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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行「合十禮」未戴罩 頻頻出席活動難查源頭

查爾斯中招

潛伏期內曾晤英女王
英國首次有王室成員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王室昨日



(

公佈現年 71 歲的王儲查爾斯病毒檢測呈陽性，但症
狀輕微，目前正與檢測結果呈陰性的夫人卡米拉，在

蘇格蘭的官邸內分開自我隔離。由於查爾斯曾於本月 12 日、即確診前 13 日的病毒潛伏期
內，與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見面，令人關注 93 歲的英女王、98 歲的王夫菲臘親王以至其他
王室成員的狀況。王室則強調，身處溫莎堡的女王健康仍然良好。

克拉倫斯宮發聲明說，查爾斯周一於蘇格蘭接受檢
測後，於前日確診，並已即時告知英女王及兩名

查爾斯近期出席活動
日期

活動

地點

英聯邦日慶
西敏寺
典

3月9日

兒子。聲明強調查爾斯症狀輕微，除此之外身體狀況良
好，在確診前數日仍如常在家工作。由於查爾斯最近數
周曾出席多個公開活動，難以確定他是在什麼時候感
染。

主要出席者
卡米拉、英女王、
威廉夫婦、哈里夫
婦、首相約翰遜

10 日晤確診摩納哥親王
查爾斯在英國疫情爆發後，仍出席多場公開活動，包
括本月 9 日在倫敦西敏寺舉行的英聯邦日慶典，英女

英聯邦日紀
卡米拉、英聯邦秘
英聯邦總部
念活動
書長施佩雅
WaterAid
活動

3月11日

王子信託基 倫敦守護神 英國搞笑組合 Ant
金會頒獎禮 劇院
& Dec

3月12日

■ 摩納哥親王(中)早前確診。

Kings
Place

3月10日

3月12日後

摩納哥親王阿爾貝
二世

授勳儀式

白金漢宮

晚宴

倫敦市市長魯塞
倫敦市市長
爾、澳洲駐英高級
官邸
專員布蘭迪斯

多場私人聚
未知
會

舉行多場私人聚會

早上與英女王見面

康沃爾公爵領地官
員等
綜合報道

■ 查爾斯舉行多場私人派對，與不少人交流。
網上圖片

據悉查爾斯在 12 日後曾舉行多場私人聚會。王室已
向所有與會人士告知查爾斯的身體狀況，另有小部分在
查爾斯住所工作及居住的員工正自我隔離。查爾斯及卡
米拉原定在春季訪問波斯尼亞、塞浦路斯和約旦，不過
早前已經因應疫情取消。
查爾斯的醫生最保守估計，查爾斯是在本月 13 日感
染，即是他對上一次見到英女王的 24 小時後。白金漢
宮表示，英女王身體狀況仍然良好，正遵從所有適當的
建議行事。她本月 19 日與菲臘親王離開倫敦後，目前
仍在溫莎堡居住。
■綜合報道

不戴罩未保距離 王室活動處處漏洞

■ 在授勳儀式
上，查爾斯與
他人距離甚
近。

英國王室成員因應疫情，近
期出席公眾場合時都採取防護
措施，包括以合十代替握手和
使用酒精搓手液等，不過不論
是昨日確診的查爾斯，或是他
的兒子威廉王子，出席活動時
都沒有戴口罩，與人談話時亦
沒有保持 2 米距離，處處都是漏
洞。

英國會關閉 4 周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英國國會昨日起關閉 4 周。
國會早前已暫停開放參觀，並減少開會的議員數
目，以保持社交距離。
英國國會原本會在復活節休假 3 星期，今次因應

王、威廉王子夫婦、哈里王子夫婦及首相約翰遜當日均
有出席。查爾斯 10 日再出席非牟利組織 WaterAid 活
動，當時坐在摩納哥親王阿爾貝二世對面。阿爾貝二世
已經在19日確診。
本月 11 日，查爾斯主持名下王子信託基金會的頒獎
禮，當日他已經避免與在場人士握手，改以「合十禮」
打招呼。查爾斯最後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面則是在 12
日，他當日早上在白金漢宮出席授勳儀式，曾與英女王
短暫會面，同日晚上再出席倫敦市長官邸的宴會，為澳
洲山火救援及重建工作籌款，在席者包括倫敦市市長魯
塞爾及澳洲駐英高級專員布蘭迪斯。查爾斯出席這些活
動時，他本人及出席者都沒有戴口罩。

疫情提前一周關閉。保守黨下議院領袖李思銘表
示，國內非必要商店已關閉，國會亦應以身作則，
同時也要保護議員的健康，但強調國會在復活節假
期後便會重開。
■綜合報道

威廉夫婦上周到訪國家醫療
服務(NHS)電話中心慰問職員，
雖然兩人表示到訪時曾兩次使
用搓手液，並避免與職員握
手，但從照片可見兩人全程無
戴口罩，網民亦批評兩人未有
按照世衛指引，與其他人保持
距離，並與超過 10 個人同在一
個房間內。
■綜合報道

星洲20至29歲患者最多 風險不亞於老人
很多人對新冠肺炎的印象仍然是所
謂「老人病」，以為只有長者才較易
發病或死亡，但愈來愈多跡象顯示病
毒無眼，年輕人中招機會不一定特別
低。新加坡衛生部昨日便公佈，隨着
20 萬名居於海外的新加坡公民近日陸
續回國，當地年輕感染者人數大增，
20 歲至 29 歲的患者數目更超越 60 歲以
上人士，成為當地感染數目最多的年
齡組別。
新加坡確診病例在過去一星期已經大
增一倍，截至前日有 558 宗，當中 141
人年齡介乎 20 歲至 29 歲，較 60 歲以上
患者多 30 人。這些年輕確診個案中，多
達 78%屬海外流入。新加坡國立大學蘇
瑞福公共衛生學院院長張毅穎認為，情
況反映新冠肺炎並非「老人病」，兒童
及健康的成年人都可能受到感染。

海外流入 英國最多

■年輕人染病風險不亞於老年人
年輕人染病風險不亞於老年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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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美國及印尼是新加坡三大海外
流入個案源頭，英國個案數目最多，在
全部 329 宗海外流入個案中，約 120 人
曾到過英國，佔整體 36.5%，當中 48%

感染者年齡在 25 歲以下，相信大多數是
新加坡留學生。
新加坡已要求所有入境者接受家居隔
離令，違者最高可被罰款 1 萬坡元(約 5.3
萬港元)及監禁 6 個月。專家憂慮部分年
輕人誤以為感染風險較低，未有理會隔
離令繼續外出，認同需制訂高阻嚇力度
的罰則。
當局預料未來數周仍會有國民從海外
回流，正計劃安排回國者乘坐指定交通
工具到隔離設施接受 14 日隔離。當局同
時加強聯絡及追蹤患者與密切接觸者的
能力，將負責相關工作的小組數目由 3
組增至 20 組。該些小組成員主要來自公
共服務機構及新加坡武裝部隊，衛生部
長顏金勇指，小組現時每日可處理 4,000
宗個案，未來會視乎需要繼續增加小組
數目。
新加坡僅有 17 名患者年齡在 20 歲以
下，傳染病專家梁和南(譯音)指，新加坡
或存在不少無症狀的患者，仍需更多研
究才能確定病毒是否主要在工作環境或
社區傳播，而非學校。
■綜合報道

確診
「00 後」
懺悔：勿輕視病毒
馬來西亞一名「00 後」女子早前到新加坡後，證
實感染新冠病毒，她在社交網站 Instagram(ig)發帖，
坦言過去不認真看待病毒，對確診感到難以置信，
呼籲年輕人遵守政府的行動管制指引，萬勿掉以輕
心。
該名女子以「drt.k」的網名發帖，稱她自上周一起

因流鼻水，改為在家工作，同事要求她求醫和服感冒
藥，她向醫生道出旅行史後，隨即被送院檢查。醫院
為「drt.k」照 X 光後，發現她已出現肺炎症狀，於是
再為她進行新冠病毒測試，上周三證實感染。
「drt.k」形容她對染病感到震驚，並擔心曾接觸她
的人會染病，對此感到抱歉，又感謝確診 5 天以來照

顧她的醫護人員。
「drt.k」呼籲所有人負責任，盡量留在家中，保持
個人衛生和社交距離，如真的有需要外出，應戴上口
罩，感到不適時便要求醫，「像我這種輕視病毒和行
動管制的千禧世代，更應三思。」
■綜合報道

■威廉夫
婦上周到
訪電話中
心慰問職
員。
網上圖片

星確診再創新高 兩校爆集體感染
新加坡昨日單日錄得 73 宗新確診個案，再
創單日升幅紀錄，累計宗數達 631 宗。當地近
日出現兩宗集體感染個案，分別是一所學前教
育中心及一間國際學校，合計已經有 21 名教
職員及家屬確診。新加坡至今仍未宣佈學校停
課，所有學校在春季假期過後都於周一如常開
學。

全
球
疫
情
簡
報

■普京
普京((黃衣者
黃衣者))到醫院視察
到醫院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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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押後修憲公投 全民放假一周
俄羅斯總統普京昨日宣佈，因應疫情押後原
定4月22日舉行的修憲延長總統任期公投，全
國下星期放假一周，以遏止病毒傳播。俄羅斯
至今確診 658 宗，普京前日身穿全副防疫裝備
到醫院視察，莫斯科昨日下令禁止所有公眾集
會，並暫停65歲以上長者免費乘車優惠。

泰禁外國人入境 地鐵強制戴罩
泰國今日起實施全國緊急狀態，所有陸海空
口岸禁止外國旅客入境，曼谷地鐵及輕軌亦從
昨日起規定所有乘客必須戴口罩才能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