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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萬學童提早放年假
遏校園流感「連環爆」幼園小學即日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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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冬季流感高峰期持續，不少建制派
議員於昨日立法會行政長官質詢時
間中，就醫療安排方面表示關
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指，特區
政府會研究更好的計劃，防止流
感傳播。
田北辰昨日向林鄭月娥「獻

計」，建議每年找200個醫護人員
組成一個注射隊，用兩個月時間
強制替全港的小學、幼稚園學童
打疫苗。
林鄭月娥回應指，其計劃執行上

未必可行，但承諾特區政府會研
究推行一個更加有效的計劃。
梁志祥則關注長者的健康，林鄭

月娥指，長者的防止感染工作較
全面，注射率亦較高。至於長者
醫療券是否可以加碼，要待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全盤檢視。
她又提到，近日聽到醫療券的濫

用情況，相信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陳肇始會先研究醫療券的機制是
否能夠達到原本目的，即鼓勵長
者多點做預防，例如體檢，以減
少他們日後出現大問題或需要入
醫院的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對政府宣佈
幼稚園及小學即日起停課提早放年假，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張國鈞認為有關決定正確，但留意
到有家長反映指是「遲來決定」，因過去兩三
周在小學及幼稚園已有嚴重流感爆發及廣泛傳
播，建議政府未來能更果斷作出措施，同時應
加強宣傳，因部分家長仍未清楚有需要可讓學
生照常返校的安排，或會感到手足無措。
立法會議員田北辰亦認為政府應一早下此決

定，他並提到盡量爭取家長支持，讓全港幼稚
園及小學學生每年都接種疫苗。教育界立法會
議員葉建源則說，明白政府考慮學生健康，但
認為決定過於匆忙，「整件事來得非常之
急」，學校難免陣腳大亂，建議日後宜作改
善，讓校長教師及早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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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教育局
突然宣佈今日起小學及幼稚園提早放年
假，社會各界普遍認同決定有助減低流
感風險，但對其處理安排則褒貶不一。
有校長坦言，昨日臨時得悉安排後，要
急忙處理各類行政工作，過程疲於奔
命，認為局方宣佈倉卒，但相信教界有
足夠經驗與能力處理；有老師則指決定
打亂學校原有安排，建議局方未來應預
早通知。有家長代表則認為，目前情況
對在職家長影響不大，因局方已表示學
校期間照常開放，但認為有需要更清楚
向大眾解釋，以免家長無所適從。

黃錦良信教界具經驗應對
本身為小學校長的教聯會主席黃錦良
表示，其學校原定周六（10日）開始放
年假，是次安排提早兩天，部分活動因
此延期。他表示近年流感情況嚴重，理
解局方決定，但認為過於倉卒，令學校
一時間需要處理眾多額外行政工作，挑
戰不少，「取消兩天的校巴安排、退午
飯錢、發通告給家長、跟老師協調準備
假期功課、安排老師當值照顧有需要學
生，又要調動同事回答家長查詢等。」
他指昨日上午宣佈停課後，學校便立刻
要就各項事宜即時作決定，經歷大半日總

算能趕及應付，他相信教界一般具足夠經
驗與能力處理，「但假如早一點跟教界溝
通，相信大家能處理得容易一點。」
黃錦良又指，未有收到家長因停課

「嗌救命」情況，而且教育局已指原學
校一直開放校舍並安排教師當值，相信
問題不大。他提到，該校未來兩日已預
備開放圖書館，鼓勵返校學生閱讀，亦
會提供功課輔導或網上練習等支援，助
學生善用時間。

林翠玲：返校生獲妥善安排
荃灣及葵青區幼稚園校長會主席林翠

玲則提到，局方昨日約上午11時許宣佈
今日起停課，離上午校放學僅半個小
時，「結果要臨急臨忙派功課，通告也
來不及派」，最終要經網上平台向家長
發放，認為當局「如果肯早一小時站出
來（宣佈停課）便好多了」。
不過她指，及早放假的確可減輕學生

感染流感風險，認同局方決定，強調有
需要的家長仍可讓子女返校，將安排進
行畫畫、唱歌、聽故事等活動，毋用太
過擔心。
小學教師兼插畫家「露思兔子」昨日

則在fb專頁對局方決定倉卒表示不滿，
「你話停就停，點應變得切呀！你早幾

日吹吓風（放料）大家先應變到架
（㗎）……重點唔系（係）停唔停課，
而系（係）點解要咁急。」
她解釋，學校除了功課外，還有眾多
安排，「有人入畢業營入到一半，有人
搞開放日開咗一半，考試考到一半，課
外活動，校車錢，校外機構……唔系
（係）話放假就放假……」
她認為政府應預先通知學校早作準

備，「而唔系（係）家長 WhatApps
（WhatsApp）通知返（番）學校轉頭lor
（囉）……」

趙明：家長憂「斷考」礙成績
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趙明表

示，家長對局方停課決定意見不一，
「有家長覺得只差幾日不如返埋，免得
手忙腳亂；有家長則覺得該由學校自行
決定（停課），不宜『一刀切』；亦有
家長反映學校仍在考試，擔心影響成
績。」他則認為，現階段學生身體健康
最為重要，而停課期間學校照常開放，
相信可解在職家長燃眉之急，然而部分
家長未必知悉有關安排，呼籲學校與政
府多加宣傳，讓家長們放心。
另一方面，亦有小部分家長對停課大

感雀躍，有家長知悉提早放年假，即在
通訊群組相約開派對，亦有人馬上購買
機票到北海道等地外遊，似乎忽略了流
感的威脅。

教界嘆決定倉卒「臨急臨忙派功課」
黃女士：提防病毒

今年冬天異常寒冷，看新
聞見到多間幼稚園及小學爆
發流感，真是令人擔心，故
贊成今次政府安排學校提前
放新年假，免得小朋友在學
校惹到病毒。大人都怕凍，更何況小朋友。

馬女士：理解安排

家裡有三個小朋友，兩個
女兒尚未上學，大兒子就已
經上小學了，近日穿衣十分
小心，一定穿上厚內衣及羽
絨，「脹卜卜」才敢上學。
理解政府安排小朋友提早放假，免得在學校感
染流感，不過有點打亂家長時間表。

沈先生：免人傳人

今年流感來勢洶洶，小朋
友抵抗力弱，令人特別擔
心，我有5個孫兒，其中3
個就讀小學，學校提早放假
可避免校園出現人傳人的風
險。身旁的9歲孫兒剛剛放學，指原本下周一
放新年假，如今提前放假，多了額外假期十分
開心。

王女士：安全至上

今次冬季流感死亡數字
高，自己看到都覺得害怕，
贊成政府提早放新年假，認
為安全至上，可保障學生健
康。我每朝送8歲孫女上
學，都覺得天氣濕凍，唯有幫小朋友多幾件
衣服，保持暖和。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尹妮

保障學童健康
家長舉腳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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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

軒）因應香港近日流感肆虐，

對幼童威脅尤其明顯。教育局

根據衛生防護中心建議，宣佈

全港小學及幼稚園今日起停

課，讓50多萬名學生提早放

農曆新年假期，至學校原定假

期為止，其間學校將繼續開

放，照顧有需要家庭。有微

生物學專家解釋，目前仍未

知流感疫情是否已經到達高

峰，但患流感兒童人數逐漸

上升，而學校屬疫情爆發中

心點，為免續有兒童嚴重流

感個案，必須尋求方法中斷

流感連續爆發，而科學證據

顯示，停課能有效阻止疫情

傳染。特首林鄭月娥昨日

指，停課是為了「切斷感染

鏈」，特區政府將研究更好

的計劃應付未來流感季節。

特區政府昨早舉行跨部門高層會議審
視本地最新流感情況，而衛生防護

中心、教育局、醫管局及相關專家隨後
召開記者會交代。
衛生防護中心數據顯示，過去3星期學

校及院舍的流感個案大幅上升，而本季
近400宗爆發個案中，超過八成在小學
（42.5%）及幼稚園／幼兒中心（41.7%）發
生。
至於兒童嚴重個案方面，截至昨日中
午12時則錄得12宗，其中2人死亡。中
心總監黃加慶指，在考慮專家意見和建
議及家長的關注後，政府決定採取預防
性措施，讓所有小學、幼稚園提早放年
假，以透過減少社交接觸，減低學童在
學校環境傳播流感的機會。

袁國勇：具足夠實證支持決定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表

示，最近多所學校爆發流感樣疾病，反
映疫情爆發中心點是小學、幼稚園，認
為目前有足夠數據作出停課決定，以中
斷流感爆發鏈。
他解釋，數據顯示流感活躍程度有上升
趨勢，但未知是否已經到頂，但考慮到越
遲決定，好處越少，相信已有足夠科學證
據支持停課決定。他並引述以往個案及外
地例子，肯定停課有控制疫情的效果。

教局：開放校園予有需要學生
教育局則宣佈，根據衛生防護中心建

議即日起停課提早放年假包括所有幼稚

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小學及特殊學
校（只設有中學部的群育學校除外），
涉及50多萬名學生。局長楊潤雄坦言，
決定難免會為學校帶來一些影響，但深
信這是為小朋友及學生的健康着想，相
信學校具備經驗妥當處理。
同時，考慮到部分家長未必能及時作

出照顧安排，「所以學校由明日至原先
他們放假的第一日期間，學校會開放予
家中沒有人照顧的學生」。
楊潤雄形容有關決定「很快」但絕對
不是「倉卒」，「當我們做決定的時
候，當然希望可以愈快實行愈好，如果
再過兩天才推行的話，這兩天會否同樣
令學生感染的可能性增加？這也是我們
政府作出這個決定時的考慮。」

他強調，過往學界已有經驗處理好類
似情況，希望今次也獲教育界同工支
持，一起將這件事辦好。他亦特別決
定，把原定於昨日下午前往廣州與廣東
省教育廳舉行的會議延後，留港籌劃及
處理相關工作。
教育局昨亦向提早放年假的幼小特校發

信，提醒其須在非原定學校假期內，保持
校舍及宿舍開放，以及安排教職員當值，
處理校務及回答家長查詢。學校並應在假
期間徹底清潔校舍，確保校園環境清潔。
另外，社會福利署昨亦發聲明，勸喻

市民暫時不要送子女或家人到幼兒中
心、特殊幼兒中心及提供課餘託管服務
的中心，以減低感染機會，但各中心仍
會繼續開放予有需要人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昨
日再多一宗兒童感染流感嚴重個案，
並有 4間學校爆發流感疫情，衛生署
衛生防護中心預期，本港的流感活躍
程度仍會在高水平持續一段時間，提
醒市民必須繼續提高警覺，做好個人
保護措施。
最新一宗兒童感染乙型流感的嚴重
個案患者是一名有長期病患的 5歲女
童，她在前日（6日）起出現發燒、咳
嗽、流鼻水和抽搐等病徵，因而被帶
往仁濟醫院急症室求醫，昨日入住瑪

嘉烈醫院兒科深切治療部接受進一步
治療。她的鼻咽分泌樣本經化驗後，
證實對乙型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臨
床診斷為腦病變。

元屯沙葵4校85人現病徵
衛生防護中心又公佈元朗區和屯門

區兩間小學及沙田區一間幼稚園暨幼
兒中心分別爆發的乙型流感個案。涉
事的 3間學校共有 64 名年齡介乎 3歲
至 9歲的學童及一名女職員自上月 15
日起先後出現流感病徵，當中 3 人入

院，1人仍然留醫。
另外，葵涌區一間小學亦出現流感

樣疾病個案，涉及20名學童，包括10
男 10女，介乎7歲至 11歲。他們自上
月21日起先後出現流感病徵，當中19
人曾求醫，毋須入院，所有病人情況
穩定。
衛生防護中心最新的監測數據顯

示，入住公立醫院的確診流感個案每
日平均數，雖然已由上月22日至28日
一星期達至每日272宗的高峰，逐漸減
至上月 31 日至 2月 6 日一星期的每日

232宗，而急症科流感病類症狀組（每
千個有診斷碼的求診個案）的每周平
均比率亦由前一星期的247.0宗下降至
過去一星期的238.4宗，但中心總監黃
加慶預期本地流感活躍程度仍會在高
水平持續一段時間。

防護中心料高峰期仍持續
黃加慶呼籲市民必須繼續提高警

覺，做好個人保護措施，預防季節性
流感，並建議兒童、長者和長期病患
者接種流感疫苗，加強個人保護預防
季節性流感，指他們一旦出現流感樣
症狀，應盡快求診，及早接受合適治
療，以免出現潛在併發症。

5歲女童乙流併發腦病變命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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