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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近一個月，香港或再次有院舍爆發新冠肺

炎。昨日本港再多4宗確診個案，全部是輸入個

案，惟本地「零確診」只曇花一現，消息指昨日

再有院舍院友初步確診。有街坊聲稱，不時見涉

事院舍的職員帶院友外出散步，疑因此染疫。香

港文匯報記者「放蛇」發現，有院舍的防疫措施

鬆懈，更有院舍為吸引長者入住，解禁讓閒雜人

參觀，其間見除了職員外，院友均沒有戴口罩，

職員為展示院舍的衞生情況，更鼓勵記者脫下口

罩「聞吓院舍有冇異味」，參觀歷時十多分鐘，

一旦訪客是隱形患者，這些院友相當高危。

院舍防疫鬆懈 再有院友初確
有安老院任閒雜人參觀 叫記者脫罩「聞吓有冇異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胡永愛
深圳報道）香港學校昨日全面恢復面授課
堂，但跨境學童受檢疫措施限制，不少人仍
滯留內地，面授復課無期。薛女士正讀小六
的女兒因疫情無法正常去香港上學、考試，
不過，她已為女兒作好兩手準備，一面讓女
兒在深圳補習，全力備戰呈分試；一面尋找
深圳合適的學校，「不管考試結果怎樣，希
望健康碼問題可以早日解決，讓孩子能盡早
復課，也期望深港能早點推出跨境學生升學
的相關政策，給我們多重選擇。」

為呈分試與其他家長共租房
薛女士早前在深圳給女兒報了幾個培訓

班，「近期一個階段的課程上完就去香
港」，為了跟上學校的節奏，薛女士每天

跟在香港的同學家長保持密切聯繫。
她表示受新冠肺炎影響，香港往來深圳

必須要在兩地接受檢測和隔離，為了順利
「小升初」，上學年薛女士帶着女兒經隔
離後，在香港呆了一段時間，邊上學邊進
行呈分試。因為在香港沒有住房，她們只
能與其他家庭共同租房，「考完後，香港
又爆出新一輪的疫情，因此我帶着女兒馬
上回到了深圳。」
薛女士女兒所在的學校現在已經恢復面

授課堂，她此前則在深圳找了相關培訓機構
進行專門的補習。她指學校跨境學童比例不
高，面授復課以後，老師也沒有足夠的精力
額外兼顧網課，只能靠自己，故她已經請同
學家長在香港找住處，稍後會再度來港，希
望可以趕上學習進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香
港確診個案近日忽高忽低，政府專
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
許樹昌形容第三波疫情已經「近水
尾，但手尾長」，呼籲病徵輕微人
士到醫管局門診作免費深喉樣本檢
測。他指出，社區再次出現源頭不
明的本地個案，反映社區仍有隱形
傳播鏈，提醒市民在國慶和中秋節
長假期，避免長時間逗留在人多擠

迫的地方。

再現不明源頭 不應放寬限聚
許樹昌昨日在電台節目表示，留意

到近日酒樓、食肆都接近爆滿，不少
食肆沒有遵從只可容納客容量一半的
防疫要求，而由於社區再次出現源頭
不明本地感染個案，認為暫時不應進
一步放寬限聚措施。本港明天展開國
慶連同中秋節的四天假期，他認為，

市民外出消費在所難免，但應該避免
到人多地方，用膳後也應戴上口罩才
聊天，並注意手部清潔。
許樹昌表示，特區政府現時希望盡
快通關，惟條件是兩地疫情受控，本
港起碼需要14天沒有出現本地確診
個案，才有條件通關。他認為，政府
暫時不應再放寬防疫措施，否則疫情
或會再次爆發，屆時通關便遙遙無
期。

許樹昌表示，全球現有38款疫苗
正在進行臨床測試，當中九款已進入
第三期臨床測試，在爆發率高的地方
如巴西、印度等，抽取四萬及五萬名
健康人士接種疫苗，觀察疫苗是否有
效，估計在11月至12月會有相關研
究數據出爐。
由於市民普遍有戴口罩，許樹昌指

本港一月時的流感高峰期縮減為五星
期完結，而且夏季沒有出現流感高峰
期，而澳洲和阿根廷等南部國家的冬
季流感高峰期亦減緩，相信香港冬季
流感大爆發機會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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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疫情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個案 4宗

◆本地個案 0宗

◆輸入個案 4宗

個案編號

5077

5078

5079

5080

◆累計個案 5,080宗

（包括1宗疑似個案）

背景

31歲男，從法國抵港

45歲女，從加拿大抵港

34歲女，從印度抵港

39歲男，從印度抵港

跨境生「合班」上網課迎復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疫情放
緩，全港學校上星期展開第一階段復課，
中小學幼稚園共七個年級的學生率先回
校，至昨日終於各級全面復課。有北區小
學嚴陣以待，除了在校門設置「消毒閘
門」、量度體溫等，課室桌子亦安裝了三
面透明膠板分隔。由於來港檢疫問題，不
少跨境學生被迫身處內地而無法返港上
學，校方遂採取「合併班」模式，將原本
分散在各班的跨境生集合為一班，以網課
形式復課。

有校設「消毒門」操場各級輪休
闊別校園約8個月，全港學校終於迎來
首個全面復課日，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前
往上水鳳溪第一小學了解復課情況。學
生、教職員進入校園前，需先經過一道會
噴灑消毒噴霧的「消毒閘門」，其後進入
活動室後，由穿着全套防護裝備的工作人
員協助下，接受紅外線體溫檢測。
校方取消早會安排，學生完成檢測後直
接到課室。校長朱偉林透過校園電視台向
學生致歡迎詞，並由副校長講解開學重點
事項。課室中的學生桌子均已圍上三面透
明隔板，以阻隔飛沫傳播，學校亦加強了
每天的清潔，確保校園環境安全。該校現
階段以半天形式復課，每天有四節45分鐘
的大課，中間設15分鐘小息。過往小息時

段所有學生均會到操場活動，但今年特殊
情況，各級會輪流到操場小息，避免過多
學生聚集。
朱偉林表示，昨日復課情況順利，但該

校有一半學生為跨境生，大部分正身處內
地無法返港，只有約20人完成或正接受14
天檢疫隔離。
他表示，復課初期會採取「合併班」模

式授課，即將原本分散在各班的跨境生集
合為一班，並在網上授課；在港學生亦合
併為另一班接受面授課堂。他期望政府能
盡快開通各個口岸，並推出「健康碼」助
跨境生來港上學。
小五生柯同學表示，在學校上課能面

對面與教師交流，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可
以馬上發問；至於衞生方面，他指不會
與同學靠得太近，更不會分享食物及飲
料。小三生陳同學雀躍地表示，「難得
上課，所以好開心！」她認為校園內的
防疫措施是為學生健康着想，「故不會
覺得麻煩。」

師生「碰手肘」打招呼
至於中學方面，位於石硤尾的廠商會中

學昨日有約800名學生返校，校長麥耀光
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校方要求學生入校
前洗手、在紅外線體溫監測儀前量度體
溫，小食部座位會用透明膠板分隔。在天

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教師在校門外與
學生用「碰手肘」方式打招呼。中四生何
同學表示，「我覺得回校上課好一點，因
為網課的網絡較差，會忽略課堂細節，重
要的知識也學不到。」
在幼稚園方面，聖文嘉中英文幼稚園

（華貴邨）校長麥謝巧玲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該校低班及幼兒班、高
班會分為上下午上課，「學童分批回
校，每批人數較少，由於學生停課太
久，有些學生一回幼稚園就哭，但教師
面對的學生較少，所以照顧也能好一
些。」

楊潤雄信教界應對疫下「新常態」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昨天復課整體

過程順利，但由於疫情尚未過去，大家必
須注意衞生，絕對不能鬆懈。就何時才能
真正回復正常的課堂安排，他指仍要視乎
疫情發展、專家意見及其他的配套措施，
要看何時才有足夠條件讓學校恢復全日制
課堂及讓跨境學童回港上課。
他又指教界要有心理準備，個別學

校、甚至全港學校仍有機會因疫情關係
需要暫時停課，改為在家學習或與面授
課堂交替進行，但他相信教界有足夠的
經驗和能力，應對疫情下的「新常
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
燁）本港爆發第三波疫情初期，
安老院舍成為重災區，先後有
14間院舍「爆疫」，導致29名
院友死亡。昨日再有護老院院
友初步確診，據悉本打算中秋
期間容許有限度探訪的安老
院，昨日叫停計劃。安老事務
委員會主席林正財表示，近日
社區仍有源頭不明感染個案，
中秋節不是放寬探訪限制的時
機；即使個別因特殊情況而恩
恤可探訪的個案，也要在做足
感染控制措施的情況下進行。
第三波疫情爆發至今，殃及

14間安老院舍，當中29名長者
死亡，佔全部死者人數接近
30%。其中屯門康和護老中心黃
金分院35名確診院友中，11人

死亡；首間爆疫的慈雲山港泰
護老中心的 34 名確診院友當
中，亦已有8人死亡；其餘救世
軍隆亨長者之家、大埔道兆善
護老中心、深水埗敬福護理
院、耆康會啟業護老院及葵涌
豐盛老人院均有長者因染病離
世。
香港安老服務協會委員李輝接

受傳媒訪問時透露，全港有兩三
百間安老院舍一度有意在中秋節
容許有限度探訪，但有部分院舍
昨日得悉元朗護老院出現初步確
診個案後，已決定停止有關安
排。

林正財不建議現階段放寬
林正財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目前院舍尚未全面開

放探訪，社署亦未有相關解禁
指引。
他指出，得悉中秋來臨，部分

院友及其家人欲游說院方放寬探
訪限制，但他認為日前仍有源頭
不明個案，顯示社區存在隱形患
者，不會幾天內消失，不建議現
階段放寬。
但他亦指，部分個案例如抑鬱

長者，可因特殊情況恩恤處理，
但院舍必須有信心做好防感染措
施，「例如會見地點要有良好通
風，每次探完亦要大清潔，如果
做不到寧願不放寬。」他又表
示，十分關注該宗初步陽性的院
友個案，「早前政府為院舍員工
做檢測，如果該院舍員工採樣結
果呈陰性，不知院友染疫渠道便
更令人擔心。」

截至昨日凌晨，本港新增4宗確診個案，全為無病徵的輸入個
案，分別從法國、加拿大和印度抵港。不過，昨日再有院舍

的院友初步確診，據悉患者是元朗護老院一名71歲女院友，已送
入博愛醫院醫治，消息人士指她的病毒量不高。

疑帶院友外出散步染疫
涉事護老院昨日重門深鎖，院舍所在的鳳翔大廈安排清潔公司進
行消毒，大廈內張貼收到通知有一宗初步確診個案的告示。有街坊
表示，平日曾見過院舍姑娘陪同院友出外散步，增加染疫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安老院舍也現「抗疫疲勞」，記者早前發
現港島區一間院舍在門外擺放二拉架表示觀迎有興趣安排親友入住
的人士參觀，記者遂致電查詢。接聽的員工最初聲稱，疫情嚴重不
便參觀，未等記者再請求，職員即改口說：「你打呢兩個電話搵負
責人傾。」記者隨後聯絡負責人，對方起初也表示疫情嚴重不便參
觀，但之後又自打嘴巴稱：「可以簡單嚟行一行（參觀）。」
當日，接待記者參觀的職員介紹院舍大致情況，雖然職員有為記者測
量體溫，又以酒精搓手液消毒雙手，並着記者於訪客登記冊上登記，從
登記冊上可見，之前已經有不少訪客曾進行探訪或參觀。該職員表示，
因應疫情，已有一段時間不准參觀，「你只可望兩眼」，但最終整個參
觀歷時15分鐘，職員向記者詳細介紹院舍的洗手間、床位等設施。

床位開放式 院友無罩「唱K」
從參觀期間所見，院舍內除了幾名職員外，20多名院友都沒有戴
上口罩，而床位更是開放式，只以木板分隔開。院舍內設有兩個活
動空間，其中一個活動空間有逾10名院友正坐在一起看電視，另
一個活動空間可讓院友「唱K」，也有數名院友沒有戴口罩唱歌。
最不可思議是職員為證實院舍的衞生情況良好，竟然鼓勵記者脫
下口罩，「聞吓有冇異味」。記者按其指示，脫下口罩，但在一個
空間不算寬敞，且有大量長者沒有戴口罩的環境之下，萬一訪客是
隱形患者，更一度脫下口罩，或會令病毒隨飛沫附於環境當中，從
而污染環境，有機會傳播給院友，甚至造成院內群組感染。

梁子超：院舍高危不宜放寬
目前，社署仍建議院舍暫停探訪。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院
舍是高危場所，不宜隨意放寛限制。「除非社區感染情況接近零，而院
舍及探訪者同時做好防疫措施，才有放寬條件。」他建議院舍應勤於清
潔共用設施，開放探訪後密切留意員工及院友有否出現病徵。若院舍無
法安排親身探訪，他建議運用視像見面，讓長者平衡心理及社交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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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兩手準備 在深補習搵學校

原准中秋探訪 一出事急叫停

許樹昌：疫情「近水尾但手尾長」

■學生進校前需先經過一道會噴灑消毒噴霧
的「消毒閘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課室中的學生桌子均已圍上三面透明隔
板，以阻隔飛沫傳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記者輕易到老人院參觀，院友們都沒有戴口
罩，而且訪客簿顯示，院舍有不少閒雜人出入，
十分高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老人院床
位 是 開 放
式，只以木
板分隔。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元朗護老院有人初步確診。護老院昨日重門深鎖，院舍所在的鳳翔大廈安排清潔公司進行消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