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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近日新冠肺炎疫

情穩定，昨日新增的 4

宗個案全屬輸入個案，

但就連續兩天出現已出

院康復者再被驗出體內仍有新冠肺炎病毒的「復陽」個案，而前

晚一名初步確診的香港大學醫科生雖最終檢測結果呈陰性反應，

但衛生防護中心不排除他可能是已康復的「隱形患者」，並再次

提醒市民需要保持足夠的社交距離。

醫科生「初陽後陰」疑屬隱形患者
或染疫康復體留殘毒 專家：社區恐有隱性傳播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泛暴煽「7．21」上街鬧事
36人「犯聚」各罰2000元

��(���

增4宗外遊確診 兩歲童染疫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昨日在疫情簡報會上表示，新增的4
宗個案，令確診總數累計增至1,033
宗，新增患者全到過英國，包括一名
2月3日至本月12日期間與母親到當
地探親的兩歲男童。
他返港後在粉嶺聯發大廈家居檢
疫，經糞便樣本化驗證實確診。其餘
一男兩女患者則介乎26歲至68歲，
全部於抵港後於亞博館檢測中心經深
喉唾液檢驗證實確診，直接送院。
此外，一名24歲港大男醫科生前日
參與考試前被發現有低燒，故到私家
醫院接受病毒檢測，結果初步證實呈
陽性。他即時被轉送瑪麗醫院。
不過，張竹君表示，政府化驗所化
驗私家醫院採集的樣本時，驗出樣本
對新冠病毒呈陰性反應。瑪麗醫院另
行採集的樣本，雖在首次檢測時未能
確定他有否受感染，其後再驗亦與政
府化驗所驗出的結果相同。

連續兩天有「復陽者」入院
男生在潛伏期內沒有外遊記錄，除
曾與友人用膳外，大部分時間也是留
在家中或參與考試，未曾接觸有病徵
者。張竹君估計，該醫科生在首次化
驗時出現「假陽性」反應，但亦不排
除他屬較早期染疫，並已康復的「隱
形患者」，故樣本有殘餘病毒。
她補充，社區存有隱性傳播鏈亦不
出奇，衛生防護中心將追查男生的接
觸者，瑪麗醫院亦會透過血清測試，
進一步了解他是否曾經染疫。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
準）劉家獻則證實，前日再有一宗

「復陽」個案。第四百九十四宗個案
的37歲女患者上周六（18日）出院，
前日因呼吸困難及胸口不適經急症室
入院，鼻咽分泌及喉嚨分泌檢查，分
別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是連續兩
天有「復陽」個案入院。

「復陽者」播疫風險不高
不過，劉家獻透露，該女患者核糖

核酸數值只得32，屬較低水平。專家
均認為被驗出的是病毒殘餘，認為並
非再次染疫，而她出院前接受過兩次
檢測，相信造成社區傳播的風險不
高，但醫管局會收集數據，了解曾再
入院的康復者情況，檢視現行出院安
排，但重申現行做法符合國際標準。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

超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第二
波疫情雖已穩定下來，但港大醫科生
事件及再有「復陽」個案，均反映社
區很可能仍有傳播鏈存在，提醒市民
不能有所鬆懈，必須繼續做好個人衛
生，防止病毒在社區死灰復燃。
對有醫科生在私院檢測對新冠病毒

呈陽性，但其後檢測結果轉為陰性，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昨
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指，若病人屬輕
症，或一個月前受感染的無病徵患
者，檢測到的病毒載量或會很低，令
檢測出現不明顯陽性或假陽性。
他並認為，特區政府延長防疫措施

14天後，未來若放寬甚至解除措施
前，最重要是確認已中斷社區傳播
鏈，而觀察28天病毒潛伏期的指標，
是國際間廣泛共識，他建議當局規定
市民在高風險地方如醫院、診所及所
有公共交通工具，都要強制佩戴口
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泛暴派
前日借所謂元朗「7．21事件」煽動人上
街鬧事，惟只有數十名青少年參與。他們
於元朗港鐵站旁的YOHO商場中庭靜
坐，至晚上10時結群離去時，被防暴警在
附近街道截查，向共36人發出「限聚令」
告票，當中有未成年的人，每人罰款
2,000元。事件引起網上熱議，有網民拍
手叫好，認為一紙「限聚令」既有助抗
疫，總比控告他們非法集結更快捷有效，
更笑言應「罰到他們無錢為止」。
前晚8時許，一批黑衣人於YOHO商場
中庭坐地抗議，不時高叫「港獨」及辱警
口號，並在商場內展示相關標語及「港
獨」旗幟等。晚上9時30分後，黑衣人成
群離開YOHO商場，部分人換上街坊

裝，也有人身穿「急救」和「記者」反光
背心，在大馬路一帶聚集，其後被大批防
暴警分別截查。
其間，一名21歲姓吳男子及一名22歲

非華裔男子在鳳祥路交界行人天橋上叫
囂，警員使用胡椒噴劑制服兩人，以「涉
嫌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罪拘捕，案件
交由元朗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二隊跟進。
其後，警員分別在青山公路元朗段、鳳

祥路交界行人天橋及又新街發現多人聚
集，警方截停他們搜查及核對身份證，指
他們涉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組
聚集）規例》（第五百九十九G章），人
員遂向36名聚集者發出「限聚令」定額罰
款告票。警方呼籲所有市民顧己及人，嚴
格遵守相關法例，以協助控制疫情及減低

病毒在社區傳播的風險。

網民：罰多幾次就唔敢再聚
警方發出罰款告票行動獲眾多網民叫

好，有網民認為即罰2,000元好過拉他們
非法集結，因為上庭審訊需時，但犯「限
聚令」每人罰2,000元，他們又不敢向父
母要錢，罰多幾次就唔敢再聚。
「genpao」說：「佢哋話出嚟搞每次收
2,100（蚊），減咗罰款2,000（蚊），仲
有100蚊執，搏得過。」
「KATSU29」則留言：「2,000蚊當食

個宵夜，全家都富貴，唔係點叫攬炒。」
「不平則鳴」說 ：「哈哈……每人2,000
元，多謝晒！幫補吓你哋手足周圍破壞的
損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限聚
令」初有成效，日前又有示威者在元朗聚
集，涉嫌違反「限聚令」，警方依法向36
人發出定額罰款告票。不過，《蘋果日
報》就污衊警方「濫權」，稱有兩名被截
查者自稱與身邊人不相識，因此「不算違
法」。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則轉發有
關帖文並要求警方「澄清」。香港法律界
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限聚令」的立法原意是避免人群聚集，
不需要證明群組聚集者互相認識，即可被
視為參與聚集，並狠批身為大律師的陳淑
莊企圖誤導市民，將防疫措施政治化。
據《蘋果》報道，有市民在元朗示威時

被警察截查，懷疑違反「限聚令」。由於
該市民當時辯稱「我哋
只喺兩個人，連埋隔離
（籬）個路人，加埋都
只喺（係）3個」，陳
淑莊即據此質疑警方執
法，並要求「講清楚好
喎，你到底見到咩」，
暗示警員「見鬼」。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

智峯就提出修訂「限聚
令」，稱警方就「限聚
令」執法「標準不
公」，如「8．31」7個
月當天，有市民「突然
被警方將（以）多於4
人聚集被捕，即使有關
市民與其他人互不相
識，警方仍執意拘捕」
云云。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

大學法學博士黃國恩指

出，「限聚令」的立法原意是限制人群聚
集，必須要有阻嚇性，不需要證明聚集在
一起的人互相認識，即可提出票控。警方
執法時會做好觀察，在有表面證據時才會
提出票控，若該人不認罪、不交罰款，亦
可上法庭辯解。

黃國恩批「泛民」抗疫政治化
針對前日在元朗聚集的情況，他表示，

人們一齊喊口號、騷擾警察、破壞社會秩
序，顯然有共同的目的，警方最迅速的執
法手段就是發出「限聚令」告票。
黃國恩批評，身為大律師的陳淑莊言行

非常可恥，不利於大眾對「限聚令」的理
解，甚至會誤導公眾，令大眾對「限聚

令」不合作，影響防疫措
施的執行，並批評許智峯
將抗疫措施政治化，企圖
阻礙警方執法。

丁煌：陳觀點「不知所謂」
執業大律師、香港法學

交流基金會副主席丁煌表
示，「限聚令」禁止於公眾
地方進行多於4人的群組
聚集，警方毋須證明聚集
者是互相認識、串謀違反
「限聚令」，而是在一段
時間內觀察到有超過4人
聚集，則每個人均涉嫌違
反「限聚令」。
針對陳淑莊的觀點，他

對此感到「一頭霧水、不
知所謂」，並奉勸陳淑莊
解釋清楚「限聚令」的具
體含義，不要誤導市民。

唔識就唔算「犯聚」？
法律界批陳淑莊誤導

▲防暴警於鳳祥路交界行人天橋截查涉嫌違
「限聚令」者。

◀防暴警於又新街截查涉嫌違反「限聚令」的
人，並記錄他們的個人資料。

■陳淑莊轉發有關《蘋果日報》
就污衊警方「濫權」報道帖文並
要求警方「澄清」。

陳淑莊fb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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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文憑試
明天（24日）於疫情影響下正式開
考，為便利考生，各間巴士公司會於主
要考試日恢復及加強近百條行經學校路
線的服務；港鐵亦會於每天早上6時15
分起逐步加密班次，額外提供約30班
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fb表示，
各政府部門已要求同事在考試日稍遲出
門避免交通擠塞，相信考試可以安全、
順利地進行。
因應運輸署要求，九巴會在文憑試期

間恢復18條學校區巴士線，另53條行
經學校的巴士線回復原來班次，及應客
量加強服務；城巴及新巴則會恢復13
條學校巴士線，並因應客量加強9條路
線的服務；而嶼巴亦會於14個考試日
恢復3條及加強2條區內路線的部分班
次。
港鐵亦宣佈推出一系列加強車務措

施，包括各重鐵線（機場快線及迪士尼
線除外）分別提早於6時15分至6時30
分起，逐步加密班次，並按需要加派後
備列車，預計每日早上繁忙時段可額外
提供約30班車。
至於輕鐵及港鐵巴士，行經學校區的

路線會在考試日早上6時45分起按實際
需求加派車輛行走。運輸署並促請專線
小巴的營辦商在考試期間監察乘客需
求，靈活調配車輛加強服務。
考評局昨日再發放應試小貼士，提醒

考生一旦在應試當天感到不適，就不要
到試場，應留在家中休息，並可於考試

前致電考評局備案，同時盡早求診及取
得醫生證明書，及在21天內向考評局
申請成績評估。

林鄭：已要求同事遲出門避塞車
林鄭月娥昨日在fb表示，文憑試對高

中生十分重要，肺炎確診個案接近10
天停留在外地輸入個位數字，相信考試
可以安全、順利地進行。
她表示，在試場做好防疫、港鐵及巴

士加密班次的同時，各政府部門已要求
同事在考試日稍遲出門避免交通擠塞，
並呼籲企業及市民在核心科考試日（4
月 27日至 29日，5月 2日、4日及 5
日）採彈性時間上班，避開早上6時半
至8時的繁忙時間，讓考生可前往試場
時更為順暢，又提醒考生注意個人衛

生，預祝各同學一切順利。

張建宗籲彈性上班幫考生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及教育局副局長蔡

若蓮昨日到伊利沙伯中學，了解試場加
寬座位距離、消毒、量體溫、口罩、保
持社交距離等各項防疫措施，並強調政
府會以考生及考務人員健康為首要考
慮，確保全港約400個試場做好防疫工
作。
另外，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於fb提到，

昨日有企業送贈自動感應消毒機及消毒
液予全港1,000所中小學，加強校園衛
生安全，體現社會「守護未來棟樑」精
神，並呼籲大眾繼續防疫，不要鬆懈，
局方會持續跟進疫情及醫學意見，適時
落實及公佈復課安排。

■ 張 建 宗
（左一）到伊
利 沙 伯 中
學 禮 堂 ，
了 解 文 憑
試 試 場 準
備工作。

■林鄭月娥
（右一）呼籲
企業及市民
在文憑試核
心科目考試
日，盡可能
採用彈性時
間上班，讓
考生更早到
達試場。
林鄭月娥
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