣本測試，改為 「混合樣本」 測試，即
每日可測試30萬人的樣本，由此推算，
約三星期便可完成全民檢測。

于常海稱，明白到現在香港醫療系
統已經超出負荷，不希望加重他們的負

擔，所以現在抗疫就好像 「打仗」 ，醫
學界是「正規軍」，在資源不足下，大學和
私人實驗室可以像 「僱傭兵」 、 「民兵
」 的形式提供支援，目標是全民對抗這
隱形病毒。他現正發起民間力量，以非
牟利香港生物科技協會為發起組織，召
集有志之士，一起推動以 「混合樣本」
方法作全民檢測，冀盡快切斷傳播鏈。

最重要是政府開「綠色通道」
于常海表示，目前已得到一些大學

、生物科技界、檢測界、化驗界及科技
界支持，目標是自負盈虧，估計每名市
民只須付約100元便能作檢測， 「現時有
化驗所、中文大學、城市大學等都說支
持，他們有先進的儀器、技術和人才。
另又有物流公司、科技公司等幫忙電腦
系統和檢測安排流程等。」

他補充，香港眾志成城，不乏有心
人支持。他日前已去信食物及衞生局局
長陳肇始，初步提議動用10億抗疫基金
，以資助混合樣本全民檢測。預計最快
八月可以啟動計劃，不過最重要還是政
府盡快開出 「綠色通道」 （特定時效條
件下放寬平台），支持他們的非牟利檢
測工作。

【大公報訊】記者胡家俊報道：隨着源頭
不明個案增多，面對全面檢測的強烈呼聲，醫
管局宣布，明日（周一）起在22間普通科門診
診所派發及收集樣本瓶，讓自覺有較高感染風
險及輕微不適的市民，可在指定時間免費領取
和交回樣本收集包，過程中不需接受醫生診治
。但有議員質疑，市民可能爭先恐後搶樽，有
交叉感染風險。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庾慧玲昨日表示，
每間診所每日將派發110個樣本收集包，市民
需要在三個工作天內採集深喉唾液樣本，並填
妥化驗所需的資料，妥善包好後交回診所。她
稱，有關檢測屬自願性質，暫定試行四星期。

據醫管局指，為確保診所病人服務不受影
響，同時希望減少診所附近的人群聚集，22間
診所會安排在周一至五早上7時半至8時半，在
診所門外指定地點向市民派發樣本收集包，內
有樣本收集瓶、樣本瓶包裝袋及深喉唾液樣本
採集指引等，每位市民限取一包，派完即止。
診所亦會於星期一至六的上午10時至11時，
在診所門外的指定地點收集樣本瓶。

【大公報訊】記者關據鈞報道：疫情嚴峻，多間
私家醫院都調整入院規定，包括要在入院前完成檢測
，證明入院者並沒有感染新冠病毒。其中浸會醫院在
周一（27日）起，所有入院者要有72小時內發出的新
冠病毒測試陰性結果能入院。

除了浸會醫院外，養和醫院亦有類似的要求。養
和醫院表示，醫院會建議主診醫生安排病人在入院前
進行2019冠狀病毒測試，由7月20日起生效，病人可
選擇在該院接受病毒測試，有關測試可於入院前三天
內進行；病人亦可在獲認證的化驗所做病毒測試。

該院較早前已規定任何接觸過確診或懷疑確診個
案者、曾外遊返港而正接受強制檢疫者，若出現例如
發燒、乾咳、氣促、喪失味覺、嗅覺等病徵，均不能
入院；無病徵者亦要出示有效病毒測試陰性報告，才
能入院。

至於仁安醫院，有消息指由八月三日起，建議所
有入院者都要有72小時內的病毒測試陰性報告，但醫
生可按臨床判斷作豁免。目前該院要求所有人如有發
燒或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狀或肺炎，及在症狀出現前14
天內曾到訪高危地區等，均須先由醫院進一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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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早前北京新發地批發市場
疫情爆發後，便開展了大規模核酸檢測。為
了增強核酸檢測能力，北京採用了 「混合樣
本」 檢測方法。開始時，北京市衞健委給出
的標準是3：1樣本混檢，即三個人的樣本混
在一起檢測一次。後因樣本量不斷擴大，混
檢比例改為了5：1。每位受檢者需要採集兩
個咽拭子，一個留存，一個與多人混合。留
樣置於-20℃冰箱暫存或在-70℃以下環境
下保存。

若混檢樣本結果為陽性，則再將留樣單
檢進行追溯。這樣既提升檢測效率，也降低
檢測成本。這混檢方法只適用於低風險人群
，而有病徵或緊密接觸者等高風險人群，北
京還是以單採單檢為主。此前，武漢對全市
990萬人進行全民篩查，也是採用了混檢方
法。

北京有關當局發表了《樣本混採核酸檢
測技術指南》，規範樣本採集、樣本處理流
程，確保檢測結果準確。如按照規定比例進
行混採，北京日均可檢測100萬人以上。

▲李慧琼（右）與吳秋北（左）等人昨日與中聯辦
副主任何靖（中）見面，請求中央支援香港抗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