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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政府日前宣佈首

都馬尼拉昨日開始「封

城」，有在當地的外傭因

沒法前往馬尼拉乘搭飛機

來港，以致無法回港工作，也有在港外傭擔心須隔離14天，決定

暫不回鄉。另外，隨着印尼的疫情愈趨嚴重，令人擔心印尼或會

仿效菲律賓實施相關防控「封關」措施。香港外傭中介業預料，

若印尼也「封關」，每月有逾千名外傭因而受到影響未能來港工

作，生意額下降三四成，而目前已履新的傭工均傾向續約。

「封城」難回鄉 外傭續約增
中介：若印尼跟菲做法「封關」每月料逾千人未能來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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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昂坪纜車昨日起恢復逢星期五
至星期日的纜車服務，並因應疫情有多項新安
排，包括同行親友乘搭同一纜車、不設現場售票
等，有乘客認為安排尚算便利，亦能減少人流聚
集。當日人流稀少，客源主要以本地人為主，較
少有遊客出現，有員工為乘客量體溫，站內亦設
酒精搓手液。而每卡乘客下車後，清潔人員會以
1比99漂白水清潔車廂。
昂坪360發言人指，旅客由即日起可於昂坪

360官網預訂纜車車票，每日設限量名額，額滿
即止，並不設現場購票，而經昂坪360合約旅行

社或其他銷售渠道所預購之門票或換票證於3月
底前暫不適用。

市集人流減 信眾湧齋堂
另據網媒「香港01」報道，每年都會到昂坪玩
的乘客吳生表示，得知纜車重開，已一早在網上
為一家三口預購車票。他認為購票時要選定回程
時間有點不便，「因為平時可以幾時落嚟就落
嚟，限定就難啲掌握」，惟明白公司因應疫情，
限制人流。
現在停課的吳小朋友亦表示，平日會出來走

走，不是太害怕疫情：「病毒都會周圍跑，如果
屋企都有病毒，你都中咗招啦」。吳太指，平日
都會趁假日一家外出，盡量選擇郊外地方。
昂坪市集人流明顯較為稀疏，不少商店、食肆

「拍烏蠅」等客。有出售中國傳統紀念品專門店
的職員稱，以往生意額每日達8,000元，但現時
平均每日只得數百元，人流稀少，她解釋商店主
要做遊客生意，但現時旅遊業受挫，「家都係
得返行山客」，自己亦開始放無薪假。
寶蓮寺的齋堂吸引大量信眾前來，大堂在門外

擺放酒精搓手液，又會有職員為食客量度體溫，
符合標準方可進內。
有職員表示，雖然昨日纜車重開，但不是特
別多人光顧，又擔心纜車營業時間縮短，未必
為市集增加太多人流。她指，自疫情開始，餐
廳雖然有加強防疫措施，但「生意梗係差咗好
多啦」。至於早前北角佛堂福慧晶舍爆發疫
情，會否影響食客信心？她認為不能相提並
論，餐廳亦會做好衛生。

昂坪360恢復有限度服務

馬尼拉機場是菲律賓主要的國際機
場，不少外傭都必須經馬尼拉乘

搭航班來港。外傭Weng表示，有朋友
早前返回菲律賓探親後，因為沒有內陸
機前往馬尼拉，所以無法重返回香港工
作。她的朋友非常想返回香港工作，但
可惜不能，「因為菲律賓的工作機會不
多，所以前來香港工作都是希望賺取薪
金以幫補家計。」

菲傭憂回鄉探親染疫失業
馬尼拉「封城」的措施令外傭Cyla

決定押後回鄉探親計劃，繼續留在香港
工作。她說：「擔心回鄉後須在當地隔
離14天，沒有那麼多的假期，而一旦
不幸受到感染，這是雙重的傷害，一是
受病毒折磨，二是不能工作賺取薪
金。」她表示，其合約在明年屆滿，希
望到時疫情已經完結，可以回鄉探親，
並相信暫時留港較為安全。
香港僱傭代理協會主席張結民昨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馬尼
拉「封城」的措施估計約400多名菲傭
受影響，若然有菲傭在「封城」期間完
成合約無法回鄉，她們可向領事館求助
後，再向入境處申請延期逗留在港，其
間持牌的公司需負責提供她們的住宿和
膳食。
被問及會否擔心印尼仿效菲律賓實

施防控措施，張結民表示擔心，但相
信不會在短時間內實行。
他指出，在香港市場菲傭與印傭所

佔比例相近，若印尼政府也實施「封
關」，估計約400多名印傭受影響，
並直言，「如果印尼封埋（關），
（外傭）供應就斷晒。」
外傭供應減少下，他透露，僱主與外
傭雙方均願意續約的意願有所上升，由
以往約10%會續約上升至超過50%。

得成：一個月逾百傭無法來港
得成女傭僱傭中心董事總經理廖翠

蘭表示，馬尼拉的內陸線已全部封閉，
相信未來一個月會有逾千名菲傭受影
響，未能來港工作。
她透露，其公司1個月有逾百名菲傭

受影響未能來港，也有10名至20名完
成訓練和辦妥出境手續的菲傭趕及在政
策實施前，抵港工作。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港學校

需要停課，不少要上班的家長需要外
傭照顧停課子女，但廖翠蘭指出，中
介生意額下降三成至四成。
她解釋，外傭並不是「話請就立即
聘請到，由申請至辦妥手續需時至少
兩個月，但由於現時經濟不景，有家
庭無工開，或者想睇定啲，所以都係
自己湊（兒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新冠肺炎
疫情持續，特區政府多次呼籲市民避免聚
會，以及前往人群聚集的地方。惟昨日仍
有不少外傭趁周日假期在中環一帶聚集，
當中皇后像廣場通往愛丁堡廣場的行人隧
道尤其擁擠，空氣也不流通，但有大量外
傭在該處聚會和進餐。有外傭表示，雖然
知道疫情嚴重，但是一星期工作6天，若
周日假期仍留在僱主家中感到沉悶，所以
仍然每隔一個星期出外一次，她們聲稱會
注意個人衛生，與其他外傭保持適當距
離。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午到達中環一帶，

發現仍有不少外傭在環球大廈附近聚
集，也有人設攤位售賣衣服等貨物，食
環署職員一度向他們作出勸告。當中最為
擠迫的一處是皇后像廣場通往愛丁堡廣場
的行人隧道，很多外傭席紙皮而坐，進
行各種娛樂、聚會，以及進餐。行人隧
道內空氣較不流通，加上很多外傭在此
脫下口罩進食，豈不是會增加病毒傳播
的風險？

有外傭怕悶 放假照出外
外傭Weng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

示，她僱主允許她放假時留在家中，並會

擔心其健康狀況，呼籲她放假時避免外
出。她雖然對疫情表示擔心，「很多東西
都不知道，不知道身邊有沒有人已經受感
染」，但她認為，一星期需工作6天，倘若
假期仍留在僱主家中度過會感到沉悶，所
以仍然每隔一個星期會出外。
外傭Cyla則表示，即使在假期時外出，

都會找一個較空曠的地方，也會與其他外
傭保持適當距離，並保持個人衛生。
得成女傭僱傭中心董事總經理廖翠蘭表

示，曾呼籲外傭放假時避免外出，更有僱
主稱會解僱放假時外出的外傭，但外傭堅
持外出。

放假喜聚中環 恐增播毒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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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的規模和破壞力前所未
見，危及香港經濟和就業，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昨日表示，預期失業率加速惡化，會
攀升至約9年來最高水準。在此情況下，
政府須盡快推出失業援助金，幫助失業人
士渡過難關。

受去年修例風波影響，本港企業裁員、
減薪將成普遍現象，如今再受疫情打擊，
本港正面臨 2003 年沙士以來最惡劣環
境，減薪潮、裁員潮、結業潮隨時接踵而
至，引發骨牌效應，各行各業都無法獨善
其身。飲食、零售、酒店、建造業受到衝
擊首當其衝，打工仔手停口停，生計徬
徨。

雖然政府的防疫抗疫基金加碼至300億
元，但以幫助飲食、零售、旅遊等受影響
的企業為主，失業人士未能受惠。失業人
士是最需要政府支援的一群，家庭收入銳
減，單靠儲備難以維持生活。許多失業打
工仔即將跌入水深火熱的困境。雖然，現
時失業人士可申請綜援，但有不少限制，
且申請費時，大部分失業人士即使吃完穀
種，亦未能完成申請綜援手續。綜援遠水
難救近火，政府須盡快推出失業救濟金，
幫助處於倒懸的失業基層。

為協助疫情之下的失業者，社會有不少
聲音要求政府成立失業救濟金。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羅致光撰寫網誌指出，失業援助

金需要供款及審查，但沒有人願意認真討
論。他認為援助金將會涉及大量行政程
序，難解當前燃眉之急。

眼 見 政 府 歎 慢 板 ， 工 聯 會 「 等 唔
切 」 ， 決 定 自 籌 「 緊 急 失 業 救 濟 基
金」，冀藉自籌基金起帶頭作用，鞭策
政府快快追上。工聯會議員暫擬每人捐
出一個月薪金以示支持，希望各大商
會、社會各界慷慨解囊。民建聯亦捐出
300 萬元成立愛心基金，首個重點行動
「關懷您」是向因受到新型冠狀病毒肺
炎疫情影響，導致基本生活出現困難的
申請人提供即時經濟援助。

「經濟寒冬」將至，民間團體尚且為
失業人士自籌「失業救濟基金」，政府更
應積極作為，急民所急。推出失業救助
金，需要政府、立法配合推動。現實的情
況是，受泛暴派議員拉布影響，至今內委
會仍未能選出正副主席，處於「停擺」局
面；財委會積壓大量工務工程待批，建築
工人生計備受打擊。倘若立法會拉布情況
持續，業界情況將更嚴峻。

疫情爆發，失業率急增，非常時期用非
常手段。政府應特事特辦處理對失業人士
的支援，盡快推出失業救助金，幫助失業
市民度過最困難日子；立法會議員應急民
所急，不要再以政治化阻礙推出失業援助
金，盡快紓解民困。

失業惡化 盡快推出援助金
歐美已成為新冠肺炎重災區，在各界呼籲下，

特區政府昨晚宣佈，曾到愛爾蘭、英美及埃及的
入境人士本周四（3 月 19 日）起要強制家居檢
疫。疫情在歐美迅速擴散，而歐美的防疫措施明
顯滯後於疫情變化，甚至存在重大漏洞，本港雖
然進一步收緊境外人士的入境檢疫，但特區政府
仍須加強口岸檢測、及早發現感染者，以利從源
頭堵截病毒流入，同時要做好本港海外留學生回
港「避疫」的充分準備，盡可能為海外港人提供
必要的協助，減輕香港防疫再趨惡化的風險。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此前感染案例急劇上
升的英國、美國並不包括在本港強制檢疫的名單
之內，不少傳染病專家及輿論均認為，有關規定
或造成防疫缺口，提醒由英美輸出個案的情況不
容忽視。美國亦擴大入境禁令，當地時間16日凌
晨起，由英國和愛爾蘭抵美的遊客都不准入境；
北京今天零時起，要求所有境外人士入境後，要
到集中觀察點隔離觀察14天，特殊情況可進行居
家觀察。因此，本港要求曾到英、美、愛爾蘭及
埃及的入境人士接受強制家居檢疫，亦是加強防
疫、保障市民健康必要舉措。

鑒於新冠肺炎潛伏期長、病徵不明顯，且潛伏
期內有很強的傳染力，而目前本港和內地的疫情
趨向穩定，新發的案例幾乎都是海外輸入，因此
本港只要求海外人士入境後家居檢疫恐不足夠，
很可能有漏網之魚，政府要做好口岸入境的防疫
監控，尤其是香港國際機場入境的檢疫，把好防
疫第一道關，盡量降低輸入疫情的風險。

疫情已擴散至全球各地，歐美、澳洲等較發達
國家和地區都「淪陷」，歐洲更成為「大流行中
心」，但令人擔心的是，部分國家採取「佛系抗
疫」，以「群體免疫力」理論應對疫情，即打算
採取放任民眾染病、繼而普遍取得免疫的防疫政
策。如此防疫，不僅抗疫態度消極，醫療準備面
臨巨大考驗，對民眾安全更是一場豪賭。港大感
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直言，對海外疫情感
憂慮，認為歐美的準備及應對未能追得上內地，
相信感染及死亡率最終會高於內地。

港人更關心的是，歐美、澳洲是港人子弟熱門
的留學地。有人初步估計，英國、美國、澳洲、
加拿大及其他歐洲留學的港生最少有5萬人。目
前，已有留學港生透露在當地求醫無門，當地防
疫意識甚低，政府更沒有為懷疑個案進行病毒測
試，有很多港生爭相購買機票返港，已出現機票
一票難求的現象。除了留學港生之外，歐美、澳
洲還有不少香港移民，這些移民也是港人，一旦
對本地防疫失去信心，選擇返港「避疫」，很可
能導致新一輪海外輸入疫潮，給本港防疫增添難
以負荷的壓力。

儘管目前未響起海外港人要求政府「撤僑」的
呼聲，但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海外疫情惡
化，而海外港人眾多，政府要做好充分預判，總
結從日本、湖北接返港人的經驗，檢討本港的檢
疫設施、醫療負荷的情況，積極增撥資源，增加
防疫供應。有備無患，總好過手足無措。要知
道，「佛系抗疫」在本港是行不通的。

做好海外港人回港「避疫」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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