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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四大條件解封
一項未過即延期

● 疫苗接種進度 ● 重症及死亡人數
● 醫療系統承受力 ● 變種病毒出沒
續好轉，社會上要求解除封城措施的呼聲日增。首相約翰遜昨
日正式公布英格蘭解封四階段路線圖，第一步是從 3 月 8 日起
讓學校全面復課，此後將逐步放寬措施，目標是在 7 月底前解
除大部分防疫限制。不過汲取了去年太早解封的教訓，約翰遜
今次就為每階段解封定下「四大條件」，假如任何一項條件未
能過關，當局便會推遲解封步伐。
● 英國政府優先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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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校復課。

英格蘭於去年11月初進入第二次
封城，但之後約翰遜因抵受不

住輿論壓力，匆匆在12月初解封，導
致確診宗數大幅回升，結果不得不在
聖誕前重新封城。有過上一次教訓，
約翰遜這次對解封的態度明顯更謹
慎，他亦多次強調今次解封安排「審
慎但不可逆轉」，希望確保不會因解
封得太早，而要第4度封城。

學校最先解封
根據約翰遜的解封計劃，學校將
是最先解封的對象，英格蘭所有學
校將於 3 月 8 日恢復面授課堂。約翰
遜形容，疫情對學童的學業和身心
健康造成影響，復課是回歸正常生
活的第一步。雖然有教師工會認為
政府批准全面復課過於魯莽，但決
定獲得一直反對復課的在野工黨成
員支持，疫苗大臣扎哈維亦強調，
在大規模病毒檢測下，復課是安全
的決定。
在復課的同時，當局亦會放寬護
老院室內探訪限制，容許 1 名指定
親屬或朋友探望院友，同時會放寬
室外限聚令，允許來自不同家庭的
兩人聚集。從 3 月 29 日起，室外限
聚令將放寬至 6 人，同時容許室外

運動場所重開。至於非必要的商店
會在 4 月解封，5 月起酒吧及食肆能
夠恢復堂食，6 月則會放寬室內 6 人
限聚令，目標是在 7 月恢復正常生
活。

保守黨促 4 月提早解封
為防解封步伐過快，約翰遜提出
在每階段解封前，均要滿足「四大
條件」，分別是疫苗接種計劃進展
程度是否如政府預期、疫苗是否有
效減少重症及死亡個案、感染率水
平會否導致醫療系統崩潰，以及是
否出現新的變種病毒令疫情急劇惡
化。報道指，當局已經料到在學校
復課後，確診個案及感染率可能回
升，但他們認為最重要的是重症人
數會否大增，以及屆時醫療系統能
否承受，假如確診增加但重症患者
不多，當局亦不一定會因此叫停解
封。
不過很多保守黨議員批評，約翰
遜的解封路線圖過於保守，認為應
該盡快完全解封。有議員指出，按
照目前疫苗接種計劃，50 歲以下人
士應可在 4 月中前接種，當局無理
由不在4月底前全面解封。
●綜合報道

英解封路線圖
3月8日
●所有學校復課，學童在課堂上需戴口罩，並可於校內進行體育活
動；護老院開放探訪，每次容許 1 名探訪者進入，但須穿戴個人防
護裝備；室外限聚令放寬至兩人，可於公眾地方進行社交活動。
3月29日
●室外限聚令放寬至 6 人，最多可讓來自 6 個家庭各一人在室外聚
會。若參加室外聚會人士只來自兩個家庭，人數更可超過 6 人，同
時重新開放戶外運動場所。民眾不再被限制留在居住地區，意味可
駕車到其他城市探望親友。
4月
●非必要商店、酒吧和餐廳室外區域可恢復營業。

美聯社

韓國及日本分別在本周及上周展開新冠疫苗接種
計劃，不過兩地的打針計劃均面對隱憂，其中韓國
醫生威脅罷工，以示反對一項針對有刑事案底記錄
醫生的法案，恐阻礙接種進度。日本則因疫苗供應

●酒吧和餐廳室內區域重新開放，提供個人護理服務的商店例如理
髮店和美容院亦可復業。體育賽事容許觀眾入場。

●研究指疫苗能大減住院風險。

網上圖片

6月
●擬對國內旅遊開綠燈，但仍鼓勵民眾在家工作，外出時與他人保
持兩米社交距離和佩戴口罩。
7月
●針對住宿設施及社交聚會餘下的限制將會解除，民眾大致恢復正
常生活。

不足，需推遲長者打針時間。
韓國國會正研究修改《醫療服務法案》，若有醫
生被裁定犯下刑事罪行，便會吊銷其醫生執照。不
過全國最大醫生組織韓國醫生協會（KMA）反對立
法，認為會牽連一般醫生，導致他們因意外或欠缺
法律知識，而被吊銷牌照，形容法案「殘忍」，揚
言一旦通過法案，便會發動醫生罷工。
韓國將於周五展開疫苗接種計劃，醫護可優先接
種英國藥廠阿斯利康的疫苗，目標是到 7 月完成為
全國 10 萬名高危群組人士打針，11 月達到群體免
疫。政府正招募醫護人員，負責在全國 250 間接種
中心及 1萬間診所為民眾打針，倘KMA決定罷工，
或會打亂疫苗接種時間表。韓國衞生部批評 KMA
錯誤理解法案，推行立法的執政黨議員亦批評KMA
「為保護自己不會因嚴重罪行受懲罰，而將民眾健

約一周便開始見效。而在接種兩周後，他
們 體 內 的 中 和 抗 體 已 是 一 般 接 種 者 的 500
倍。
弗雷德哈欽森癌症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則
顯示，在 10 名接種首劑疫苗的新冠康復者血
液樣本中，發現對南非變種病毒有免疫反
應，將進一步研究康復者是否可只需接種一
劑疫苗。但有專家表示，研究結果只屬初步
階段，在未有足夠數據支持康復者無須接種
第二劑前，當局不應更改接種指引，擔心會
令民眾產生疑慮，抗拒打針。
美國輝瑞藥廠發言人表示，該藥廠沒有關
於康復者接種一劑疫苗後的數據；另一藥廠

紐航4月試行「疫苗護照」

綜合報道

康當成人質」。

增產疫苗 5 月始運抵
日本已於上周開始為醫護人員打針，下一步會為
長者提供疫苗。當局目前只批准使用美國藥廠輝瑞
生產的疫苗，行政改革兼疫苗協調大臣河野太郎前
日透露，輝瑞雖然正提高在歐洲廠房的產量，但增
產的疫苗最快5月才能運抵日本，而政府計劃從4月
起為長者打針，初期可分配予長者的劑量有限，因
此會放慢為長者接種的速度。
對於以色列有研究顯示，只打一劑輝瑞疫苗亦可
提供一定保護力，內閣官房長官加藤勝信表明，政
府是根據兩劑疫苗的數據作出審批，暫時無意更改
接種指引。
●路透社

研究：康復者打一針便夠抗體
美國最新研究顯示，新冠肺炎康復者在接
種首劑新冠疫苗後，體內能產生較大的免疫
反應，遠高於未曾感染過新冠的接種者。研
究人員表示，報告結果可供政府參考是否調
整接種計劃，讓新冠康復者無須接種第二劑
疫苗，將更多疫苗留給沒有自帶病毒抗體的
民眾，加快接種進度。
馬里蘭州大學進行了一項小型研究，觀
察 59 名醫護人員接種首劑疫苗後的免疫反
應，其中 42 人為新冠康復者，他們在接種
後產生強大免疫反應，甚至達到一般人接
種兩劑疫苗後的效果，他們的抗體水平遠
高於 17 名未曾感染新冠的人，且在接種後

95%

英國蘇格蘭地區一項研究顯示，在接種新
冠疫苗後，民眾住院風險可大幅減低最多
95%，證明疫苗對預防重症新冠有效。英國
疫苗大臣扎哈維昨日亦表示，現有數據證
明，疫苗能有效遏止病毒傳播。
自英國啟動接種計劃以來，蘇格蘭約有
65 萬人和 50 萬人，分別接種輝瑞和牛津疫
苗，研究人員根據當地新冠住院患者的接
種情況，發現在接種首劑疫苗 4 周後，兩
款疫苗分別能減少 85%和 94%住院風險。
而在屬高危群組的 80 歲或以上長者，在接
種疫苗後亦能減少 81%住院風險，雖然數
據低於牛津臨床測試的 100%，但參與臨床
測試的大多為年輕健康人士，今次研究則
證明疫苗能有效減低高危群體重症風險，
科學家亦認為研究結果令人鼓舞。
英國政府昨日宣布英格蘭地區的解封路
線圖，此前扎哈維曾表示，有數據證明疫
苗能遏止病毒傳播，現時優先為高風險人
士接種，有效減低住院和死亡人數，政府
會按照科學顧問的建議，將更多人納入合
資格接種名單。
●綜合報道

5月

日供應不足韓爆罷工 接種皆受阻

● 韓國醫生威脅罷工。

英研究：疫苗最多降 住院風險

英國至今已有超過 1/3 成年人口接種新冠疫苗，當地疫情持

● 英國教徒出席活動時排
隊消毒雙手。
隊消毒雙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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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的情況。
新西蘭航空數碼總監塞普爾表示，數碼旅遊通行證
基本上就像擁有數碼健康證明，可便捷地與其他航空
公司分享有關資料。
這項計劃需採用國際航空運輪協會（IATA）開發
的應用程式，而阿聯酋航空等其他多間航空公司亦已
參與試用。IATA 高級副總裁卡林表示，隨着全球展
開疫苗接種計劃，這是重啟國際旅遊的重要里程碑，
透過「疫苗護照」，各地政府可以確信，可出遊的旅
客完全符合在新冠疫情下旅遊的要求，又指這程式會
確保用戶能控制其提供的健康數據，保障他們的私
隱。
澳洲目前與新西蘭設有「單向旅遊氣泡」，旅客從
新西蘭入境澳洲時無須隔離，但從澳洲前往新西蘭則
須隔離檢疫。
●綜合報道

印最大疫苗廠優先供應本國

Moderna（莫德納）則只表示注意到有數據，
但公司未有進行研究。
●綜合報道

● 新冠病人或只需接種一劑疫苗
新冠病人或只需接種一劑疫苗。
。

● 新西蘭警員
接種疫苗。
接種疫苗
。

新西蘭航空公司昨日表
示，該公司將於4月試行
被業內稱為「疫苗護
照」的「數碼旅遊通
行證」計劃，首先
在奧克蘭至澳洲悉
尼的航線試用 3 周，
旨在讓航空公司和邊
境管制部門能獲取旅客健
康訊息，包括他們接種新冠

路透社

全球最大疫苗生產商「印度血清
研究所」（SII）前日表示，該公司
接獲當局指示，須首先滿足印度對
新冠疫苗的需求，呼籲等候其生產
的新冠疫苗的其他國家政府保持耐
心。
路透社報道，印度血清研究所行
政 總 裁 普 納 瓦 拉 在 twitter 發 文 表
示，「我懇請你們耐心等待，SII 已
獲指示優先考量印度的巨大需求，
同時兼顧世界其他地區的需求，我
們正盡力而為。」
SII 生產的 Covishield 疫苗，由英

國牛津大學與阿斯利康藥廠共同研
發，是印度計劃為 3 億名優先施打
對象接種的其中一款疫苗，而孟加
拉以至巴西等許多中低收入國家，
都依賴該款疫苗，來自加拿大等西
方國家的需求也不斷增加。
印度目前染疫人數超過 1,090 萬
人，在全球僅次於美國，自 1 月中
以來，印度只為約 1,100 萬人打針，
總理莫迪政府因疫苗接種計劃進展
緩慢而備受批評，衞生部正準備未
來數周大幅增加接種數量。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