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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因應連日來新冠病

毒肺炎個案急升，周一提出擬立例

暫禁領有酒牌的食肆和酒吧等賣

酒，冀減少社交接觸，降低播毒機

會。不過，多位行政會議成員對

「禁酒令」立法建議有保留，其中

湯家驊直言是無助防疫，建議立法

限制社交活動人數；葉劉淑儀亦指

禁賣酒並非最好方法，同樣認為應

針對聚集行為；林正財則透露，政

府正密鑼緊鼓研究相對有效和直接

的措施，他亦認為限制人群聚集是

相對有效做法。

各國限社交措施
新加坡

◆本周起禁止外國旅客短期入境或過境新加坡，明天凌晨開始，關閉
所有酒吧、戲院和娛樂場所等，直至下月30日

◆新加坡國家傳染病中心（NCID）開發出通過血清中的抗體檢測技
術，成功追蹤到「隱形確診者」

◆NCID亦有定位追蹤系統，監測確診者，系統還會做高風險評估

菲律賓
◆考慮授權政府掌管私營事業、電信公司、交通營運商或公共企業，
並強制飯店和其他場所收容醫護人員或需要隔離的民眾

印尼
◆本周進入為期兩周的緊急狀態，下令關閉電影院和其他大眾娛樂場
所

◆全國各地警察將驅散所有公共集會

日本
◆延遲或取消大型群體文化體育活動，不排除採取封鎖都市的措施

越南
◆城市區域內的電影院、俱樂部、酒吧和按摩院等場所關閉至本月底

意大利
◆任何無正當理由隨意外出的人將面臨400歐元至3,000歐元（約合
3,354港元至2.5萬港元）的罰款

澳洲
◆關閉遊樂園、健身房、博物館、畫廊和社區中心等公眾場所

美國
◆3月16日發出全國指引，建議減少聚會與外出，出現社區傳播的州
份關閉酒吧、餐廳、健身房、電影院等公共場所，為期15天

資料來源：綜合報道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禁酒不禁聚 到皮不到肉
湯家驊倡限社交活動人數 林正財透露政府研嚴厲方法

須推「社交戒嚴」堵斷隱形傳播
香港過去一周增
加200餘宗個案，
累計確診人數突破
400宗，其中原因
除連日來輸入個案

急增外，本地個案亦同樣增加，過
去10天約有10宗本地個案也是不
明源頭。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
心總監何栢良昨日指出，現時難估
計社區有多少隱形傳播鏈，呼籲政
府本周末前必須推出戒嚴級別的措
施，如禁止社交活動，以攔截社區
爆發，否則後果嚴重，本港醫療體
系或將失守。
近日急增的確診個案，部分也是
本地感染，而過去10天的個案中約
10宗未仍找到源頭，患者居住地或
潛伏期曾到過的地方遍佈港九新
界，如荷李活道66號餐廳3名員工
確診、長沙灣昌隆工業大廈4人染
疫、黃竹坑私人派對5人確診等，
也未確定病毒來源。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
君日前便表示本港有第二及第三代
傳播，擔心出現有病徵但不知感染
源頭的個案會越來越多。
何栢良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
表示，本港過去兩星期的確診宗數
較此前增加10倍，同時亦出現越來

越多不明源頭本地個案，社區可能
已出現第三代傳播，現無法估計到
底有多少傳播鏈及傳染給多少人，
如去酒吧飲酒，只要有一個超級傳
播者，便無法計算多少人受感染，
而一個人可以傳給數十人甚至數百
人。

否則港醫療體系將失守
他認為，香港特區政府的防疫措

施不應再「半桶水」及「擠牙
膏」，需要中斷傳播鏈。他呼籲政
府本周末前必須推出一籃子戒嚴級
別的措施，如完全禁止社交和娛樂
活動，才能堵斷傳播鏈，否則後果
很嚴重，醫管局下周會崩潰，本港
醫療體系將失守。
他強調，控制疫情最重要的是有

效防止公眾聚集，英國及德國禁止
一定數目人士聚集，再配合其他措
施執法及落實。他說，外國已有超
過1萬名醫護受感染，至少40名醫
生死亡，不希望香港重蹈外國覆
轍。
另外，何栢良指本港至今已有至

少9名外傭確診，建議政府暫停審
批海外簽證，除非能夠出示健康證
明或在當地隔離14天才可入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亞洲是疫情爆發最早的地區，
韓國於1月20日傳出首宗確診個案，1個月後，新天地
教會引爆大規模群組感染，大邱和慶尚北道淪陷，確診
個案激增超過1,000宗，更曾試過單日暴增909宗，但
至本月中確診個案大幅回落，該國快速而有效的抗疫經
驗，可作為歐美等地區的借鏡，香港亦應從中「偷師」
補漏。

廣泛檢測 盡早確診
韓國沒有採取大規模的封城措施，抗疫期間大部分企業和工

廠照常工作，只有部分地區和企業出現停工狀態，卻能迅速控
制疫情。綜合專家的分析，認為韓國成功例子的關鍵，在於韓
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KCDC）採取「及早檢測、及早治
療」的防疫對策，力圖在最短時間內掌握最多的確診人數，至
今全國已經有近31萬人接受過病毒檢測，即每1,000名市民中
就有5.6人接受測試。而為了加速採樣檢驗，減少醫護感染風
險，韓國甚至首創零接觸的「檢測得來速」，受測民眾完全不
用下車，讓醫護人員從車窗外採樣受檢。
雖然大規模採檢的結果會造成暫時性的確診數字大幅飆升，

不過韓國防疫專家認為，確診病例多，並不代表疫情失控，反
而更早一步就掌握了「隱形確診者」。KCDC主任鄭恩京
（Jeong Eun-kyeong）在3月16日的記者會上就指出：「目
前，韓國的無症狀病例（「隱形確診者」）比率明顯高於其他
國家，這可能是因為我們進行了廣泛的檢測。」本港最近陸續
出現多宗源頭不明的確診個案，上述的做法無疑很值得香港政
府考慮。

輕症隔離 重症入院
在確診病例的醫療對策上，韓國採取嚴格分流，避免拖垮醫療

體系。重症者優先入院，另外迅速徵用教育機構和企業員工宿舍
做輕症患者集中隔離治療之用。各地的治療中心也能依照病患人
數調整，確保病患有床位可入住。至於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韓
國比香港採取更嚴格的管控措施，有專人監督居家隔離者，隔離
期間由政府提供補助；防疫單位更同時掌握患者和密切接觸者的
監視器影像與信用卡使用記錄，一旦被揭發曾違反檢疫令，將面
臨法律刑責與罰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明其道

本身是醫生的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昨接受媒
體訪問時形容，本港新冠病毒肺炎數據顯

示，疫情已進入危急關頭，他指「禁酒令」只是
間接手段，政府正密鑼緊鼓研究相對有效和直接
的措施，期望有效令市民保持社交距離。他認
為，限制人群聚集數目是相對有效方法，其他可
參考外國做法，包括限制每天人群聚集時間，或
禁止每星期某些日子不能聚會等，他強調已不能
再等，要盡快防止社區群組爆發。
他指政府願聆聽市民意見，但亦應同時間預
備強度由中等至極端程度的「武器」，應對不同
程度的疫情，一旦疫情發展較想像更快，現行措
施力度不足，便要以最極端方法包括封城和參考
英美國家實行的禁足令，市民只可留在家中，把

人流減至最低。
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昨在電台節目上亦指出，

「禁酒令」是「到皮不到肉」做法，即使禁賣
酒，人群亦會因用膳而聚集，收不到減少社交接
觸的預期效果，且禁令會引起業界不滿，或引發
司法覆核挑戰，並不值得。
他認為須對症下藥，建議立法限制社交活動

人數，如只限於兩人至六人，以四人最合適，並
保持至少兩米安全距離等，希望日內推行。
他認為巿民須忍痛不外出至少14天，否則過

了這個周末，形勢可能再變，倘情況再惡化，不
排除要採取全日禁足的嚴苛方法。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亦在電台節目上表示，

「禁賣酒」非最佳方法，她同樣認為應考慮針對

聚集行為的方法，而非針對場所推出措施。她指
全球至今沒有一個政府以禁酒應對疫情，形容香
港是全球首創。葉劉淑儀因早前由珠海返港，正
接受家居檢疫隔離，故並沒有參議行會討論。

業界自發抗疫 先探熱再入座
另外，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人昨日傍晚聯

同6個商會代表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面。他會
後指業界計劃下周一自發採取抗疫措施，包括限
制顧客人數、只開放一半座位以拉寬間距、在顧
客入座前為其量體溫，以及勤清潔洗手間，並會
推出外賣八折優惠等。
他表示相信只要業界自律，政府無理由「為

立法而立法」。

早檢測早治療
防潛伏防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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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對
於行政會議成員提出應針對社交活
動，限制聚會人數，如湯家驊建議
立法限制社交人數只限於兩人至六
人，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潘
烈文表示，限制人數對減低社區爆
發風險有實質作用，但他對社交人
數的上限則沒有建議。不過，飲食
業界則認為限制聚會人數並不可
行。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理解有
關建議是為了加強防疫，但認為措
拖在酒樓易行，但對小型食肆而言
則會是「致命傷」。他解釋，酒樓
目前以散客為主，公司聚餐、婚宴
已「買少見少」，6個人一枱應該
能夠安排。

不過，黃家和反問：「酒樓地方
大，枱與枱之間可以隔開兩三米，
咁你一張枱6個人咪唔會有多人聚
集，但好多小型食肆好細，枱與枱
之間可能1米都無，每張枱6個人，
全間食肆就幾十人聚集，咁會唔會
算係犯法呢？如果會，咁小型食肆
每輪只可以開一兩張枱，好快就會
做唔住。」
從事餐飲業四十多年的香港餐務

管理協會會長楊位醒則表示，酒樓
本月初生意額才有輕微回升，因午
市茶市「多返啲人」，惟外國港人
大量回流後，生意再度下跌，憂慮
若政府立法，會再進一步打擊市民
外出意慾，他希望政府讓業界試行
自發推出的抗疫措施，看成效再作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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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繼連鎖快餐店麥當勞
昨日傍晚6時起暫停堂食14天，只設外賣服務後，
另一快餐集團大家樂昨日亦同樣宣佈，旗下所有餐
廳明日傍晚6時後只提供外賣，措施暫定維持兩
周。
大家樂集團指出，旗下餐廳包括大家樂快餐、一

粥麵、米線陣及Super Sandwiches各分店，明日開
始每日傍晚6時後不設堂食，只提供外賣服務，措
施暫定實行至下月9日。
大家樂又指出，大家樂快餐將陸續在全線分店安
裝透明分隔膠板，讓顧客有獨立用餐位置，而集團
亦已調整旗下部分餐廳分店的營業時間，並加強清
潔消毒，且不接待正接受強制檢疫者。
另外，麥當勞昨日開始每天傍晚6時至翌日凌晨4
時也取消堂食，只設外賣自取及電話預訂送外賣服
務，深水埗一間麥當勞分店的職員準時關閉大堂部
分區域，並提醒食客只提供外賣服務。食客郭先生

表示，麥當勞有很多食客聚集，取消堂食措施確可
減低感染病毒風險，而他在疫情下亦早已減少外出
用膳，認為其他食肆也應推行同樣措施。

麥難民無家可歸
不過，每晚在麥當勞快餐店睡覺的「麥難民」大

受影響，變得「無家可歸」，其中露宿者蔡先生當
了「麥難民」數月，表示現只能改在後樓梯露宿，
十分無奈；另一露宿者May以往租住劏房，因木蝨
問題而做了「麥難民」3年，她對麥當勞新措施感到
徬徨，坦言未有落腳處，希望政府短暫援助露宿
者。
社協社區組織幹事吳衛東指出，深水埗區及油尖

旺區約有50名露宿者在快餐店過夜，呼籲民政事務
總署考慮開放臨時收容中心予這些無家者。社協亦
計劃動用露宿者基金，資助露宿者租住一個月賓
館。

大家樂停晚市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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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大幅增加枱與枱若大幅增加枱與枱
之間的距離之間的距離，，小型食小型食
肆或難以營業肆或難以營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對於政府提出暫禁領有酒牌的食肆和酒吧等賣酒，部分行政會議成員有保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韓國的確診個案雖然曾單日暴增，但本月中已經大幅回
落。 資料圖片

■麥當勞於傍晚六時後暫停堂食，堂食座位都被圍
板和拉繩隔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