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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急速惡化，強

制檢測計劃刻不容緩，食物及衞生

局局長陳肇始昨日宣布，特區政府

會針對性地加強檢測工作，包括落

實為有病徵人士、安老院舍員工及

的士司機進行強制檢測，相關政策

局正積極籌備和落實有關工作。醫

學會則透露，政府建議有病徵者必

須在私家醫生提出轉介後5天內接

受強制病毒檢測，倘若延誤交還樣

本瓶，有關市民或被罰款兩萬元及

監禁。鑑於基層市民或憂慮參與強

檢後一旦確診會影響生計，勞工及

福利局正考慮提供一次性津貼予確

診市民。有消息指，津貼大概數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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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
肺炎疫情反覆，兼再遇多間學校爆發
上呼吸道感染，特區政府宣布全港小
一至小三下周一（23日）起暫停面
授課程14天，至於早前已停止面授
的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停課期延至
下月6日，與小一至小三同時復課。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解釋，新冠
肺炎與上呼吸道感染的傳播途徑及病
徵相似，考慮到風險及感染可能性
後，認為現階段初小風險較高，要率
先停課，並提醒高小及中學亦須做好
防疫，直言若再有爆發，或立即宣布
全面停止面授課程。

上呼吸道感染個案快速增長
衞生署本月至今錄得約439宗上

呼吸道感染爆發個案，涉及逾4,040
人，近六成個案為小學生，餘下三
成多涉及幼稚園或幼兒中心。衞生
署署長陳漢儀指出，雖然幼稚園停
課後感染數字稍有下跌，但仍有接
近150間小學爆發上呼吸道感染。
她承認，以往爆發上呼吸道感染

不一定需要停課，但今年個案快速
增長，情況比去年嚴重，考慮到初
小生的自理能力較弱，未必做得足
防疫措施，故安排他們停課。
陳肇始指出，新冠肺炎與上呼吸

道感染的傳播途徑及病徵相似，若
社區出現太多上呼吸道感染，醫護
或要花更多時間和精力分辨病人到
底是感染新冠病毒抑或上呼吸道感
染，故決定小一至小三先停課。

她並透露，當局曾考慮全港學校停
課，惟評估風險及感染可能性後，認
為現階段初小風險較高，「小朋友愈
細，自理能力愈低，所以安排先停
課。」陳肇始提醒高小及中學亦須做
好防疫，若出現爆發會立即公布停止
全港學校的面授課程。

蔡若蓮：教界表示理解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表示，已透

過電話與學校及議會代表溝通及說
明停課原因，學界初步表示理解安
排。由於學校在安排物資及實行防
疫措施上已有經驗，教育局會與學
校保持聯絡，參考專家意見後，再
決定何時復課，並呼籲仍要上課的
學生保持高度警覺，並提醒校舍要
保持開放，讓有家庭照顧需要的學
生可以回校。

袁國勇：准課堂除罩嚴重錯誤

現時全港中小學已實施面授課程
半天，學生不會在校午膳，惟政府
沒強制禁止學生在小息時進食。政
府防疫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
講座教授袁國勇形容學校容許學生
在課堂上除下口罩飲食屬「嚴重錯
誤」，因為脫下口罩感染風險高，
「而且小朋友不太注意自己衞生，
他們很多時候都周圍摸。」
他續說，近日引起上呼吸道感染

的鼻病毒要消毒5分鐘才能殺滅，
如果使用酒精搓手液的時間不夠
長，就不能殺死病毒，學校仍會爆
發上呼吸道感染。
另一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

院長梁卓偉認同，在目前的疫情
下，短暫停課是迫不得已，因學校
沒有人手和資源在第一時間弄清楚
究竟是上呼吸道感染，或是新冠肺
炎爆發。他希望短暫停課的措施，
可以切斷在小童群組的疫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余韻）政府
宣布初小學生下周一起跟隨幼稚園
暫停面授課堂至12月6日，教育界
及家長代表都表示，疫情轉壞面臨
更大健康風險，對措施表示理解，
但他們認為，是次公布過於倉促，
學校家長或未能有足夠時間準備好
在家學習，特別是雙職家長挑戰尤
大。

黃錦良：應給教界時間準備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表示，在新冠

疫情第四波爆發及小學上呼吸道感

染個案飆升風險下，對政府突然宣
布停止面授課堂表示理解。但他坦
言，相關通知情況較倉促，「局方
中午才宣布低年級停止面授課堂，
部分學校已經準備放學，其實學校
需要多點時間跟進相關工作。」
他說：「教育局應給予教育界足

夠時間準備，例如分發作業、網課
安排等。同時，學校也需要關注學
生的情緒，了解家長的需要。」

奚炳松：應速公布停課安排
香港優質家長學會總幹事奚炳松

表示，「小學爆發上呼吸道感染，
加上新冠肺炎疫情持續，作為家長
一定非常擔心孩子的健康！」
他直言，政府應該有足夠的承

擔，教育局及衞生署應該盡早公布
有關停課的安排，讓學校、家長能
夠有充足時間預備，「不是等到情
況突然惡化才公布應對措施；當措
施受到質疑時，政府亦需要有足夠
理據解釋相關安排的考量。」
奚炳松說，「法例不允許家長獨

留孩子在家，雙職家長也需要時間
找人幫忙照顧孩子」，建議政府應
與非政府組織合作，推出暫託孩子
的服務，讓他們在疫情期間得到妥
善照顧。

教界家長憂公布倉促難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基
於最新疫情發展，公務員事務局昨日
提醒各政策局和部門在維持公共服務
的前提下，盡量彈性處理員工的上班
安排，可考慮採取在家工作等措施，
減少辦公地點同一時間員工的數目。
公務員事務局發言人表示，政府致

力在疫情下保障僱員的健康和安全，
日前曾向政策局和部門發出電郵，提
醒同事要繼續保持警覺性，做好各種
防感染和社交距離措施，並覆檢已經
制定的預案，應對一旦辦公地點出現
確診或初步確診個案，或密切接觸者
的情況，該局昨日再次向政策局和部
門發出指引。
有關指引包括部門可將員工分成兩

組，交替在家工作，確保即使個別員
工不幸受到感染，亦不會令運作停
頓；在運作許可的情況下，部門可擴
大彈性上班和午膳時間的幅度，讓員
工可避開繁忙時間上、下班和用膳；
可按個別情況，容許懷孕、患有嚴重
長期病患或能夠在家履行職務等個別
員工在家工作。發言人表示，若部門
因實施各項社交距離措施而影響其公
共服務的提供，必須盡快作出公布。

陳肇始昨日在會見傳媒時坦言，社區上
增加不少源頭不明的個案，群組數字

亦有上升趨勢且在不同地區出現，顯示傳播
情況令人非常憂慮，香港市民需立即嚴陣以
待，減少不必要的聚會，否則第四波疫情將
一發不可收拾。
鑑於疫情有反彈的趨勢以及本地個案增
加，陳肇始指政府會進一步加強檢測，包括
在已設立法例的基礎下，盡快為有病徵人
士、安老院舍員工及的士司機進行強制檢
測。她強調，針對安老院舍職工與的士司機
這兩個特定群組的檢測一直在進行中，並未
停過，但要落實強制檢測時，相關政策局仍
要敲定一些細節，籌備工作已密鑼緊鼓，會
盡快落實。

政府按需要擬增社檢中心
她續說，明白基層市民憂慮參與強制檢
測一旦確診而要入院，可能會影響生計，
勞工及福利局正考慮提供一次性的津貼給
予確診市民。政府亦會按需要，考慮增加
社區檢測中心的數目。勞福局發言人回覆
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有關詳情會適時
公布。
的士司機朱先生表示，的士司機每日平
均接觸20、30名客人，不比其他行業高，
「唔明點解只強制的士司機(檢測)，還要強
制其他飲食行業都要一起做。」對於政府
擬提供津貼予確診者，的士司機黃生認
為，每停工一日的津貼最少 500 元才合
理，「不算貪心，我們都有支出的，現在
吃一個飯，早餐、兩餐（加起來）都超過
100元。」
至於有病徵人士方面，陳肇始指留意到有
群組爆發涉及不同區的市民，政府計劃在某
些大廈及某些區派出流動採樣亭，提供流動
派發樣本瓶服務，務求在有群組爆發的地點
或處所可盡快做到檢測。

有病徵者須48小時內交回樣本瓶
政府擬委託私家醫生轉介有病徵者接受
強制檢測，並於昨晚與多個醫生組織會
晤，商討運作細節。其中，與會的醫學會
會長蔡堅透露，政府擬授權醫生決定是否
要求病人強制檢測 ，醫生會發出附有條碼
的樣本樽予有病徵者，他們必須於48小時
內將樣本交回政府門診，否則政府會通知
醫生跟進；假如樣本瓶5日內仍未交回，
政府就會接觸病人，一經定罪有關市民或
被罰款兩萬元。
蔡堅指，政府每次會向醫生派發50個樣
本瓶，及5個幼童用的糞便樣本瓶，相信足
夠。但他擔心，可能有病人堅持不想進行檢
測，屆時需要醫生及病人一起商討。

初小下周一起停面授課14天 檢疫中心及病床
未來或不堪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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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新一波疫情爆
發，將令本港醫療系統再次面臨考驗。粗略估
計，昨日單是兩個「跳舞群組」(包括Star-
light Dance Club 及百樂會懷舊歌舞廳)已有約
200名密切接觸者需要送往檢疫中心，加上駿
洋邨歸還單位予準公屋戶的限期將至，呼吸系
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指出，未來兩周若本地疫情
未有得到控制，個案會呈幾何級數增長，屆時
即使開放亞博館臨時醫院、酒店檢疫等後備方
案，或都無法容納密切接觸者。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劉家獻表示，公立醫院現

時啟用 577 間負壓病房，使用率 72%，另
1,060張負壓病床，使用率64%。衞生防護中
心數據則顯示，竹篙灣檢疫中心1,500個單位
當中，有314個單位正使用，扣除236個單位
正待維修或消毒，餘下有950個單位可即時使
用。
梁子超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則指出，如疫情

未能及時受控，個案會幾何級數增長，密切接
觸者隨之大增，現時看似寬裕的醫療設施很快
便會飽和。他呼籲，市民最大限度減少出街，
才能減少病毒傳播。

有病徵者院舍員工的哥強檢
疑染疫者遲交樣本瓶罰兩萬元 勞福局擬一次性津貼確診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建議
私家醫生轉介有病徵人士接受病毒檢測，
但醫學會態度負面，有攬炒派組織更聲稱
強檢「侵犯人權」云云。政府專家顧問、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反駁指，
強制有病徵患者檢測與人權和政治完全無
關，又引用數據指出，私家醫生交回的病
人樣本，對新冠病毒呈陽性的比率較在機
場為入境人士檢測的高一倍，說明私家醫
生病人的命中率高，但不足四分之一有症
狀病人自願接受測試，政府若不推行強

檢，傳播鏈便不會中斷。
醫學會會長蔡堅對推行強制檢測態度

消極，於昨晨接受電台訪問時聲稱，強
檢有如「將個波跣畀私家醫生」，更稱
以全港約4,000名私家醫生計算，倘每名
醫生每日向 10名病人發書面指示要強
檢，衞生署每日就要處理4萬個檢測，
估計署方難消化急增的檢測量。多個攬
炒派團體日前亦表明反對強檢，聲稱此
舉「違反人權」，又擔心「破壞醫患關
係」。

「唔全部檢測，隱性傳播鏈繼續」
袁國勇昨日出席一個論壇時反駁，要

有病徵人士強檢並非侵犯人權，「我哋
未能切斷隱性傳播鏈，才有第四波疫情
出現，𠵱 家病人有發燒、喉嚨痛、咳嗽
呢幾項病徵，自願檢測的比例不足
25%，即係不足四分之一，最多都只係
三分之一，我哋唔全部檢測，呢啲隱性
傳播鏈就會繼續落去，所以係時候啟動
強制檢測，呢個同人權、政治真係無

關。」
他直言，本港以往在防疫上有一個很大
的漏洞，就是有病徵的人並非全部也接受
病毒測試，而數據顯示，在機場為返港人
士進行檢測，檢出的陽性比率為0.35%，
而私家醫生方面，有病徵患者交回的樣
本，陽性比率則高達0.72%至0.8%，兩者
相差一倍。
不過，現時有病徵患者的檢測率偏

低，故認為應強制有病徵人士進行病毒
檢測。

袁國勇：強檢與人權政治無關

■特區政府宣
布全港小一至
小三下周一
（23 日）起
暫停面授課程
14 天。圖為
灣仔一小學學
生上學的資料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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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肇始坦言，社區傳播情況令人非常憂
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陳肇始宣布，特區政府加強檢測工作，包括落實為有病徵
人士、安老院舍員工及的士司機進行強制檢測。 資料圖片

院舍員工

有病徵者 的 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