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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新冠肺炎疫情

似乎逐漸緩和，國際

學校可率先於昨日起

按校本情况分階段復

課，教育局指53所私立學校會陸續開課，不少學校實行半日

制方便學生適應。為掌握學界為復課作出的準備，香港文匯報

記者日前到津校獅子會中學了解該校的防疫安排，校長林日豐

指目前已有約兩萬個口罩及逾千支各種大小的酒精消毒液存

貨，校方已為部分設施噴上消毒塗層，在復課前一天會再全面

消毒，以策萬全。

學校陸續復課 防疫各師各法
獅子會中學備兩萬罩逾千消毒液 已為部分設施噴消毒塗層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廠商會「疫境童行」免費為學校檢測

川崎症3童抽血 覆檢後證新冠肺炎假陽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昨
日連續第三日無錄得新增新冠肺炎確診
個案，累計確診個案維持1,055宗。本
港疫情漸趨穩定，學校下周起陸續復
課，惟上月歐美各國出現多宗兒童疑因
感染新冠病毒而誘發川崎症併發的死亡
病例，香港醫管局遂於上周起追查今年
患川崎症兒童，進行抽血作新冠肺炎抗
體測試，其中3人檢測結果初步呈陽
性，兩人未確定，經覆檢後3人證實是
假陽性，其餘患者因覆檢結果未出爐，
未能確定是否同時感染新冠肺炎及川崎

症。

兩人等一周才有檢測結果
本港各間公立醫院兒科部門上周

起，陸續邀請今年患上川崎症的兒童
到醫院進行抽血。首輪檢測有16人的
血清樣本送往香港大學醫學院作新冠
肺炎抗體測試，當中3人初步呈陽性，
兩人未確定，其後經進一步檢驗較為
準確的中和抗體，3人證實無感染新冠
病毒，剩下兩人需等一個星期才有檢
測結果。

瑪嘉烈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科顧問醫生
關日華接受媒體查詢時指，歐美各國的
類似併發症個案普遍，但亞洲地區現時
的個案並不多。他指：「（併發症）不
是病毒直接引起的情況，是感染病毒後
三、四星期，產生抗體或免疫系統失
調。」據英國媒體此前報道，當地至今
約有100名確診新冠肺炎兒童出現川崎
症，上周更有一名14歲兒童疑併發死
亡。本港50名醫生上周曾就相關情況與
英國專家開會。
被問到香港有3名川崎症患者檢測對

新冠肺炎呈「假陽性」，關日華解釋
指：「懷疑是免疫系統活躍或失調現
象，導致產生很多抗體，而這些抗體令
他們對冠狀病毒呈假陽性。」
據了解，川崎症多影響5歲以下的
兒童，是免疫系統綜合症，病因不
明，會高燒不退、嘴唇發紅乾燥、出
紅疹、手腳紅腫，嚴重可併發心臟
病，形成冠狀動脈瘤，而在新冠病毒
的影響下，受影響的年紀範圍擴至16
歲。
另外，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

日出席立法會會議時指出，外圍疫情
仍難料，政府要留意疫情發展，並需
保留大量檢疫措施。對民建聯議員鄭
泳舜冀政府盡快騰空駿洋邨，讓住戶
遷入，她表示駿洋邨仍有從高風險地
區返港者進行檢疫，高風險地區亦將
會繼續有人返港，政府已增建其他檢
疫設施。
至於何時騰空駿洋邨，陳肇始指要視

乎有否足夠設施及疫情變化，屆時衛生
署會清空及消毒單位，再由房屋署處理
維修工作，以便盡快讓住戶搬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特區政府及不少機構在新冠病
毒疫情肆虐期間採取特別工作
安排，容許僱員居家工作。多
項調查顯示，大部分打工仔滿
意在家工作安排，希望疫情過
後能繼續保持在家工作。
香港永明金融以網上問卷訪

問了810名在職者，發現62%受
訪者1月至4月疫情期間曾在家
工作，大部分對相關安排感滿
意，亦對公司歸屬感提升。84%
受訪者認為居家辦公能騰出時間
做私人事務、81%指更輕鬆愉
快，而69%表示與同住家人關係變好，
此外73%受訪者希望居家工作恒常化。

冀長遠最少一天在家工作
嶺南大學研究生院亦訪問了1,976名

市民，涵蓋管理層、中層、基層、自僱
人士及其他各類別僱員，所有層級均有
逾六成人冀長遠最少有一天在家工作，
但管理層及自僱人士反對疫情後在家工
作比例較高，分別有31.1%及30.3%，
中層（15.3%）及基層（18.4%）反對的
聲音則較低。
被問及在家工作好處，72.2%認為有

更多休息時間、63.8%指可減輕工作壓

力，而49.2%認為與家人關係更好。不
過，居家工作亦有限制，首三項缺陷包
括電腦、打印機等辦公硬件器材不足
（66.4% ） 、 易 被 家 庭 瑣 事 分 心
（65.8%），以及易受家人、子女或同
住者打擾（63.9%）。
嶺大研究生院副院長暨人力資源管理

和企業行為碩士課程主任林敬新表示，
大部分受訪者對在家工作反應正面，而
在家工作是「家庭友善」政策之一，其
他先進國家及地區如芬蘭及荷蘭等已制
定相關法案，故建議在不損害香港作為
自由經濟的核心價值前提下，政府可發
揮倡導作用，推動僱主和員工溝通，並
多做調查研究未來在家工作的可行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蕊）香港學校
將於下周三開始分階段復課，為確保學
生及教師健康安全，減低校園內病毒傳
播風險。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廠商
會）昨日宣佈，將推出「香港檢測．
『疫』境『童』行」計劃，由旗下工業
發展基金有限公司（CMA檢定中心），
免費為全港2,200間學校，提供環境衛生
質量及新冠病毒環境篩查檢測。

即日起至6月19日接受網上登記
計劃對象涵蓋所有教育局註冊學校，
包括幼稚園、小學及中學（大學除
外），即日起至6月19日可接受網上登
記，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分配採樣名額及
日期，預計將於本周五起展開檢測工
作，最快一周內公佈結果。
學校在進行檢測前，需自行進行消毒
清潔，其後CMA檢定中心將派員到學校
3個地點，如校門口、課室、禮堂等多人
聚集地點，進行樣本採集及測試，各採
一個空氣樣本及檢測兩個物件表面細
菌、新冠病毒含量，以及收集實時二氧
化碳排放量等數據。
最後，檢定中心將會向學校頒發分為3

個 等 級 的 「 室 內 環 境 衛 生 質 量
（IEHQ）」標誌，以證明消毒清潔工作
成效，該標誌有效期為3個月，如學校有
需求，未來可定期以成本價優惠為學校
進行多次檢測，確保環境衛生。
廠商會表示，每日可以到30間至40間
學校採樣，預料將歷時3個月至4個月，
完成所有登記學校檢測。
廠商會會長吳宏斌說，復課後，學生

大部分時間在學校，提升校舍衛生水
平，有助於確保疾病和有害細菌遠離他

們。
他認為，計劃可加強學校對室內環境

衛生質量的重視，向學生灌輸個人清潔
衛生的重要性，以應對疫情對公共衛生
帶來的挑戰。
CMA檢定中心主席暨廠商會副會長盧

金榮表示，希望透過該計劃設定一套評估
準則，讓學校了解現時校舍設施的衛生水
平和質量，以及所採取的清潔方式是否有
效，檢測期間亦會有專業人士提出針對性
建議，使校方做出改善及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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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在家工作」調查新聞發佈會。
嶺南大學供圖

■廠商會向全港學校免費提供室內環境衛生質量檢測，協助學界對抗新冠肺炎。

教育局早前宣佈，全港學校將於
本月27日分3階段復課，首批

復課的學生為中三至中五；小四至
中二學生將會下月8日復課；小一至
小三及幼稚園K3班在下月15日復
課。國際學校則可在昨日起，按校
本情況分階段復課。

墨爾文國際學校改上課模式
位於大埔的墨爾文國際學校，中一
至中四約160多名學生先以半天形式
復課，各人進校時需先清潔雙手及量
度體溫；校方亦更改上課模式，包括
將原本圍圈擺放的座位改為面向同一
方位，同時關閉圖書館、體育館及泳
池等設施。

漢基國際學校上下午班復課
漢基國際學校昨日亦以上、下午
班形式復課，教職員在校外準備啦
啦球、肥皂泡、掛直幡等歡迎學生
回校。該校學生胡同學雀躍地表
示：「可以復課很開心，我們很久
都沒見過朋友。我帶備了自己的筆
盒，不與他人分享。」反映學生防
疫意識有所加強。
香港的官津學校亦為下星期的復
課作好準備。獅子會中學全校共有
600個學生，校長林日豐指文憑試期
間，每天應考的考生人數為200多
人，考慮到復課後校內人口密度較

高，故校方已把課室內的桌子與桌
子距離拉闊至1.5米。至於視藝室、
科學實驗室等亦會安排學生面向同
一方向上課，防止面對面飛沫傳
播。
除了實行半日制外，校方亦避免
學生在校內聚餐。該校率先復課的
中三至中五學生於8時起會進行量
度體溫、消毒等程序，然後直接回
到課室上班主任課。到第二階段復
課，初中生的回校時間會延至8時
20分，並於放學前抽20分鐘作為
班主任課，與高中生錯開上下課時
間。同時，該校擬安排小息時單數
學號學生到操場休息，雙數學號學
生留在教室，翌日輪替。
此前，教育界為購買學童口罩而

發愁，林日豐表示目前學校大約有
兩萬個口罩存量，除了教職員每人
派發50個以外，每個班級亦可有200
個口罩備用，「幸好辦學團體、家
長等踴躍捐輸，現時口罩供應充
足，學校亦有逾千支各種大小的酒
精消毒液。」
林日豐表示，校方已經為部分設
施噴上消毒塗層；在復課前一天，
校方亦會對學校進行全面消毒；學
校亦設有隔離室，供出現上呼吸道
感染症狀的學生入內等候家人接
回，房間設有6套桌椅，桌子三面均
用透明膠圍起，以阻隔患者飛沫。

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全港學校停課多時，復課安
排備受關注。就目前有2.7萬名跨境學童的安
排，教育局昨日表示，已初擬一套方案，包括專
為跨境學童開放福田/落馬洲支線口岸、向深圳
當局出示7天以內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等，
惟當中涉及多個範疇，預計新安排未能於5月27
日實行，故跨境學童的復課安排要稍後再公佈。
教育局昨日表示，特區政府一直與深圳市政府

多個部門商討跨境學童的復課可行性，並已初擬
一套方案。根據目前初擬的方案，中三至中五級
跨境學生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可經深圳灣或福
田/落馬洲支線口岸出入境，其中福田/落馬洲支
線口岸只會為跨境學童辦理出入境檢查，不會開
放予其他人士使用。

料新安排未能於5月27日實行
學童抵港後，為避免學生不必要的社交接觸，

跨境學生會乘搭校巴往返學校及港方管制站。各
人每天過境兩地時均須配合兩地的衛生防疫措

施，包括體溫檢測及向衛生署人員遞交健康申報
表、在校時學校負責的健康防疫監察，以及向深
圳當局出示7天以內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
等。教育局指出，鑑於復課安排涉及多個範疇，
多項細節仍需敲定，預計新安排將未能於5月27
日實行。
就一般學校的復課安排，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

珮帆就有關事宜向教育局查詢，教育局局長楊潤
雄以書面答覆時指，疫情導致的停課情況特殊，
學校可因應校本需要，視乎學生在未正式復課前
的學習時數和進度、日後補課的安排，彈性地分
配學校上學日數，不必硬性追趕每學年上課不應
少於190天的規定。
此外，經諮詢業界後，當局決定取消本年度的

「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抽樣安排，令學校
有較大空間處理復課後的各樣事宜，教育局將繼
續以2016年及2018年的抽樣所得的平均成績，
作為2021及2022年度中一派位的調整工具。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全港學校因應疫情停課，令原有的學
習進度、升學安排被打亂。林日豐表
示，由於疫情發展難以預料，故校方會
以持續性評估代替總結性評估，即在每
個單元完成後就安排一個小測，以掌握
學生的學習進度，「這讓學生的升留
班、高中選科有所依據，亦避免了考試
因停課而突然中斷。」
至於中三升中四的選科安排，學校亦
要調整。該校學生事務主任李淑貞表
示，選科程序與去年無異，「但礙於疫
情，我們只能請學生及家長把選科表格
郵寄到學校。」她又提到，原有的新高
中課程諮詢會、讓學生認識自我的工作
坊等只能取消，改由科任教師拍攝短片
簡介高中課程，讓學生及家長透過互聯
網觀看。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小測評學習進度
免突停課難考試

跨境童擬可經落馬洲口岸出入境

■獅子會中學在桌子上加上圍板，防止學生
用餐時口沫橫飛。 香港文匯報記者余韻 攝

■林日豐表示，學校現有約兩萬個口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余韻 攝

■李淑貞表示，科任教師會拍攝短片簡
介高中課程，讓學生及家長可透過互聯
網觀看。 香港文匯報記者余韻 攝

■獅子會中學隔離室內，設置6張由3塊
透明膠圍封的桌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余韻 攝
■獅子會中學的課室均以單行排列。

香港文匯報記者余韻 攝

■獅子會中學學生回校後，需要進行體溫檢測、
消毒等程序。 香港文匯報記者余韻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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