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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第四波疫情來勢洶洶，有分析指源

頭是入境人士在酒店檢疫的漏洞。而政府

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指，新

冠病毒即時繁殖率近期幾何級數上升，最

新為 1.845，即每名確診患者可傳染 1.8

人，他更估計有10%至20%確診者可大規

模播疫。他與其他專家均認為政府應立刻

收緊防疫措施，包括關閉部分場所、暫停

大型活動，以及在英美等高風險地區留學

生回港高峰期前設指定檢疫酒店，避免病

毒流入社區，否則感染數字未來一周會不

敢想像。

兩成確診者勁播疫 未來一周恐大爆
專家警告病毒繁殖率幾何級上升 促政府立刻收緊防疫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疫情下不少人被迫
放無薪假甚至失業，而香港房屋委員會昨日宣布，公屋
租戶如有短暫經濟困難未能及時繳交租金，可以向房委
會申請暫緩發出遷出通知書，若有關申請獲批，本月至
明年3月期間將會暫緩向有關租戶發出通知書。
房委會發言人表示，鑑於新冠疫情影響，已於今年5
月至10月期間，對有短暫經濟困難無法繳交租金的租
戶暫緩發出遷出通知書，「因應疫情持續，經濟環境及
就業情況繼續受到影響，房委會決定延長有關暫緩發出
遷出通知書措施，希望可以幫助有經濟困難的租戶渡過
困境。」
此外，發言人表示房委會一直透過租金援助計劃協

助有短暫經濟困難的公屋租戶。在計劃下，合資格申請
人可獲減免一半或四分之一的租金，為期兩年，「房委
會每兩年覆檢租援受助人的資格，以決定是否繼續批出
租援，當租援受助人的家庭收入有所改善，或家庭人數
有變動時，須主動通知房委會，以作資格覆核。」 發
言人強調，房委會亦會抽樣調查，以防止濫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新冠疫情惡化，本
港亦出現大批學童確診上呼吸道感染，幼稚園及初
小暫時停課，網上學習成為疫情期間的新常態，惟
不少基層家庭因經濟條件較差未能負擔昂貴的「電
子學習」費用，被剝削公平學習機會。香港婦女動
力協會進行有關學童疫情期間網上學習而對婦女精
神健康構成不同程度壓力的調查，發現八成半受訪
婦女指電子學習造成額外經濟及家庭壓力，七成八
則表示停課期間照顧子女時間增加，亦感壓力及情
緒受困擾。
是次問卷調查共訪問466名婦女，當中近七成半為

全職家庭照顧者，其餘為雙職家長。九成八受訪者
因「電子學習」對家庭經濟構成壓力，因而申請香
港婦女動力協會聯同工聯會地區服務處推出的「家
家有腦．網上學習」愛心助基層慈善計劃；近八成
半受訪者則認為政府應在全港各區設立婦女綜合服
務中心，增加對家長的身心和福利支援。

麥美娟籲解決數碼鴻溝矛盾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兼香港婦女動力協會會長麥美

娟表示，數碼鴻溝是本港貧富懸殊之一，預視未來
將逐步加劇，導致基層學童未能得到公平學習機
會，認為新一份施政報告應正視基層家庭網上學習
需要，保障每位學童得到公平學習機會，並解決數
碼鴻溝的深層次社會矛盾，杜絕跨代貧窮。
她建議政府為家長提供更多資助，如參考長者醫療

券做法，為每位學童派發「學習券」，幫助他們購買
學習所需用品，並優化現已設立的地區康健中心服
務，增設針對婦女支援服務，如為全職家庭照顧者提
供管教子女的工作坊、為雙職婦女提供情緒支援或託
兒服務，並為基層婦女提供職業培訓和招聘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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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局健康碼下月升呢添三色

確診津貼5000蚊 市民：無須金錢鼓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特區政府於上周推出感染
風險通知流動應用程式「安心
出行」供市民下載，市建局行
政總監韋志成於昨日發表的網
誌上指出，市建局於程式推行
首天已在轄下的辦事處、公眾
設施及持有物業共43個處所
張貼「安心出行」場所二維
碼。他表示，樂見有商場的發
展商更加強宣傳，在室內和戶
外的顯示屏幕以及當眼位置，
展示「安心出行」的宣傳資
訊，市建局會繼續與合營商場
的合作夥伴，邀請更多包括大
型食肆、戲院和零售店舖等的
商戶一同參與計劃。他並指市
建局自行研發的「健康碼」應
用程式會於下月加入三色「健
康碼」類別，以顯示不同程度
的感染風險和狀況。
除了配合政府的抗疫工作，

市建局團隊於上月啟動旺角山
東街/地士道街重建項目並為
開展項目進行凍結人口調查
時，便自行研發一個名為市建
局版「健康碼」的感染風險提
示程式，透過定位系統，結合
衞生防護中心公布的確診個案
大廈名單，提示同事避免進入
有病毒傳播風險的建築物。
然而，韋志成指該程式的

功能較為簡單，亦有很大限
制，故研發團隊正加緊為程
式開發第二版本，新版本程
式會增設行程記錄搜索，將
職員在過去14天的行程記錄
轉化成互動地圖，協助同事
檢視曾到訪的大廈名單；程
式還會列出接收過的風險提
示記錄，同事亦可為每宗提

示記錄加入備忘，填報該次
行程的目的、到訪的單位和
曾接觸人士等詳細資料，以
備在需要時即時翻查；一旦
同事成為確診者或密切接觸
者，經同事同意下亦可下載
行程記錄交予衞生防護中
心，協助追蹤有可能受感染
人士，預計下月可以下載。

研與「安心出行」二合一
他續說，團隊在研發「健
康碼」第二版本時，亦會研

究加入「綠、黃、紅」三色
「健康碼」類別，以顯示不
同程度的感染風險和狀況。
他並希望市建局團隊能探討
將市建局「健康碼」主動連
結「安心出行」的可行性，
讓兩者的功能合二為一，例
如為市建局「健康碼」增加
掃描「安心出行」場所二維
碼的功能，提升在應用「健
康碼」的便捷程度，只需利
用一個程式便能記錄戶外及
室內的行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芙釵、文森）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表示，明
白部分人尤其是基層市民擔心確診感染
新冠病毒會「手停口停」，影響生計，
因而可能對強制檢測卻步，政府因此會
為本地染疫的市民提供一筆過5,000元
津貼，勞工及福利局正敲定有關詳情，
勞福局副局長何啟明表示最快兩日後會
有公布。不過，有巿民認為有病自會求
診，無須金錢鼓勵，有巿民又指津貼確
診者5,000元並不吸引，認為要巿民接
受檢測，不如前往檢測也派錢。

陳肇始：不擔心鼓勵人確診
有消息指出，初步計劃是接受檢測屬
本地感染的確診者，都可獲得5,000元
津貼，而津貼只適用於措施生效後的本

地感染確診者。陳肇始昨早出席電台節
目時則表示，不擔心向確診者提供津貼
的措施，會鼓勵更多人確診。
她指出，津貼並非只向經強制檢測下
發現的確診者派發，一般在檢測後確診而
又有需要的人士均可獲取，毋須經資產審
查，但她強調津貼是一次性，且津貼範圍
不包括以往的確診者，有關措施待勞福局
公布細節及生效日期後才生效。

何啟明冀措施紓基層壓力
何啟明昨日亦表示，不少市民或擔心

病毒檢測結果為陽性而導致停工，故不
願接受檢測，希望有關措施可紓緩市民
壓力，讓他們及早使用各種途徑檢測，
以中斷病毒傳播鏈。問到措施會否大幅
增加政府開支，他則指以現時感染人數

而言，相信開支不會太大，有關開支值
得運用，希望可節約整個社會的成
本 。他又不認為提供津貼是變相鼓勵
巿民確診，「我諗唔會有人希望攞自己
條命嚟『較飛』，唔好用嬉戲嘅角度處
理呢件事。」

梁卓偉倡設準則防濫用
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

偉認同應體恤因確診而「手停口停」的
市民如的士司機，但認為若同樣向有穩
定月薪的市民發放津貼，則會歪曲了津
貼的原意，認為發放津貼應設準則，以
防濫用，「相信政府有智慧處理。」
香港文匯報昨日在油麻地梁顯利社區

中心的檢測中心訪問巿民，其中到場檢
測的鄭女士指出，若不幸染病，無論是

否有5,000元津貼都需要求診治療，所
以有否津貼並無太大區別，5,000元也
非大數目，不認為有津貼給予確診人
士，便可以吸引巿民檢測，「五千蚊都
只係確診先會有，唔係檢測咗就會
派」，相信對於鼓勵更多市民前來檢測
的吸引力不大。

巿民認同有津貼幫補會安心
不過，她認同對於一些收取日薪的打

工仔來說，染疫會「手停口停」，有津
貼幫補會較安心；另一前往檢測的巿民
Tiffany認為若不幸染病，確診者可獲津
貼也起到幫補作用，都是一點益處，但
也不排除會有人為津貼而前往測試。
有巿民則笑言，若要吸引巿民檢測，

應向所有檢測者派錢，而非確診才有。

近月市民外出活動增多，新冠病毒繁殖率隨之而增
加，確診個案亦趨升。梁卓偉昨日在電視節目上

指出，港大推算上月15日的病毒繁殖率為0.297，而至
上月28日已升穿1，達1.1467，最新至本月14日，已幾
何級數升至1.845。梁卓偉昨日在電視節目上指出，現
時病毒有很大潛力會造成超級傳播，估計有10%至20%
患者可以大規模播疫，造成二三代感染。

籲關非必要場所 各區設檢測站
他認為，政府要進一步收緊社交距離措施，立即關閉

高風險及非必要場所，「一個星期至10天前，感染數據
已經咁厲害，就算我哋今天開始做嘢，我哋都唔會聽日
就睇到結果，會喺一至兩個星期後才睇到效果，所以
家數據已經幾何級數上升，我唔敢想像未來一個星期，
如果我哋仲繼續以比較放鬆嘅態度，可能會令疫情擴散
更快。」問到政府今次是否太遲才收緊措施，他則指現
時應決定此刻該如何防疫，其他事留待疫情後才回顧。
梁卓偉指出，估計第四波疫情爆發源頭是入境人士在

隔離檢疫期間有人探訪，將病毒帶到社區，而酒店同時
接待檢疫人士和本地的staycation（宅度假）旅客，亦可
能引起交叉感染。他說，當局最近雖然加強規管酒店，
如檢疫人士要與其他客人分層，但認為應要做到「滴水
不漏」，建議在大量留學生準備回港前，盡快設立指定
檢疫酒店，避免病毒流入社區，「家係刻不容緩，喺
英美澳紐嘅留學生正返嚟 (香港) ，可能唔少會帶有病
毒，希望指定酒店可以（喺）佢哋返嚟前就做到。」
他強調，要截斷社區傳播鏈便需要加強檢測，大幅度

提升檢測量，重申檢測服務應做到「利民便民、願檢盡
檢」，建議最低限度要在全港18區各區都設立至少一
間檢測中心，同時收發樣本瓶服務亦不能局限在普通科
門診，應考慮擴展到各個港鐵站也有收發點，以方便市
民。

許樹昌認同設專門隔離酒店
另一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
認同要設專門隔離酒店，指現行社交距離措施不要待周
四屆滿，應即時收緊，「幾日間已經達至高雙位數（確
診），睇趨勢會持續高企，要快啲將疫情遏止，相信收
緊措施會較好，例如四人限聚令變返兩人，高危室內活
動好似酒吧、卡拉OK，政府要考慮係咪先停，中小學
停課甚至公務員居家工作，大型室內活動應暫停。」

梁子超倡停課 市民盡量留家
另外，呼吸系統科醫生梁子超昨亦指出，未來兩周是
控制疫情的黃金介入時期，政府應盡快收緊社交距離措
施，並多管齊下盡快介入控制，否則疫情在兩三星期內
或會上升十倍，而「長痛不如短痛」，政府應以身作則
安排公務員居家工作，籲市民盡量留在家中，短期內重
啟停課，並即時關閉室內娛樂場所。

■麥美娟（左四）表示，新一份施政報告應正視基層家庭網上
學習需要。

■測試樣本收集車停泊在中環蘭桂坊
外面街邊運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不少巿民到社檢
中心做病毒測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韋志成前往荃新天地，了解市建局轄下商場落實應用「安心
出行」流動應用程式的情況。 市建局網站圖片

■市建局健康碼第二版本，將加入「綠、黃、紅」三種健康
碼類別，以顯示不同程度的感染風險狀況。 市建局網站圖片

■專家估計有20%確診者可大規模播疫，認為政府應立刻收緊防疫措施，否則感染數字未來
一周會不敢想像。圖為中環外傭聚集，潛在播疫危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