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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香港機場，佩戴手帶

下載應用程式

返回檢疫居所

手機接收政府短訊及啟動密碼

啟動應用程式，掃描手帶上的
QR code

系統會監察手機接收到的藍芽、
WiFi等固定強弱，每當磁場有
變，系統就會懷疑檢疫者偷走

檢疫期間，定期掃描QR code以
證明仍在居所

手 帶 運 作 流 程

A1、A16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郝 原 ■版面設計：余天麟

20202020年年33月月2222日日（（星期日星期日））

2020年3月22日（星期日）

2020年3月22日（星期日）

�����!�7�������
� � 0 � 	 � 	 � 	 ! .

港字第25565 今日出紙3疊6張半 港售10元

2020年3月
星
期
日22

大致多雲 潮濕有霧
氣溫21-26℃ 濕度75-100%

庚子年二月廿九 十二清明

違隔離令通街走 警方將即捕即控
林鄭頒加強防疫措施 專家促堵塞手帶三漏洞

有須接受檢疫的抵
港 者 公 然 違 反 檢 疫
令 ， 擅 自 外 出 用
膳 ， 更 拍 照 上 載 到
互 聯 網 「 放 閃 」 ，

不少網民均批評涉事者自私，罔顧
公眾健康。

所有入境者目前抵達機場後均獲
發一條手帶，在14日檢疫期內要一
直戴上，但社交媒體昨日出現有接
受檢疫者脫下手帶的相片，更有人
公然違反檢疫令離開檢疫地點。有
網民即時「起底」，「洗版式」公

開他們所讀的學校名稱，及上載他
們的日常生活相片到互聯網。

網友：形同殺人兇手
他們批評，這些違反檢疫令者自

私、「累街坊」、「黑心，咪出嚟害
人啦！」有網民批評：「唔可以放過
呢班享樂播毒的畜生」、「推到佢哋
坐監」。有網民更將違令者形容為
「為享樂而殺人的兇手」，「回流返
來不隔離，如果大爆發，你就要負起
殺死全香港所有因為肺炎而死的人嘅
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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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令出街用膳 網上炫耀挨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新冠肺炎近日湧現大
批外地輸入個案，疫情日益嚴峻，原定本周五（27
日）開考、涉及5.2萬名考生的中學文憑試（DSE）
終於決定延期。特區政府昨日在跨部門記者會上宣
佈，DSE會改以早前提出的後備方案進行，即延遲
四星期至下月24日開考，中英文科口試則取消，並
爭取於7月內放榜。同時，全港學校不會於下月20日
復課，延長至另行通知。

中英文科口試取消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在記者會上表示，在參考醫學專

家意見後，局方決定將文憑試筆試延至4月24日開
考，及於5月25日完成，中英文科口試則會取消，體
育、音樂實習考試也會順延至5月下旬至6月舉行。
由於考試延後，原定7月15日放榜亦將調整，但會爭
取於7月底前完成。
他續說，考評局會盡快公佈延期詳情，並會通過學

校電子系統聯絡各校，及以電郵、手機短訊等通知考
生。而局方會與大學、大學聯招（JUPAS）委員會等
保持緊密聯繫，理順考生報讀及升學安排，預計可大
致配合境外升學的需要。
楊潤雄表示，明白文憑試對學生的重要性，但政府

應以考生及考務人員健康風險為首要考慮，減低病毒
擴散機會，希望社會各持份者能齊心對抗疫情，並有
信心文憑試能夠在下月底舉行。
培僑中學校長伍煥杰表示，由於考場內人數眾多，

考務人員及考生均面對一定風險，延期是合理、負責
任的做法，而口試也可能增加考生交叉感染機會，取
消口試是「無辦法中的辦法」。
教聯會認同，押後文憑試有助防止疫情迅速蔓延，

並建議局方應縮短考試日程、增聘評卷員，做到「延
考不延放榜」。

教界促勿延誤放榜
教評會則指，延期考試及取消口試是照顧師生安全

的適切公佈，並建議各大專學院可進一步延至9月底
開課，以配合考試延後安排。
民建聯表示，押後DSE和延長停課決定雖然突

然，但亦屬保障學生的必要措施，可以理解，但
提醒新安排對已提早入境作隔離的跨境考生，及
需要照顧停課子女的父母帶來影響，特區政府應
向他們加強支援。

另外，全港中小學及幼稚園將不會於
下月 20日復課，直到另行通

知。楊潤雄承諾，會在復
課前三星期作出通
知，讓各方作好
準備。

培僑中學應屆文憑試跨境考生顧志
立表示，特區政府目前的考試安排已
屬「後備方案」，擔心下月開考前疫情尚
未受控，令文憑試會再次延期，故期望局
方盡早公佈更多預算計劃細節。

顧志立向香港文匯報表示，自己於本月初提早由深圳抵港完成隔
離後，月中開始獲安排入住學校宿舍備試。對文憑試突然因疫情惡
化而延期，他坦言個人作息習慣、溫習策略等均需調整，「感覺比
原來緊張一點。」

他坦言，自己對中英文口試的信心較小，取消相關分卷或有利取
得理想成績。由於新安排下口試取消，其完成考試時間較原來更
早，相信對其之後的升學計劃影響輕微。■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擴大外地抵港者病擴大外地抵港者病

毒檢測規模毒檢測規模1

2 公務員明日起恢復在家公務員明日起恢復在家

辦公辦公，，康體文娛設施及康體文娛設施及

社區中心等關閉社區中心等關閉
相關新聞刊
A1-A8
A14-A16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新冠肺炎在全球大流行，近日有大量

在海外的港人回港，令本港確診個案大幅

上升。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形容，目前

的抗疫工作是自兩個多月以來最嚴峻，

更有可能導致大型及持續的社區爆發，

她宣佈實施最新防疫措施，包括中學文

憑試延遲4星期舉行、加強為無病徵的

入境者進行檢測等。同時，針對昨日有

家居檢疫者公然違反檢疫令，剪斷或脫

掉手帶後「通街走」，政府已將4名違規

者送入強制隔離中心，警方將會提出檢

控，林鄭月娥強調，特區政府會加強突擊

檢查和巡查，並會在不予警告的情況下作

出檢控。有資訊科技專家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則認為，手帶和應用程式追蹤家居

隔離仍存在3大「蠱惑位」，政府有需要

盡快完善，以免違規者在社區遊走，增加

社區爆發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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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憑試延期至下月文憑試延期至下月2424日日

開考開考，，中小學幼稚園下月中小學幼稚園下月

2020日亦不會復課日亦不會復課

4
全港公私營安老院舍每月獲派的全港公私營安老院舍每月獲派的

口罩倍增至口罩倍增至200200萬個萬個，，確保每名確保每名

員工每日有兩個口罩員工每日有兩個口罩；；加強院舍加強院舍

消毒消毒，，包括噴灑抗菌塗層包括噴灑抗菌塗層

突擊巡查居家檢疫個突擊巡查居家檢疫個

案案，，一旦發現違令者一旦發現違令者，，

將不經警告即時檢控將不經警告即時檢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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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憂文憑試一延再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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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的
新型冠狀肺炎輸入個案急速上升，抵
港者須自行隔離，惟有隔離者竟違法
外出，天文台前台長林超英昨日在網
誌指出，倘回港者違反檢疫令擅自遊
走社區，不排除香港的確診個案將於
半個月內以「幾何級數」上升，或急增
至超過1萬宗。

患者幾何級數飆升
林超英在網誌引用《英國經濟時報》

一幅展示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累積新冠
肺炎病例數字的圖表，顯示由出現第
100宗病例當日起計算，大部分國家或
地區所採取的抗疫措施收效之前，確診
數字增長速度可達每天33%。由於個案
為每天累積上升，即是「利疊利」增
長，猶如幾何級數上升。
香港的個案近日因為大量原身處海外

的港人回港避疫而急增，林超英認為這
是危險的訊號，擔心如果情況持續，而
返港者又繼續遊走社區，半個月後香港

可能會出現第1萬宗確診個案，「如果
我們鬆懈防疫的話，這是完全可能出現
的後果！」

醫療系統不堪負荷
林超英擔心，到時本港醫療系統未必

有能力應付上萬宗病例，呼籲市民要減
少社交接觸，並特別懇求近期回港者切
勿繼續外出，以斬斷傳播鏈，「如果市
民不響應，將來或要懊悔自己的任性誤
殺他人，甚至包括自己的親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肺炎疫情令口
罩需求緊張，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現時物
流署約有2,000萬個外科口罩儲備，而懲教署已增
加新的口罩機，將令每月口罩產量提升至700萬
個，早前採購的口罩亦開始運到，政府在保障前線
及醫護人員有口罩裝備的同時會與社會分享。

可重用口罩料4月初面世
林鄭月娥昨日表示，政府庫存約2,000萬個口罩

外，懲教處亦有多4部口罩機抵港，預計能將目前
每月250萬個外科口罩的產量，提升至700萬個。
同時，政府亦繼續向內地及全球採購口罩等防疫物
品，其中內地陸續恢復生產線，已開始有少量抗疫
物品供港。
至於防疫抗疫基金下研發的可重用口罩，她則

表示預計會在4月初面世。
她坦言，在口罩供應的問題上，社會或覺得

政府初期的工作做得不好，但她強調，政府當
時是要優先考慮為醫護人員和前線抗疫人員提
供口罩，目前對供應已較有掌握，能夠在保
障醫護人員供應的同時，政府願意與社會
分享。

醫局續購各類防護裝備
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高拔陞則表

示，醫管局截至前日的外科口罩庫
存有2,400萬個，另有150萬個
N95口罩、250萬件保護衣、270
萬個面罩，他預期外科口罩、
保護衣及面罩能夠維持一個多
月的使用量。由於近日確診人
士急升，要使用的防護裝備亦
相應增加，現時仍存在不確
定因素，故會繼續採購。

懲教署月產口罩將升至700萬個

林超英：不守檢疫令 確診恐破萬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率多個部門首長昨日會見傳媒，宣佈多項防疫新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警方和衛生署昨日展開聯合行動，在蘭桂坊巡查是否有隔離者擅自外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昨日在香港國際機場，仍見到不戴口罩的外國旅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顧志立在
學校宿舍溫
習。
受訪者供圖

蠱惑位蠱惑位11 由於未啟動程式，剪
斷手帶系統也不察覺

蠱惑位蠱惑位22
完整地脫下手帶，
把手機留在居所，
人就離開

蠱惑位蠱惑位33
同 住 家 人 為 QR
code影相，隔離人
士戴着手帶離開，
手機則留在居所，
使系統監測的磁場
不變，當系統要求
報到，家人以 QR
code相片充當

香港確診數字近日大幅上升，大部分新個
案都曾經外遊，林鄭月娥昨日在跨部門

記者會上形容情況令人擔憂。特別是可能還會
持續至少兩星期的回港潮，令形勢十分嚴峻及
危急，稍有閃失更可能導致大型及持續的社區
爆發。同時，需要治療的確診人士大量增加，
或癱瘓整個醫療系統。

四違令者送強制隔離中心
她表示，專家認為檢疫設施、病毒測試試劑
等都不夠用，在處理現時疫情的同時，亦要保
留餘力應付將來可能出現的新一波疫情，因此
宣佈加強抗疫措施。
林鄭月娥強調，留意到受檢疫者在社交媒
體上，上傳擅自外出照片等，公然違反檢
疫令，罔顧對公眾的健康威脅。政府資訊
科技辦透過電子手帶系統，鎖定4名擅自
離開居所者，警方已經對其採取行動，送入
檢疫中心進行禁閉隔離。另外，有3宗從內
地回港的受檢疫者違法外出，下星期將會進
行聆訊。
她續說，回應社會對有人違反家居檢疫令的
關注，會要求執法部門突擊檢查，並對違反
檢疫令的個案「零容忍」，在無警告情況
下，作出即時檢控，違令者有可能被判監
禁，故強烈呼籲家居檢疫者切勿以身試法。
違反檢疫令是刑事罪行，一經定罪可判監半年
及罰款25,000元。
互聯網專業協會會長冼漢迪在電子手帶正式
使用前已親身接觸過相關手帶，政府亦有向他
作出講解。他表示，政府有一套中央系統監測
所有手帶，若啟動後被剪，系統會馬上發出警
號，負責的政府職員會知道，並檢控受檢疫
者，故他懷疑網上流傳的剪手帶個案是在啟動
手機應用程式前剪斷的。
他認為政府可以加快電子手帶啟動程序：
「唔好畀佢哋返到屋企先啟動就得，面對面無
得出蠱惑。」至於網上亦流傳有強制檢疫者把
手帶脫下，冼漢迪直言不可思議：「佢(職員)
應該要扣得好緊，緊到你隻手有幾幼都除唔
到。」他認為是人為失誤所致：「扣幾千人可
能有1個扣鬆咗啦。」

不剪斷天線或可瞞過監控
資訊保安專家楊和生則指出，電子手帶應該

是依靠一條無線射頻辨識（RFID）天線接駁
政府的中央系統，啟動後剪開手帶時，只要保
留該天線不被剪斷，理論上都是不會驚動到中
央系統，這或是電子手帶的一個漏洞。因此，
他建議政府加強監測手段，比如隨機視訊通
話，或完成強制檢疫後要收回手帶，由政府職
員剪開：「條手帶爛咗，你要解釋。不過要睇
政府人手夠唔夠啦！」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僑表示，

居家檢疫的監察主要是兩種方式，手機應用
程式會收集環境的電磁波規律，如WiFi、藍
芽等，作室內導航的定位，監察受檢疫者的
位置，再配合突擊要求檢疫者掃描手帶上的
二維碼。
他指出，環境數據是以手機收集，受檢疫者

只要把手機留在家中，加上有人替其掃描二維
碼，即可避過監測外出，並認為此策略有漏
洞，「可防君子，不能防小人。」

頭條

林鄭頒加強防疫措施 專家揭手帶三大漏洞
違隔離令通街走 警方將即捕即控

■抵港旅客展示檢疫令和電子手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有戴手帶者將外出食麵照片放上網，有人在網上炫耀脫下手帶。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