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報紙 Android

早安香港

文匯報微信

文匯網

Apple iOS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文匯要聞A1 ■責任編輯：郝原 ■版面設計：美術部

衛生防護中心資料顯示，本月23日新增11宗成人嚴重個案，其中7人
死亡，今個高峰期至今累積185宗成人嚴重個案，當中81人死亡。

此外，衛生防護中心上周五（18日）宣佈爆發流感的191所幼稚園在翌
日起停課7天，至昨日短短7天，停課幼園大增193間，至昨日下午4時，
多達384間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停課，情況比過往嚴重。

陳肇始：紓緩校園持續傳病毒
為應對有關情況，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主持跨部門會議，教育

局、勞福局、衛生署、社署和醫管局代表出席。會後陳肇始會見傳媒，解
釋政府考慮了多個流感監察數據而作幼園全面停課的決定，相信這有助紓
緩流感在幼園繼續傳播，校方及家長會有足夠時間為提早放假作準備。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黃加慶形容，今年幼童流感疫情與過往相比屬「非常
嚴重」。他指流感進入第三周（截至本月19日），病毒樣本陽性比率上
升至29.7%。就幼稚園和幼兒中心流感爆發個案，第二周有87宗，第三周
則有153宗，第四周首3天已有120宗。
他強調，政府以客觀數字審視流感嚴重程度，截至本月19日，0歲至5
歲組群的入院情況上升至10.58（每一萬人口計算）。截至第四周首3天共
有13個小童屬嚴重個案，以0歲至5歲幼童為主。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感
染及應急事務）莊慧敏補充，上述個案之中9人已出院；4個留院個案
中，2人危殆，2人穩定。

小學流感中度爆發暫毋須停課
被問及為何只安排幼稚園停課，小學卻未有相關安排，而政府上周不公
佈全港幼稚園停課是否是錯判形勢？黃加慶回應指，小學流感爆發屬中度
水平，對照去年冬季的爆發個案較少，今季爆發率亦較幼稚園為低，故停
課安排僅適用於幼園。
他指每個季節性流感的停課安排不同，要審查該季實際情況及其他因
素。他透露早前曾檢視是否有準則決定是否停課，但發覺沒有國際標準，
而政府推出每項措施均要考慮多個因素，經討論後才作出決定。

政府研讓更多學校幼園種疫苗
此外，今年有68%、395所小學及16%、近170所幼稚園及幼兒中心為

學生安排到校打針接種疫苗，目前政府正在研究明年如何讓更多學校特別
是幼稚園引入有關安排。
衛生防護中心數字顯示，到普通科診所求診比率，數字與上星期一樣，
每一千個症就有11.4個病人因流感求診。在光顧私家醫生的每一千個症
中，有54.6個是因為流感，數字仍在上升。黃加慶指一般流感高峰約四至
六星期，是次冬季流感高峰則進入第四星期，現時暫未能確定是否已到頂
峰，要再看多一至兩個星期的監測數據，會密切監測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教育局昨日向
全港幼稚園及幼兒中心校監、校長發信，正式
通知提早放農曆新年假期的安排，以減低校園
傳播流感風險，局方並要求學校維持開放安排
教職員當值，及啟動校本應急計劃，避免回校
學童過於密集，亦可為他們安排閱讀課外讀
物、觀看益智影片等適切學習活動。
局方又要求全面消毒及清潔校園，並在停課

期間採取應變措施，處理好校內外活動、午膳
及校車服務等。局方亦要求學校提醒家長，在
非原定學校假期內，學童應留在家中，避免前
往人多擠迫、空氣流通欠佳的公眾地方等，並
需保持均衡飲食、恒常運動及充足休息以增強
免疫力。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則強調，停課安排是

針對幼稚園疫情爆發而作控制，以市民健康為

首要出發點，而幼稚園仍會開放，幫助有需要
家長照顧子女。

校舍開放幫助家長照顧子女
社署則勸喻市民不要送幼童到幼兒中心及特

殊幼兒中心，但各中心仍會繼續開放；另有需
要的家長亦可善用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查
詢可致電社署熱線2343 2255。

因應流感疫情，全港幼稚園明
天起提早放農曆新年假，有幼稚
園校長認為，政府停課安排讓學
校及家長有較充足時間作好準
備，包括安排接送、調整交通及

食物等，對此表示欣賞。學校亦會嚴陣以待
做好清潔等防護措施，避免學生交叉感染。

往年匆匆停課 浪費千份早餐
位於九龍塘的幼稚園又一村學校，校長李

明珠表示，該校有四五位學生確診流感，諮
詢教育局及衛生防護中心意見後，前晚作出
停課決定，並經家校群組通知家長，獲得家
長支持。她指出，學校會維持開放，而昨日
共有141名有需要的學生如常到校。
李明珠指，學校會加強玩具、欄杆、桌椅

的清潔工作，並會為到校學生探熱、督導學
生勤洗手，而即使在農曆新年假期後復課，
學校亦會將學生分流不同小組，以減低傳染
疾病的機會。

對於當局宣佈停課安排她表示讚賞，認為
這次有足夠的時間調整食物、接送交通方面
的安排。她舉例，往年的停課通知來之匆
匆，倉促間曾將1,000多份早餐統統報銷。
另一方面，該校約有五六十名學生已接種

疫苗。李明珠指，為全校學生接種疫苗，對
學校與家長來說都是一大負擔，建議當局可
以作出協調，做好全面的防疫工作。

希望政府資助 免費噴鼻疫苗
教育大學幼師校友會主席、聖文嘉中英文

幼稚園（華貴邨）校長麥謝巧玲表示，該校
本星期有兩名學生確診流感，由於未達爆發
而啟動停課的人數，故今天會如常上課。
她續說，有了去年的經驗，學校今年抵禦

流感時運作上沒受到多大影響。她讚揚家長
自律，會主動為有咳嗽、流鼻涕症狀的子女
戴上口罩甚至請病假。為安全起見，校方亦
會建議家長帶學生接種疫苗。
教聯會副主席、荃灣商會朱昌幼稚園創校

校長林翠玲亦歡迎提前公佈停課安排，認為
可給學校和家長充足時間準備，又指根據以
往情況，很少有家長需要將學生安排在幼稚
園照顧。她希望政府未來能資助幼稚園為學
生免費接種噴鼻式疫苗，認為相關方式能避
免幼童因打針而哭鬧，受許多校長歡迎。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柴婧

全港幼園防流感
明起提早放年假
疫情嚴重 幼兒中心須同時停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本港

流感持續肆虐，昨日再新增多12間

幼稚園或幼兒中心需要停課7天，

至今累計有近四成、384所幼園停

課。鑒於疫情嚴重，政府昨召開跨

部門會議，並宣佈所有幼稚園及幼

兒中心從明日起全面停課，提早放

農曆新年假期，至學校原定的農曆

新年假期結束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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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首三周嚴重流感個案數字
時間 宗數

65歲以上 成人 18歲以下 總數
長者 兒童

第三周 37 35 5 77

第二周 32 21 3 56

第一周 25 35 5 65

■資料來源：衛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校長讚停課安排助早作準備

張太太：停
課安排可以接

受，始終小朋友的
衛生意識還不是很強，今次做
法可保障小朋友的身體健康，
但以我所知學校都不太想停
課，因為有些小朋友的家長要
上班，沒有人
幫手照顧，平
時下課後要短
暫留校，這些
家庭會比較難
安排。現時我
們外出都會帶
備消毒酒精讓
小朋友抹手。

吳小姐：政府宣佈停課的
決定來得有點突然，但之前
港島東和南區都有幼稚園停
課，其實都算意料之內。我
有做兼職，還好公司知道我
要湊小朋友也很體諒我，讓
我請假。現時與小朋友外出
都會戴口
罩和勤洗
手，最緊
要有足夠
休息和均
衡飲食，
才能抵抗
病菌。

周小姐：其實上星
期早應全面停課，不
應該只停一部分。
有些小朋友有爺爺
嫲嫲或工人照顧，
時間上較易安排，
但有些家長全職工
作 又 沒 有 親 人 幫
忙，會比較困難。

李太太：我雖然
是家庭主婦，但平
時都有好多家務要
處理，政府突然宣
佈停課，小朋友沒
法上學要留在家
中，我也沒有時間
督促小朋友讀書，
擔心他學業退步。

幼園維持開放 返校童可課外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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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 陳肇始宣佈明日起全港幼稚園及幼兒中
心停課。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 因應流感疫情嚴重因應流感疫情嚴重，，全港幼稚園及幼全港幼稚園及幼
兒中心提早放農曆新年假期兒中心提早放農曆新年假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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