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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學校將

於本月 23 日

起 分 階 段 復

課，政府與教

界大力鼓勵師生積極參與普及社區檢測計劃，降低師

生回校感染病毒的風險，卻遭個別政治掛帥的「教育

團體」肆意抹黑，置師生安危於不顧。有教育界人士

指出，教育規例其實已賦予教育局權力，可規定任何

學生及學校僱員接受健康檢查，故若當局認為疫情有

危害學校的風險，可考慮引入強制病毒檢測，免社會

無謂爭拗。有家長代表支持建議，並認為可考慮進一

步擴展至家長層面，防患於未然。

教界倡師生強制檢測免爭拗
指教育規例賦權教局 可規定教職員學生接受健康檢查

香港文匯報翻查教育局《學校行政手冊》（2020/21 學年），
當中清楚提到學校應致力建立一個健康的學習環境。《手

冊》指所有教學人員在受聘前，均須由註冊醫生進行體格檢驗；
同時，學校進行招聘時，可查詢申請人能否出示醫生證明書或肺
部X光片，證明健康狀況良好，適合工作 。換言之，身體健康是
對教職員的其中一項合理要求。

規定源自當年肺結核問題
「有關規定其實是有歷史因由的，這是源於昔日肺結核問題，教
師工作涉及飛沫傳染風險，是以政府作出相關健康要求。」教聯會
副主席鄧飛解釋指，根據《教育規例》54條，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可
規定受僱於學校的任何人及教員，以及任何學生接受健康檢查。
被問到能否參考以上做法以應對目前疫情，鄧飛認為這要視乎政府
取態，「其實有部分教師為取得健康碼，寧願自費做檢測……亦有人
覺得有別於以往肺結核的情況，畢竟並非驗一次就代表長時間無
事。」鄧飛坦言，與其把「呼籲檢測」的責任放在教界身上，倒不如
教育局當機立斷，認真考慮是否要求師生參與普及社區檢測。

家長同檢測可保校園安全
關注教育政策的組織「救救孩子」發起人柯朝輝表示，內地曾有
學校疑因開學導致疫情爆發，而普及社區檢測是找出隱藏傳播鏈的
有效手段，故支持政府強制學生、家長及教職員接受檢測，確保校
園安全。
家校會主席方奕展認為，保障子女健康最好的方式是確認每名同
學均無感染，故支持家長及同學一起參與檢測，以提供安全環境讓
學生安心學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
姬文風）有中小學校長表示，教界
對參與普及社區檢測計劃表現積
極，有師生指由於很多巿民要預約
檢測，自己要報名也不容易，故認
為當局可考慮於將來復課後，專門
為學校推出定期的檢測計劃，確保
校園免受疫情威脅。另有學校已構
思不同的防疫計劃，有學校將錯開
不同年級的小息時間，亦有學校指

可能會取消秋季學校旅行，一切以
師生健康為重。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校長廖

萬里表示，支持教師及學生自願參
與病毒檢測，不少學生及老師反映
現時因大部分預約名額已經爆滿，
想要預約檢測亦非易事，因此他相
信師生對檢測反應普遍良好。他建
議將來復課後，教育局可專為學校
推出檢測計劃，校方會積極鼓勵老

師及學生參與。
至於本港學校即將恢復面授課

程，他指校方此前有復課經驗，
當中的衞生措施安排良好，相信
能避免學生在學校感染，另學校
會採取流動小息模式，安排初中
和高中錯開小息時間，盡量避免
人群聚集。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校長孔偉

成指，政府近月已積極呼籲師生及

家長參與檢查，為重返校園作好準
備，學校亦會配合政府作相關呼
籲，「假如將來可以考慮每星期檢
測一次，可能效果會更好。」他又
認為日後政府如可做好「健康
碼」，將有助跨境學生順利回港上
課，免受隔離之苦。至於開學安
排，孔偉成強調學校會做足衞生措
施，而一般在10月進行的學校旅行
活動可能取消，以策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新冠肺炎疫情在
香港持續近8個月，差不多所有現場表演活動自1
月起被迫取消，令逾千間活動及演藝公司、超過一
萬名從業員的生計大受打擊。「香港活動及演藝製
作界台前幕後大聯盟」的問卷調查顯示，行內近八
成受訪僱主，生意下跌超過九成；九成受訪僱員擔
心未來3個月會被裁員。但從業員在過去兩輪的防
疫抗疫基金都未能受惠，促請特區政府向業界按取
消的活動發放3萬至10萬元的補助。

煙花被取消 樂隊臨轉行
該大聯盟召集人毛偉誠表示，連續兩年十一國

慶煙花匯演被取消，加上主題公園、演唱會等小型
舞台煙火表演均要押後或取消，大量積存的煙花被
迫平賣或銷毀，他坦言：「（銷毀煙花）心好
痛！」他續指，躉船、倉庫、保險、煙花技師等工
具仍要出糧或承租「養住」，若然缺少其中一項，
下次的煙花表演難以舉辦。
樂隊MR上一次的演出已經是去年5月的出道10
周年演唱會，樂隊成員黎澤恩表示，已經很久沒有
演出過，「唔太記得表演的感覺。」他續指，不少
業界人士面臨轉行，擔心香港會流失這班人才，

「要宣傳香港有幾好，唔係淨係影吓街景、美食，
都需要呢班（演藝製作）人才，唔通到時（向全球
旅客宣傳香港）再用10年、8年去培訓一班（演
藝）人」，認為現時需要政府的支援。

近八成僱主生意跌逾九成
大聯盟另一召集人朱仲賢形容上述情況不是一

角，而是冰山，又指業界是最早停業，最遲復業的
行業。他表示，大聯盟早前收集1,587名業內人士
聯署，又引述5月進行的1,384份問卷調查結果，
98.4%僱主表示生意大幅下跌，當中近八成生意下
跌超過九成；九成受訪僱員擔心未來3個月會被裁
員；也有近九成八的受訪自由工作者，目前依靠積
蓄度日或者已經轉行。
本港自1月下旬起暫停大型表演活動，而限聚令
一天未解除，大型演出都不能恢復。朱仲賢指出，
早前政府向藝術發展局發放1.5億元資助，但只涵
蓋康文署轄下的場地，不包括在會展、九展等商業
場地，大部分業界都無法受惠。聯盟促請特區政府
向每一個被取消的活動補償3萬元至10萬元、向自
由工作者提供一次緊急資助、分階段放寬限聚令使
活動復辦，以及向活動主辦者提供場租資助。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立法會議員馬逢國
表示，特區政府知悉業界苦況，惟援助措施仍欠
奉，他會向政府再作建議，例如康文署可租出場
地，讓機構能拍攝網上活動等。

大坑舞火龍取消
另據了解，鑒於新冠肺炎疫情持續，今年中秋

傳統活動大坑舞火龍取消。主辦方大坑坊眾福利會
昨日在網站宣布，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傳播風險的不
確定性，為避免群眾聚集，決定取消原定今年9月
30日至10月2日舉辦的舞火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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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冀復課後推校園檢測

演藝製作界促每個取消活動補償1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疫情下食肆每晚十時後不准堂
食，不少市民買外賣回家消夜，
使塑膠器皿及餐具的棄置量上
升。綠惜地球環境倡議總監朱漢
強表示，組織早前到50間食肆進
行調查，發現外賣量較疫情之前
增加約五成。以環保署前年數據
作基準，他推算今年即棄塑膠餐
具棄置量約150億件。
旺角一間點心店負責人李先

生透露，疫情期間，每日平均
外賣單增加近一倍至每日160至
180張訂單，不同類型的點心要
分開入袋，需使用大量外賣
盒。他表示，平均每名外賣顧
客使用一個膠袋，但最誇張曾
試過一張訂單用5個膠袋，每袋
有8個至9個盒。

朱漢強表示，早前到50間食
肆進行使用即棄塑膠餐具的調
查，發現外賣量較疫情之前增加
約五成。以環保署前年數據作基
準，他推算今年即棄塑膠餐具棄
置量約150億件，擔心如果不多
做宣傳、呼籲市民要自備餐盒及
乾淨回收，到疫情過後使用即棄
餐具會成為市民的習慣，令外賣
及即棄文化更盛行。
環保署回覆查詢時說，今年上

半年本港整體都市固體廢物棄置
量，比去年同期下跌約5%，初
步估計是與經濟活動減少有關。
至於即棄塑膠餐具的棄置量有無
增加，署方說現時無相關統計。
環保署呼籲市民，抗疫的同時，
盡量在可行情況下少用即棄餐
具，到食肆買外賣可自備器皿。

外賣激增五成
膠餐具棄置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網絡紅人、前「香港眾
志」成員周庭早前涉違反國安
法被拘捕，昨晚又到港鐵佐敦
站外和泛暴派區議員何富榮等
人擺街站，反對政府推廣的普
及社區檢測和健康碼。警方到
場警告散去不果，遂向周庭等6
人發出違反限聚令告票。
昨晚周庭一行6人在港鐵佐敦

站A出口外，擺設街站反對普及
社區檢測。至晚上7時許，數名
軍裝警員到場，警告眾人違反疫
情之下的限聚令，登記他們的個
人資料並要求他們散去，惟逾半
小時後各人仍拒絕合作，遂被警
員發出違反限聚令的定額罰款告
票。
8月10日，周庭與黎智英等10

人分涉違反香港國安法及串謀詐
騙等罪名被捕，其後周庭雖獲准
保釋，但旅遊證件則被沒收。警
方指周庭等人涉與一個名為「我
要攬炒」宣傳制裁香港的組織有
關，周庭有參與該團夥的營運，
因而觸犯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九條
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
全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攬炒派為抹黑普及社
區檢測計劃無所不用其極，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
鋒昨日在其facebook賬戶發文，聲稱一名在僱傭中心工
作的市民向他稱，中西區民政事務處為計劃「篤數」，
表明如能找到10名外傭接受檢測，就可以有200元「獎
勵」云云。中西區民政事務處強調並無此事，有政界人
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黃之鋒造謠抹黑，大家應
盡公民責任參與檢測，遏止疫情擴散。
黃之鋒聲稱，一名在僱傭中心工作的市民聯絡他，該名

市民指，上周五收到中西區民政事務處的公務員WhatsApp
和來電，表明有高官會在周末前往中環大會堂的檢測中心
巡視，促有關市民安排50名外傭到該處進行檢疫測試。
黃聲稱對充撐場面的安排「不感意外」，並抹黑民政處職

員擺明「以金錢利誘」，以增加檢測數字，批評特區政府
「浪費公帑」，甚至存在「利益輸送」云云。他更揚言，無
論政府否認或承認事件，「答乜野（嘢）都死」，又藉此
「論證」檢測數字根本「充滿水份（分）」。

中西區民政處：絕無此事
就網上流傳有關政府提供金錢回報予僱傭中心的消息，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昨日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絕無
此事」。事實上，剛過去的周六、周日都沒有官員巡視大
會堂的檢測中心的消息，更見有關傳言是憑空捏造。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施榮懷表示，疫

情持續多月，無論民生或經濟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
必須盡早識別隱形患者，切斷傳播鏈，但攬炒派卻屢次
抹黑攻擊檢測計劃。他質疑，黃之鋒之所以言之鑿鑿，
是因為黑暴慣用金錢誘使他人「送頭」，所以他才有這
樣的思考模式。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指，自特區政府推出普及社

區檢測計劃以來，攬炒派不斷抹黑及攻擊，手法相當卑
劣，今次黃之鋒更借消息不明的片面之詞，抹黑政府以
錢來「篤數」，其所作所為只想繼續攬炒，並非真心為
香港好。

黃之鋒網誣民政處為普檢「篤數」 周庭等6人擺街站犯聚收告票

■黃之鋒聲稱中西區民政處職
員利誘外傭做檢測。 fb圖片

■警員向周庭等6人發出違反限
聚令告票。 網上截圖

■■香港活動及演藝製作界台前幕後大聯盟促香港活動及演藝製作界台前幕後大聯盟促
請政府向業界按取消的活動發放補助請政府向業界按取消的活動發放補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有教育界人士指，教育規
例其實已賦予教育局權力，
可規定任何學生及學校僱員
接受健康檢查。圖為小學生
上學。 資料圖片

◀有家長代表支持強制病毒
檢測，並認為可考慮進一步
擴展至家長層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 普及社區檢
測計劃本月1日起開展，市民
反應踴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昨日表示，政府上星期決定延
長普及社區檢測計劃至本周五
(11日)，現時正檢視各社區檢
測中心的運作情況及市民對檢
測服務的需求，以決定是否需
要進一步延長。
林鄭月娥昨日視察兩間分

別設於九龍城體育館和土瓜
灣體育館的社區檢測中心，
了解它們在普及社區檢測計
劃踏入第二周的運作情況，
並感謝醫護和工作人員的熱
心和努力。兩間社區檢測中

心的醫護人員分別來自聖德
肋撒醫院和播道醫院。林鄭
月娥在社區檢測中心聽取工
作人員介紹中心過去一周的
運作情況，並向在場的聖德
肋撒醫院院長黃智明醫生、
播道醫院院長伍綺文醫生，
以及醫護及工作人員表示衷
心感謝。她指有賴他們的付
出，以及市民的積極參與，
令計劃可以暢順運作，並找
出多名隱形患者，為防控疫
情作出貢獻。
林鄭月娥在視察期間亦與

接受檢測的市民交談，欣悉
他們對計劃安排表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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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視察兩間社區檢測中心，了解運作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