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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呼吸道感染疫情在校園爆不停，昨日單日再多9間學校「爆疫」，再多246

名學童中招，使近日累計有逾1,900人感染。因應有關情況，特區政府昨日宣

布所有幼稚園及幼兒中心由明天（14日）開始暫停面授課堂及校內活動兩星

期，至本月27日為止。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憂慮上呼吸道疫情與新

冠肺炎疫情重疊，加上幼童的自理能力低，未能正確戴口罩，故先叫停幼兒園

的面授課堂。衞生防護中心則透露，有關疫情不是由流感引致，主要涉及過濾

性病毒包括腸病毒及鼻病毒所導致，暫時在上呼吸道感染患者的樣本中未發現

新冠病毒。

校園連環「爆疫」幼園停面授課
昨增246學童上呼吸道感染 明起停校內活動兩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與新加坡的
「旅遊氣泡」將於本月22日起生效，旅客來往兩
地毋須檢疫，「餓旅行」近一年的港人紛紛搶購兩
地機票。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登入國泰航空網站搜
尋飛往新加坡的航班，本月22日至30日的航班機
位疑已全數售罄，最快下月1日才有機位，價格高
達6,600元。香港各旅行社亦摩拳擦掌，推出新加
坡旅行團。不過，旅客先不要過早興奮，由於本港
疫情昨日反彈，新增6宗不明源頭本地個案，觸碰
「旅遊氣泡」的「熔斷機制」，隨時會叫停，屆時
已買機票及報團的市民要辦理一堆退款手續，若在
行程中途「旅遊氣泡」暫停，亦要遵守正常的檢疫
程序。

最快下月1日才有機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下午到國泰航空網頁搜索首
班在本月22日出發的「旅遊氣泡」航班機票，無
論是單程或來回票，結果網站顯示「未有航班提
供」，料已全數售罄。本月24日、26日、28日及
30日的「旅遊氣泡」航班同樣亦「未有航班提
供」。最快下月1日才有航班機位，價格高達
6,619元。若想趁聖誕假期去新加坡慶祝，下月23
日的機票價格為最低5,949元，12月24日的機票價
格更高達7,139元。
香港旅行社亦因應新加坡「旅遊氣泡」推出旅行
團，如縱橫遊推出「新加坡再起動」4日3夜及5日
4夜兩個新加坡團，行程包括魚尾獅像公園、南部
山脊、麥里芝步道、濱海灣花園、濱海堤壩等，團
費分別為5,799元起及6,999元起，已包含當地檢測
費，但須在香港進行的檢測要由團友自行安排。除
旅行團以外，公司亦將會推出4人至6人的新加坡
小包團。
東瀛遊推出的相關自由行旅遊產品，每團最多

20人，每5人為一組，團費預計每位約6,000至
8,000元，未包檢測費。最快下月7日才出發。永
安旅遊則預計，首團新加坡旅行團將於12月初出
發，每團人數不會多於20人，預計每位淨團費約
6,000元，同樣不包檢測費。

若停「氣泡」會退還款項
不過，成功搶到機票或報團的旅客也先不要過早
興奮，因為「旅遊氣泡」設有「熔斷機制」，若香
港或新加坡過去7日平均每天不明源頭本地個案逾
5宗，計劃暫停兩周，個案回落才重啟。香港疫情
昨日反彈，增6宗不明源頭個案，即「旅遊氣泡」
隨時「爆破」。
國泰航空表示，若「旅遊氣泡」暫停，將會為在

這段時間出行的旅客退還機票款項，或豁免更改機
票日期的手續費。如旅客在行程中途，國泰會重新
分配到正常的非航空旅遊氣泡航班上，但要注意，
旅客屆時要遵守正常的檢疫程序。
縱橫遊則指，如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

團，客人繳付退票費後可選擇保留團費6個月，或
繳付每位旅客基本手續費為訂金50%後退回已付的
款項，一切視乎實際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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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
多個行業在新冠疫情下備受打擊，其
中油麻地廟街多間歌座歌廊先後就因
為疫情而兩度停業，一眾從業員飽受
零收入之苦。同時，本港疫情近日有
回彈趨勢，業界擔憂將會爆發第四波
疫情，引致新一輪「停業潮」。業界
人士包括歌座歌廊經營者和歌手昨日
到政府總部請願，希望政府將他們納
入防疫抗疫基金的資助範圍，支援這
個極具本土文化特色的行業。
請願人士表示，由於歌座歌廊大

多未有申請娛樂設施牌照，從業員
亦多為自僱人士，並沒有在強積金
計劃下供款，因此其行業成為疫情

保障計劃下被「遺忘」的一群，未
能享受到防疫抗疫基金及「保就
業」計劃的支援。同時，本港可能
爆發第四波疫情，擔憂業界再要面
對「停業潮」，因此希望政府將這
個行業納入保障範圍內。
在油麻地廟街歌座歌廊擔任歌手

的關小姐指出，本港自疫情爆發以
來，歌座歌廊已先後兩次被迫要停
業關閉，她們這些歌手並沒有底
薪，平日是多勞多得。停業的幾個
月間，她與數百位從業員因未能開
工而零收入，生活大受影響。
她表示，歌手多屬自僱人士，沒

有強積金供款，歌座歌廊經營者因

此亦未能申領「保就業」計劃的資
助，一眾歌手無法獲任何保障，加
上業界多未申請娛樂設施牌照，因
此亦不獲任何補貼支援。
關小姐直言，自己有幸可依靠之

前的積蓄，暫能應付生活開支，但
有同事不幸積蓄不多，困境下只能
四處借錢，要舉債度日，希望政府
可以體恤他們這個「被遺忘」的行
業，將他們納入保障範圍。

歌座歌廊業冀納保障範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
於下周一推出「安心出行」手機應
用程式，讓市民記錄曾到訪的參與
計劃場所行蹤，減低病毒進一步擴
散風險。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創

會會長梁立仁昨日表示，至今已有
超過 300 間酒吧遞交資料參與計
劃，正等待政府回覆，並將陸續收
到更多酒吧申請。
聯會表示，自疫情爆發以來，持

牌酒吧先後已停業101天，獲准復
業後仍有一段日子只能營業至凌晨
零時（10月30日放寬營業時間至凌
晨2時），酒吧客人轉移至其他場
所消遣，致令無牌賣酒處所或其他

違法經營方式頻頻出現，影響持牌
酒吧及會所的經營環境，生意大受
影響，亦嚴重影響公眾安全及抗疫
成效。
梁立仁表示，酒吧業界願意與政

府合作，主動配合政府採取防疫措
施，而持牌酒吧須受多重審查及監
管才獲發牌，呼籲大眾消遣時選擇
光顧正規持牌酒吧，精明拒絕「無
牌賣酒處所」。
有業界代表指出，目前無牌賣酒

處所的數量已超越有牌的酒吧，警方
現加強巡查酒吧，一周查牌四五天，
或一日內巡查同一間酒吧3次，客人
都坦言十分「冇癮」，影響生意，故
希望警方的打擊及巡查行動，針對該
類無牌處所，加強執法。

逾300酒吧參與「安心出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策
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的「保就業」計
劃秘書處昨日公布新一批領取第二
期工資補貼的僱主名單，涉及超過
8,800名僱主，發放工資補貼額約50
億元，承諾受薪僱員人數超過21.3
萬人，其中九巴以及美心獲批補貼
額最多，分別均超過3.2億元，合共

接近2.6萬名僱員受惠。
「保就業」計劃第二期共收到逾

18萬份申請，包括逾15萬名僱主，
昨日新公布的第二期計劃第四批僱主
名單中，領取補貼最多的10間公司
包括九巴及城巴兩間巴士營運商，其
中九巴獲得3.26億元補貼，是今輪
補貼額最多的公司，承諾受薪僱員人

數為12,590人，而城巴則獲得8,265
萬元補貼，排最多補貼額的第五位，
承諾受僱人員為3,352人。
美心食品則獲批逾3.21億元，僅次
於九巴為第二間獲最多補貼額的公
司，其承諾受薪僱員人數為13,456
人；第三位是中國海外建築有限公
司，獲批1億零84萬元，承諾受薪僱

員人數為3,750人；第四位則是ISS
Facility Services Limited，獲批逾
9,047萬元，承諾受薪僱員4,806人。
至於第六是PCCW Services Lim-

ited，獲批近8,175萬元，承諾受薪
僱員3,324人；第七至第十則分別是
香港安全護衛服務有限公司、大新
銀行、香港空運貨站有限公司，以
及中信銀行，獲批的款項由5,704萬
元至6,410萬元不等，四間公司合共
承諾僱員人數合共有9,774人。

九巴美心「保就業」各獲批逾3億元

陳肇始昨日聯同教育局、衞生署及社署相關
官員召開記者會。陳肇始表示，從本月8

日至昨日上午9時半，衞生署共錄得171宗上呼
吸道感染爆發個案、逾1,900名人士受影響；
當中101宗涉及幼稚園、幼兒中心，情況令人
憂慮。

陳肇始：幼兒自理能力弱傳染機會大
她說，政府除了考慮到上呼吸道感染的情況
和數字外，疫情亦反映儘管本港已實施強制戴
口罩措施，學校亦非常努力採取各項感染控制
措施，但由於幼兒本身較年幼，自理能力相對
較弱，所以上呼吸道感染仍然於幼稚園及幼兒
中心廣泛爆發。
她表示，雖然受上呼吸道感染爆發影響班別的
師生中，暫時並無發現有新冠肺炎的確診個案，
惟一旦有學童在幼稚園及幼兒中心不幸感染，將
很大機會傳染其他同學、教職員或其家人，並可
能會導致類似的廣泛爆發和群組的出現。
考慮到現時新冠肺炎的本地與全球疫情、冬
季流感高峰期將至、公營醫療系統的壓力，以
及幼兒的個人衞生情況等一籃子因素後，政府
決定所有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自明天起暫停面授
課堂或服務14天。相關部門會檢視情況，再決

定是否需要延長；亦會密切留意同樣「爆疫」
的中小學情況，採取適切措施。

上呼吸道疫情與流感無關
衞生防護中心總監黃加慶表示，今年上呼吸

道感染爆發來得較急，10月中至10月底沒有收
到爆發的通知，但10月底至11月初就大幅增
加。患者的樣本化驗顯示，上呼吸道疫情主要
涉及過濾性病毒包括腸病毒及鼻病毒所引致，
與流感爆發無關。
政府亦留意到，近日有不少家庭在課餘時

間，帶子女出席大型聚會，呼籲家長減少帶學
童參加課外活動及避免到人多擠迫地方。陳肇
始續稱，冬季流感高峰一般是1月爆發，市民
除了做好個人衞生外，亦應及早接種流感疫苗
以預防季節性流感，尤其是小童、長者及長期
病患者。
教育局會向學校發出信函，闡述在這段期間

應採取的措施及相應安排，並指學校可運用其
他模式，讓兒童在家中學習。學校在暫停面授
課堂期間，須如常保持校舍開放，讓家中缺乏
人照顧的學生回校；另外，社署亦宣布全港幼
兒中心及特殊幼兒中心由明天至本月27日暫停
提供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對於
政府宣布全港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周六起
停課兩周，教育界及家長都表示，在疫
情嚴峻下停課可以理解，有助減低傳播
風險。但他們亦坦言，再次停課對不少
家庭帶來挑戰，特別是幼稚園網課成效
欠佳，而雙職家長亦會因照顧子女感到
困擾。
教聯會對幼稚園暫停面授表示理

解，認為在流感加上零星新冠確診個
案下，此舉可保障幼童健康，減低傳
播風險，該會並促請加快教職員的病
毒檢測速度，以保障師生健康。因應

幼稚園網課成效較低，該會期望教育
局加強相關支援，包括制訂更清晰指
引，以及協助業界解決網上授課遇到
的問題。
荃灣商會朱昌幼稚園校長林翠玲則提

到，幼稚園已做了不少消毒措施，如將
玩具按顏色給小朋友分組玩，之後立即
清潔等，相信各校亦會於停課期間加強
清潔。

雙職家長生活被打亂
幼稚園復課不久再次停課，對家長來

說亦甚是糾結。香港優質家長學會總幹

事奚炳松指，部分家長非常擔心孩子健
康問題，停課可以保障其安全；但亦有
不少家長被停課安排打亂生活，尤其是
雙職家長，要馬上作出相應調節，「唔
可以獨留小朋友在屋企，情況非常麻
煩。」
家長梁先生理解政府的決定，「為

了小朋友的安全，我們都沒辦法要接
受（停面授）。」家長姚先生亦認為
「停課必須要停，否則會影響到小朋
友」，他又說部分學校一星期前已出
現上呼吸道感染爆發，認為政府措施
略遲。

教界家長：停課助減傳播風險

▲陳肇始表示，憂上呼吸道疫情與新冠肺炎疫情重
疊，叫停幼兒園的面授課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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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近日錄得171宗上呼吸道感染爆發個
案，逾1,900人受影響，當中近六成涉及幼稚園和
幼兒中心。圖為幼稚園小朋友放學回家。 中新社

■■梁立仁指業界亦積極響應政府將推出的梁立仁指業界亦積極響應政府將推出的
「「安心出行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流動應用程式。。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聯會澄清聯會澄清「「無牌賣酒處所並非酒吧無牌賣酒處所並非酒吧」，」，不屬於酒吧界的一員不屬於酒吧界的一員，，
冀警方的打擊及巡查能針對正確對象冀警方的打擊及巡查能針對正確對象。。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