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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首次有在囚者初步確診新冠肺炎。一

名54歲男囚犯8月21日起，先後在小欖精神

病治療中心及荔枝角收押所羈留，以及到過

西九龍法院上庭，前日（4日）發燒送院，昨

日證實初步確診。由於他於14天的潛伏期

內一直被羈留，現階段不能確定是社區感

染，抑或在羈留設施內感染，曾與他囚在同

房的囚犯，以及兩處羈留設施工作人員和在

囚者均需要接受病毒測試，合共涉及約750

人。懲教署表示高度關注疫情，所有人員均

高度警覺，嚴格遵照既定機制防止傳染病蔓

延，並採取一系列防疫消毒措施。

入境處服務明恢復正常

在囚者初確 潛伏期一直羈留
不確定社區抑或羈留設施內感染 兩設施人員在囚者需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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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波疫情爆發至今兩個月，
特區政府早前在疫情緩和下放寬
防疫措施，包括戶外運動毋須強
制佩戴口罩。不少市民因感到
「抗疫疲勞」，昨日趁周末與家
人外出遊玩，其中不少人到大圍

及沙田一帶踏單車「唞一唞氣」，有巿民認為踏
單車時戴口罩會不太舒服，故只會在休息時才戴
回口罩，但亦有市民表示疫情仍未穩定，為保護
自己，就算踏單車仍會佩戴口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大圍和沙田一帶的單
車徑採訪，見到不乏有市民攜家帶眷在城門河畔

踏單車，也有市民沿着海濱公園跑步，部分巿民
因政府豁免運動強制戴口罩，故脫下口罩享受無
阻隔地呼吸新鮮空氣，但現場所見，部分人在單
車徑上貼得太近，未見有保持距離。
昨日往踏單車的張先生則指出，他踏單車時

會與其他人士保持一定距離，並認為戶外空氣較
流通，所以不怕脫下口罩，「之前要戴住口罩踩
（單車）有啲侷，所以都冇踩（單車）一排，
家停落嚟、唞順條氣先會戴翻（口罩）。」
許先生昨日與兒子一同在城門河畔踏單車，他

表示在疫情下，外出次數已經大減，「仔仔喺暑假
已經成日話悶，復返課又唔知有冇時間出嚟玩，咪

趁 家陪佢出嚟踩吓單車。」問及為何仍然佩戴口
罩踏單車時，他則表示：「以防萬一啫，我哋唔會
踩得好快，戴住口罩應該冇問題。」

嫌滲汗濕侷脫罩跑步
馬鞍山海濱公園也有不少市民跑步，有市民

佩戴面罩，不少人名正言順可脫罩跑步，其中居
於附近的梁女士表示每日都會到海旁跑步，早前
因跑步時須戴口罩而暫停了一段時間，「試過一
次（戴口罩跑步），啲汗滲晒入去（口罩），又
濕又侷，好辛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巿民周末「唞唞氣」新界脫罩踩單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全港中
小學及幼稚園將於本月23日起分階段復
課，暫只上課半天，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昨表示，局方前日已更新指引，表明學
校一旦出現確診個案，學生14天不能回
校要轉為網課，提示教界於課程或教學
上都需要有所預備，隨時因疫情改變授
課模式。他又提到，如疫情持續改善，
會考慮恢復全日課堂。

學校確診轉為網課14天
教育局上周五（4日）更新供學校9
月復課參考的健康防疫指引， 表明一
旦出現確診個案，衞生防護中心會建議
學校須暫停校內面授課及活動14天；
若學校於上課時間接獲通知教職員或學
生為確診或初步確診個案，及等候衞生
防護中心指示期間，亦應為有密切接觸
的師生安排隔離，並在安全情況下安排
放學。
指引並提到，若有教職員或學生確定
為密切接觸者，他們不可回校，校方則
可暫停面授及校內活動一兩天，安排網
上學習並消毒清潔校園。
雖然已定出復課時間及指引，但楊潤

雄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強調，疫情於
未來一兩年持續，隨時要按情況再次改
為網上授課或在家學習，教界不論課程

設計或教學安排上都要有所準備，改變
授課模式。他表示，9月下旬恢復半天
面授後，不少學校亦會於下午安排網
課，讓課堂能作彈性編排。
楊潤雄解釋，上半日課安排主要是

避免學生在校集體午膳，減低傳播風
險，如疫情改善便可考慮放寬，估計
可參考食肆防疫安排，當進食風險開
始降低，學校也有條件恢復全日制上
課，並再次呼籲教職員、學生及家長
都應參與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相信有
助提升師生家長對開學的信心，至於
應否為教界做定期檢測，則要視乎今
次計劃的情況而定。

研跨境生關口「點對點」接送
在跨境學生方面，楊潤雄指，有關安
排仍要與內地商討，會考慮安排約2,000
名5月曾回港上課的高中生，以由關口
「點對點」接送至學校的方案先行復
課。不過他亦指，有關方案未必能擴展
全部兩萬多名跨境生，要再行研究。
另外，有清貧學生在疫情下缺乏網上

學習資源，津貼中學議會主席潘淑嫻昨
日在電台節目中建議，教育局應縮減學
生在網絡上的貧富懸殊，包括恒常化資
助清貧學生購買流動電腦裝置，及資助
合資格學生的無線數據上網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黃媒謠傳參與「普
及社區檢測計劃」的採樣
人員穿着「非醫療用」保
護袍，隨即引起網民瘋
傳，特區政府昨日在fb「添
馬台」發文澄清，政府為
所有採樣員提供的保護
袍，主要是用於保護使用
者免受感染，而非作外科
手術之用。在感染控制角
度而言，保護袍須在液體
阻隔性能方面符合AAMI
PB 70標準，政府分配給社
區檢測中心使用的所有保
護袍均符合此標準。

《蘋果》屈「非醫用」
謠傳或受感染

黃媒《蘋果日報》昨日
在報道中引述在灣仔會議
展覽中心協助為市民採樣
的醫護人員稱，政府派給
採樣人員穿着的保護衣是
「中國製造」，而包裝上
註明是「非醫用」，接連
着保護衣的標籤也以英文
寫 明 「Non Medical
Use」，並稱此舉將令採樣
人員受感染，政府做法
「 離 譜 」 及 「 不 能 接
受」。
政府發言人昨日澄清，

政府分配給社區檢測中心
使用的所有保護袍，在液
體阻隔性能方面符合AA-

MI PB 70標準，並強調確
保參加檢測計劃的市民和
檢測中心工作人員的健康
和安全，一直是政府的首
要考慮，當局必定會在每
一個細節上嚴謹把關。

警助衞署檢疫
人多量多正常
另外，《蘋果日報》又
再次捕風捉影，引用政府
物流署首輪分配物資的文
件，聲稱警務處領取的保
護裝備多於衞生署，企圖
抹黑警方。特區政府前晚
在社交專頁批評有傳媒質
疑警方獲發口罩及保護衣
用量，較其他紀律部隊或
部門多，而事實上，最簡
單的理由是警隊人數達三
萬人，是各部門人數最
多，包括協助衞生署執行
防疫工作，在檢疫中心駐
守、駐守口岸協助執行檢
疫令，及突擊檢查在家受
檢疫人士，對保護裝備的
需求量持續上升。
在昨日的疫情記者會

上，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
處主任張竹君則回應說，
雖然不掌握保護裝備的整
體數字，但透露衞生署在
疫情下，只維持個別門診
服務，在臨床服務減少
下，該署保護裝備的需求
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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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潤雄：疫情持續改善或復全日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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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雖然香港第
三波疫情日漸平穩，但每日本地確診個案
中，仍有不少源頭不明的個案，衞生署衞生
防護中心在個案追蹤方面遇上重大挑戰，特
區政府正研發「感染風險通知」手機應用程
式，有助衞生防護中心找出確診病人的密切
接觸者，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昨日接受
電台訪問時強調，市民可以自行決定是否下
載該程式，並指所有資料只會記錄在市民的
手機內，政府不會收集相關資料，這雙重保
險機制能有效保障市民的私隱。

記錄存市民手機無「大台」
薛永恒指出，「感染風險通知」手機應用
程式，市民可自行決定是否下載；下載後，市
民外出活動，例如光顧食肆、乘搭的士等，有
關處所貼有二維碼，市民自行決定是否掃描二
維碼記錄行蹤，一旦的士司機確診，或食肆有
客人確診，程式會通知乘搭或光顧過的市民，
提醒他們接受病毒檢測和隔離。
對於程式引起對個人私隱的關注，薛永恒
指所有程式都是由市民自行把關，「係咪下
載程式，係咪掃描該場地的二維碼，都由市
民自己決定，所有相關記錄亦只儲存在市民
的手機內，所有的資料是沒有『大台』、沒
有一個『中央台』。」
另外，薛永恒指新冠肺炎疫情在秋冬季
有可能變得反覆，特區政府正計劃在未來
一兩星期再派「銅芯抗疫」口罩，讓市民
有所準備。他表示，政府之前已派發逾
500萬個「銅芯抗疫」口罩，並形容口罩
受市民歡迎。

香港文匯報訊 入境處公布，
除旅客出入境檢查服務外，其他
公共服務明日全面恢復正常，早
前已經預約的市民，可直接前往
相關辦事處、登記處或智能身份
證換領中心辦理申請，毋須重新
預約。至於全港市民換領身份證

計劃，處方正計劃調整原先公布
的換證時間表，將稍後公布詳
情。
另外，除香港國際機場、深
圳灣及港珠澳大橋管制站外，
其他管制站客運通關服務繼續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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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教署昨日表示，該名初步確診的54
歲在囚者於上月21日被法院判處

還押到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索取精神科
報告，院所管方按機制將他隔離，其間
他與另一名新收納在囚者於同一囚室隔
離，二人無接觸其他在囚者，體溫亦一
直正常。同囚室者目前未有病徵。

曾到西九龍法院應訊
前日，初步確診者被送到西九龍法院

應訊，之後被轉送到荔枝角收押所，院
所管方發現他身體不適及發燒，將他送
往公立醫院留院及接受治療，昨晨獲通
知他初步確診。懲教署已與衞生防護中
心聯絡，安排有密切接觸的人員及在囚
者進行病毒測試，並對相關地點進行徹
底清潔消毒。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

示，中心初步追蹤後發現該名初步確診
的在囚者在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有一名
密切接觸者，即曾與他同房的人，「兩
人被囚期間，一同用膳及共用洗手
間。」而在西九龍法院接觸他及荔枝角

收押所同室羈押的人，亦會被列為密切
接觸者。
小欖及荔枝角收押所的所有其他在囚

者和工作人員會安排接受病毒測試，其
中小欖約有150名職員和兩三百名在囚
者須檢測，而荔枝角收押所約有300人
須檢測，兩處合共涉及約750人。張竹
君又指，該名初步確診者曾入住石硤尾
邨美盛樓，目前不能確診是社區感染，
抑或懲教設施內感染。
據悉，該名在囚者已被判服刑。在荔

枝角羈押期間，他未必在單人牢房拘
留，可能有同房的人。

專家：或潛伏期超長社區感染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雖然患者羈留至發病超過
14日，但現時還不能判斷感染源頭，因
為他剛進入小欖時是8月中下旬，當時社
區爆發仍較為嚴重，不排除他是一名潛伏
期超長的社區感染個案；此外他亦可能是
在羈留期間被收押所或小欖的接觸者傳
染，但這種可能性需要再觀察幾日，看同

囚者和職員有無新增個案。
梁子超提醒，監獄等羈留設施，如有

傳播鏈，後果不可小覷。政府需要重視
這類地方的防感染控制措施，他建議將

院所內的人，分成不同小組分開活動，
避免大型交叉感染。他又指，部分精神
病人或未能很好地表達自己有病徵，需
要工作人員更加留意。

作為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的中心實
驗室，港島西區的中山紀念公園體

育館白天和夜景確有大不同，晚上用投影機在體育館右上角顥
示了非常醒目的標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火 眼 搶 眼

■有巿民脫下口罩，改為戴上面罩跑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不少巿民趁周末享受踏單車樂趣，部分人更脫下口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一名54歲男囚犯先後在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及荔枝角收押所羈留，前日發燒送
院，昨日證實初步確診。圖為荔枝角收押所。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