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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新冠肺炎疫情而需延期舉行的中學文憑試昨日終於開鑼，首日為視覺藝

術科考試，約3,360名考生報考，涉及51個試場，最終5人因病缺席，1人

填報患上急性呼吸道疾病，經協調後離場。考評局表示，目前暫接獲178名

日校考生及120名自修生因病、身處外地或未完成隔離檢疫等原因而要求退

出考試。在日校考生中，有18人已申請成績評估。考評局提醒日校考生如

因病缺席而要申請成績評估，必須在21天內提交醫生證明文件，逾期將不

獲處理。

文憑試首日6生因病未應考
298人因病、身處外地或未完成隔離檢疫等退出考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
延長限制社交距離措施14日，但昨日
起撤銷限制食肆顧客數目，不再規定
最多只可坐滿半數座位，但每枱最多
4名食客、餐枱最少要1.5米距離或設
隔板，及食客要量體溫等則繼續生
效。有食肆歡迎放寬食客限制，亦有
食肆質疑成效。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
宇人贊同放寬規限，認為需平衡疫情
及經濟，又指 3月可能已是最壞時
刻，食肆倒閉潮已放緩，但建議政府
再投入50億元推出第三輪措施協助業
界。
在灣仔經營車仔麵店的吳先生質疑

放寬食肆顧客數目限制成效，指餐枱
維持1.5米距離規例仍存在，若符合限
制便不能增加枱數，無助提升客流
量，而現時堂食人數很多時不足店內
半數座位數目，放寬限制幫助不大。
另一日式麵店負責人洪先生則相信，
放寬規例後能逐步提升生意額，但現
仍依賴外賣為主。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認同

放寬規限對業界有幫助，但仍視乎食
肆面積大小，有酒樓改放較小型餐桌
增加座位數目，對生意有幫助。他重
申應考慮限聚人數放寬至6人，讓多
於4人家庭能外出用膳。

張宇人望再添抗疫金50億
張宇人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食

肆倒閉潮因兩輪防疫抗疫基金而放
緩，相信到11月情況開始穩定，停薪
留職及開工不足情況逐步好轉，但在
食肆限制措施延長14日下，政府應再
投入50億元推出第三輪抗疫基金，協
助前兩輪未能受惠的開工不足及停薪
留職員工。
他透露，正游說港府仿效新加坡，

修訂《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容許
因疫情導致財困的餐館和其他商業租
戶暫擱置租金合約義務，無法支付租
金業主也不可封舖，及豁免工程界因
疫情延誤工期要支付賠償金。自由黨
不排除會於新一個立法會會期就此提
私人草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肺炎
疫情重創旅遊業，香港旅遊發展局昨早
舉行業界網上簡報會，分析旅遊業在疫
情後將出現新常態，公共衛生安全將成
為旅客首要考慮，旅客傾向選擇短途旅
程，長途旅客最快要到第四季起才開始
外遊，亞裔客群將是首批訪港的旅客。

健康主題新趨勢
近1,500名來自旅行社、景點、酒店、
航空、零售、餐飲、會展、郵輪界別代
表參與網上簡報會。旅發局主席彭耀佳
會上指出，預計疫情過後，旅客的旅遊

習慣將改變，旅遊目的地、交通工具、
酒店等設施的公共衛生安全將成首要考
慮，故健康主題概念的行程會是新趨
勢，本港應重新審視旅遊定位，提升旅
遊服務質素。
他又分析不同客源市場的最新情況，

內地市場方面，因應疫情對經濟影響，
消費者對價格會較敏感，追求物有所值
的旅遊。經過長期留家抗疫後，會更着
重健康及親近大自然，故稍後計劃出行
時，較傾向挑選低健康風險的旅遊目的
地。
疫情過後，相信短途市場及新市場會

先以本土旅遊為主，外遊亦緊接展開。
長途市場方面，估計要較長時間恢復，
預計旅客最快第四季開始外遊，首批訪
港旅客將是海外亞裔客群，而加拿大、
法國及德國消費者心態較正面，該三國
外遊市場預料較快復甦。
旅發局總幹事程鼎一指出，旅發局將

透過三階段計劃重振本港旅遊業，包括
積極籌備復甦計劃，疫情減退後，鼓勵
港人重新探索社區文化特色，向旅客發
出正面信息，以恢復旅客來港旅遊信
心，並利用大型活動及全新旅遊品牌宣
傳計劃，重建本港旅遊形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新冠病
毒疫情下，公立醫院為受感染的高危地
點，不少長期病患者面對風險到醫院覆
診或配藥。為讓患者可安坐家中獲得公
院配處的藥物，香港藥學服務基金推出
「抗疫期間免費送藥到戶」服務，免費
代病人到醫院領取藥物，並有義務藥劑
師提供藥物輔導服務。計劃昨日起接受
申請，下月4日推出，預計惠及500人至
800人。計劃暫定為期10周，將視乎疫
情發展和需求，決定是否延長服務時
期。
計劃首階段服務對象為病情穩定及定
居本港的長期病患者。病人或其代理人
須簽署病人授權書、已登記「醫健通」
並願提供身份證號碼，以允許藥劑師登
入「醫健通」，有「覆配易」處方的病
人獲優先考慮，但當中不包括自費藥物
或危險藥物。
香港藥學服務基金總監蔣秀珠表示，
這項服務獲賽馬會慈善基金贊助和香港
創新醫療學會支持，有助減低病人回醫
院配藥風險。她呼籲有需要市民可致電
基金查詢和申請，預計下月4日開始派送
藥物。

由於部分藥物須冷藏於攝氏兩度至8度
環境，故引入「物聯網」及「冷鏈科
技」科技，即時跟進運送進度和監察期
間的溫度，確保藥效不受影響。

確認申請後約3天送到
她續說，病人或代理人可透過服務熱

線、短訊或網上表格提出申請，確認申
請後約3天至7天便會收到藥物到戶的時
間安排，預計初期每日派遞不超過20名

病人。病人收到藥物後，義務藥劑師會
透過遙距提供藥物輔導服務，增強病人
對藥物認知，加強用藥安全。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主席袁少林表示，

約九成長期病患者使用公營醫療服務，
疫情爆發初期，市面一罩難求，醫管局
非緊急服務也受影響，形容長期病患者
「人人自危」，擔心受感染和「斷
藥」。他續指，雖然有醫院提供「免診
取藥」服務，但「送藥到戶」更方便。

團體免費送藥到戶助長期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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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傾向短線遊 首考慮公衛安全

香港文匯報記者前往聖若瑟書院試場視
察，7時起陸續有考生到校。約7時40

分，該校容許考生進入校園，但需要先用校
方提供的酒精搓手液清潔雙手，再向學校職
員遞交「健康申報表」。考生先在校方安排
的有蓋操場休息，場內備有椅子，座位與座
位間相隔一段距離，7點50分正式安排學生
進入考場。
該校校長程景坡表示，共有31人被安排於
該校禮堂應考，每名考生可佔用兩張桌子，
考生之間的距離達到1.8米的規定；學校已安
排特別室供咳嗽學生入內考試，避免影響其
他考生。
該校加強了廁所清潔，在考試前一晚、考
試期間及試後亦會清洗廁所，廁所內較往常
提供更多洗手液，廁所外的地面亦劃上排隊
輪候線，提醒學生應保持距離。
該試場沒有學生因體溫過高而被拒入試
場。考生何同學表示，學校每人派發一支酒
精搓手液，對防疫安排感到滿意。不過，她
唯一擔心的是「考試離場時，成堆人一齊
走，似睇戲散場，怕引發感染風險。」另一
考生陳同學則在考試前用酒精清潔桌子，以
防萬一。
考評局主席容永祺及秘書長蘇國生昨晨到
訪另一試場路德會協同中學，並於下午舉行
記者會，交代首日考試情況。整體而言，考
試流程和公共交通等方面大致暢順。目前，
該局暫接獲178名日校考生及120名自修生因
病、身處外地或未完成隔離檢疫等原因而要
求退出考試，其中78名為內地考生。

申評估須21天內交醫生證明
在該178名退考的日校考生中，有18人已

申請成績評估。考評局提醒日校考生，如因
病缺席而要申請成績評估，必須在21天內提
交醫生證明文件，逾期將不獲處理。
今年外界特別關注考生進入試場的安

排，蘇國生表示，多數考場已採取彈性措
施，包括讓考生提早入場或設等候區予考生
休息等，以減少人群聚集。為加強防疫，政
府已為考生準備了約20萬支酒精搓手液，
將於下周陸續派發。由於考生對衛生的警
覺性提高，加上近期的確診數字有回落趨
勢，蘇國生有信心能順利舉行考試至5月
25日。
就有考生關注考試結束時沒有管制人流，

考評局公開考試總監麥勁生回應指，各考場
應考人數不一，難有硬性指標。不過，局方
早前已與考務人員溝通，對方可以即場判
斷，盡量讓考生分批離去，避免人群聚集。

聯招放榜順延至8月13日
由於文憑試昨日順利開考，大學聯招（JU-
PAS）昨日宣佈各項相關日程亦會順延，包
括學生更新選報各大學課程志願的最後限期
會延至6月3日，而聯招放榜結果則會於8月
13日公佈，較原有安排略遲3天。
中文大學則因應文憑試4個核心科將於下

周一至5月5日舉行，相信大量考生會在早上
7時至8時的繁忙時段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
試場，故校方決定在此期間維持各部門彈性
上班安排，分散人流。
至於港大校長張翔、副校長（教學）何立

仁等連同一眾學生大使製作打氣短片；港大
學生會管弦樂團一眾團員則將流行曲《青春
頌》改編，以管弦樂形式在家隔空合奏，鼓
勵考生積極迎戰文憑試。

應屆文憑試考生早前受
社會事件及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加上考試延期，可
謂一波三折，心理壓力特
別大，昨日更是首日考

試，同學格外緊張，難免有「甩轆」或
阻滯情況，不少考生忘記預先填妥健康
申報表，甚至有人忘記帶表格，需要由
試場或其他考生提供；有考生則誤報健
康資料，要重新填寫表格。
在觀塘的慕光英文書院，早上7時半

已有考生在門外等候入場，但部分考生
沒有預先填妥健康申報表，甚至有人忘
記帶表格，需要由其他考生提供。考生
賴同學表示，延期考試對其心情有負面
影響，預計現場發揮「只有原來水平的
一半」。

迦密中學昨日有3名考生額探時體溫
「超標」，要改用耳探檢測，其中兩人
過關，但餘下一人於耳探時仍超出38
度，要休息5分鐘後再進行耳探，最終
亦達標，獲准進入試場。據了解，該考
場考生座位之間有近兩米距離，上述3
名考生毋須在特別室應考。
此外，該試場約有10名考生忘記提

交或攜帶健康申報表，唯有填寫校方
額外準備的健康申報表，不過有考生
疑填表時出錯，表格列出的3項，包括
「我的體溫正常」、「我沒有急性呼
吸道感染徵狀」及「我沒有在考試日
前14天內到內地或其他要求強制隔離
的國家、地區」均選擇「否」。在場
老師發現後，向該考生了解，考生要
即場重填表格。

考完見人多 不敢上廁所
應屆考生何同學表示，開考前有上洗

手間，因離場時看到有考生聚集，擔心
「中招」，故考完試後決定回家才去廁
所，非常小心。另有考生將局方派發的
口罩包帶到試場，當中有10個口罩，確
保有足夠口罩替換。
除了學生緊張，家長亦忐忑不安，家

住中西區的家長陳太昨早6時15分便起
床，陪女兒乘的士到試場，更為女兒預
備兩三支搓手液和幾個口罩。她坦言女
兒因考期延遲感焦慮，作為家長，她這
星期每天都留意新聞報道的確診數字，
「真係好緊張，只希望唔好爆發疫
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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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緊張甩轆 填錯健康申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民黨昨
日與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會面，要求特區政府
推出第三輪紓困措施，包括向自由職業者、
65歲以上僱員、沒有供強積金的自僱人
士、長期散工等發放每月5,000元津貼，並
通過稅務寬免鼓勵業主減租，「減租越多，
寬減越高。」

發放津貼 寬免稅務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在會後表示，政府審

視市民和各行各業的最新情況，推出第三輪
防疫抗疫基金，包括向未能在首輪及次輪受
惠的市民發放每月5,000元津貼，為期6個
月，並通過稅務寬免鼓勵商舖業主減租。
新民黨並建議，政府向外傭代理公司提供

8萬元資助，估計目前合資格的公司有650
間以上，預計涉及金額5,200萬元。在支援
貨運業方面，為登記大型貨車車主提供一筆
過三萬元資助，及為每名司機提供每月

6,000元補貼，為期6個月。
新民黨副主席黎棟國表示，政府目前向

每名前線保安及清潔工每人每月 1,000
元，為期4個月，但每幢大廈只有6個名
額，建議改善「抗疫辛勞津貼」，放寬名
額限制，並敦促物業管理業監管公開釐清
申請準則，及容許申請人平均分配資源，
和放寬「主要及實質業務為零售」申請的
門檻。

新民黨倡推第三輪紓困

■新民黨與張建宗會面，要求特區政府推出
第三輪紓困措施。

■■監考人員核實考生身份監考人員核實考生身份。。 考評局圖片考評局圖片

■■試場內座位距離明顯試場內座位距離明顯
拉闊拉闊，，保障考生安全保障考生安全。。

考評局圖片考評局圖片

■■考生進試場時要消毒雙手考生進試場時要消毒雙手、、量體溫及提量體溫及提
交健康申報表交健康申報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藥學
服務基金推
出「抗疫期
間免費送藥
到 戶 」 服
務。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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