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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外傭定期強檢代打針
衡量多方意見不強制接種 次輪檢測期延長至最少兩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新
冠肺炎疫情持續平穩，連續4天實現本
地「零確診」，昨日僅錄得一宗輸入個
案，為27歲印尼抵港女子，另有少於5
宗初步確診。首宗流入社區的變種病毒
群組調查昨日有新進展，由杜拜來港的
印度裔男子（個案11643）早前確診並
傳染給其居住本港的菲律賓裔護士女友
（個案11672），該名菲裔女護士其兄
長的女友亦被驗出有病毒抗體，證明近
期曾染疫，該女子曾參與柴灣家庭聚
會，及跟3名菲傭等人出席深水埗派
對。有專家估計，本港未來四星期有機
會做到短暫清零，前提是做好外防輸入
及密切接觸者追蹤；亦有專家認為，全
球只有少數地方能做到長期清零，預言

新冠病毒將成為風土病，長期與人類共
存。
衞生防護中心公布，就本港首宗變種

病毒群組的進一步流行病學調查發現，
個案11672其中一名密切接觸者的抗體
測試結果為陽性，顯示其近期曾感染病
毒。該密切接觸者曾於上月13日出席柴
灣興華（二）邨豐興樓家庭聚會，以及
於上月18日與染疫的3名菲傭參與深水
埗福榮街37號的派對。
據了解，該名密切接觸者是個案

11672之兄長的女朋友，至於個案11672
之兄長的抗體測試則呈陰性，其兒子暫
未有檢驗結果。

梁子超：未來四周有望清零

昨日本港連續 4天實現本地「零確
診」，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昨日
出席電台節目時估計，未來四星期有機
會做到清零，但要長期維持清零並不容
易，如果外防輸入及密切接觸者追蹤方
面有任何鬆懈，都會後患無窮，導致大
批人士需要強制檢測及檢疫。
對於政府縮短已接種疫苗人士檢疫

時間的措施，梁子超認為，該做法有
基本問題，一旦以自我監察代替檢
疫，病毒就有機會流入社區，即使感
染變種病毒，患者亦可能無病徵，無
法察覺。

何栢良倡降低復必泰接種年限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

栢良則對本地清零持謹慎態度。他在
另一電台節目中表示，全球只有少數
地方，包括內地及澳門能達至長期清
零，但香港應該做不到，他預言新冠
病毒會成為風土病，與人類長期共
存，不過人類透過接種疫苗產生免
疫，可將其影響減至最低，及減少傳
播及重症傷亡的風險。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近

期批准12歲至15歲青少年接種復必泰新
冠疫苗。何栢良認為，香港政府亦應考
慮降低復必泰接種年齡下限至12歲，並
組織接種隊到學校為學生接種。他指
出，學生受感染後，有機會傳染給年長
人士，或構成致命個案，因此青少年接
種疫苗同樣重要。

變種毒群組密接者有抗體曾染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過
去14天只錄得11宗新增本地個案，只
得一宗是源頭不明。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昨日表示，現時的疫情是穩定的，
早前首次有變種病毒株個案在社區出
現，令人非常擔心，政府採取強制隔
離檢疫21天的嚴厲措施應對，但目前
情況似乎沒有在社區有大型爆發，疫
情穩定的情況是趨好的。她對檢疫中
心內居民有不愉快經歷表示歉意，而
衞生防護中心已適時檢視並放寬檢疫
要求。

潛伏期較長 續密切監察

林鄭月娥昨日上午出席行政會議前見
媒體時表示，香港社區在上月中首次發
現變種病毒株個案，「我們是嚴陣以
待，衞生防護中心差不多是傾盡全力，
包括借調個案追蹤辦公室的紀律部隊同
事，運用他們的經驗來進行個案追蹤。
現時清楚顯示這宗變種病毒株個案引起
了另外7宗有關連個案。」她續指，雖
變種病毒株並沒在社區廣泛傳播，但政
府不會掉以輕心，因變種病毒株潛伏期

比其他的較長，會繼續密切監察。
她表示，由於這些變種病毒株的傳播

力更加強，政府採取了很嚴厲措施應
對，一座大廈內有一宗變種病毒個案，
所有居民都要到檢疫中心強制檢疫21
天。不過，衞生防護中心在督導委員會
的要求下適時檢視和調整，在第一組居
民完成很嚴格的21天強制檢疫後，經過
專業判斷後認為可放寬檢疫要求，恢復
至緊密接觸者或者大廈有環境感染風
險，有關人士才需要接受檢疫，上星期
五晚已即時安排2,000多名居民可分批離

開檢疫中心回家，當中包括東涌映灣園
悅濤軒第十一座居民，但仍須接受多次
檢測。

對居民不愉快經歷表歉意
林鄭月娥對於有關強制檢疫工作引起

的不便，特別是受檢居民在檢疫中心裡
有環境不太好、食物有問題、服務欠妥
當、離營時有少許混亂的不快經歷表示
歉意。
就檢疫中心的膳食問題，林鄭月娥

進一步解畫，指因短時間安排很多人
入住中心，政府以直接報價方式採購
膳食，情況緊急、無法招標，希望市
民理解。

嚴陣應對變種毒 力阻社區大爆疫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見媒體時表
示，政府在社區首次出現變種新冠病毒

個案時採取嚴厲措施，包括要求全港38萬名
外傭接受強制檢測，相關工作已大致完成，其
間逾34萬名外傭在9天限期內進行了檢測，加
上獲豁免的4萬名已接種兩劑疫苗外傭，今次
行動已涵蓋香港所有外傭，並找到3名感染變
種病毒的患者，均與首宗社區變種病毒個案有
關連。

力求平衡 考慮公共衞生風險
對於政府計劃在外傭工作簽證申請中加入強
制接種疫苗的規定，林鄭月娥指出，經評估公
共衞生的需要，考慮到目前各國仍以自願接種
疫苗為原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前天會
見印尼和菲律賓的駐港總領事並徵求意見；也
考慮到近日僱主和僱員的反應、社會意見，以
及執行強制接種或會面對一系列包括法律問
題，政府決定不推行此規定。
被問及當初公布此安排是否太草率，林鄭月
娥回應說，不敢說政府每個決定都百分百準
確，但已盡量力求平衡，考慮公共衞生風險、
經濟衝擊及為市民帶來的不便。早前首次有變
種病毒株在社區出現，政府採取嚴厲措施，包
括提出接種疫苗的要求，但有關決定需更深思
熟慮，考慮多方面因素，故現時最終決定不推
行。

提升檢測中心採樣站檢測量
惟林鄭月娥表示，為審慎起見，政府將要求
所有外傭進行第二輪強檢，但因不想外傭在天
氣炎熱時在戶外花很長時間排隊做檢測，政府
會有改良措施，包括延長檢測期限至不少於兩
星期。政府擬本周六 ( 15日 ) 發出公告，要求
外傭在本月30日前接受檢測。
她坦言，希望新一輪檢測，「一宗 ( 個案 )
都找不到，就更加安心。」
另一改良措施是提升社區檢測中心和流動採
樣站的檢測量，特別是在不少外傭放假的周
末。林鄭月娥提到，過去半個月，香港每天檢
測量均逾10萬，最高峰那天是17萬，最近每
天的檢測量已回落至大概11萬至12萬。
她呼籲外傭若身體狀況許可，仍應接種疫
苗，因會減低全港外傭在一段時間內接受檢測
所造成的壓力。

拉長期限 承辦商料可應付
政府檢測承辦商、相達生物科技董事長兼首
席執行官招彥燾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首輪外傭強制檢測當然有為檢測承辦商構成工
作壓力，外傭也需辛苦輪候，但最終能找出多
名患者，認為計劃值得推行，而檢測工作也能
順利在限期內完成。他表示支持今次外傭再做
檢測，政府已拉長第二輪檢測的期限，應可承
受所需的檢測量。
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馬珊兒對政府
取消外傭接種疫苗的決定表示歡迎，並對政府
推行第二輪外傭強檢表示理解，因政府憂慮變
種病毒的潛伏期長，再做檢測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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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

曾研究要求外傭在

申請工作簽證及續約前

強制接種新冠疫苗，但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經

評估公共衞生需要，以及各地政

府均以自願接種為原則，再衡量

相關領事館、僱主與僱員反應和

社會各界意見後，決定以定期強制

檢測取代打針要求，第二輪強制檢

測暫定為5月30日前完成，強檢期

已由上次的9天延長至不少於兩星

期；而現行的社交距離措施將延長

兩星期。有檢測承辦商昨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政府今

次拉長外傭檢測期，相信香港

檢測力足以應付，不會重演

早前外傭在檢測中心苦

等大半天的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
疫情漸緩，學生重回校園的安排
亦終現曙光。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昨日宣布，全港學校可以於文憑
試後，即5月24日（星期一）起
恢復全校半日面授課堂；而教育
局亦隨即發信通知中小幼特殊及
私立校學校相關細節安排。有校
長稱讚政府決定明智，回應了學
生及家長的需要。
林鄭月娥昨出席行政會議前見媒

體時指，目前三分之二的學生可以
回校接受半日面授課堂，如員工或
教師都已經定期檢測或接種了疫
苗，則可全校恢復半日面授課堂，
不過此類學校數量不多；而有見抗
疫措施下社會有序地回復常態，遂
預先公布復課安排，建議在5月24
日起，全港學校恢復即不設午飯時
間的半日全校面授課堂。

中學上下午回校生須不同級
教育局昨日亦向全港學校校監及

校長發信，指所有幼稚園及中小
學，包括特殊學校及提供非本地課
程學校、私立學校等，均可於5月
24日起全面恢復半日面授課或考
試，避免學生出外用膳。中學可讓
所有學生於上午或下午回校半日，
但不可進行全日課堂，即上下午回

校學生須為不同班級；小學則可安
排所有學生上午回校上課或考試；
幼稚園方面，上/下午班學童可分
別於上/下午回校，而全日班則可
於上或下午面授半天。
教育局又指，鼓勵教職員積極接

種疫苗及定期進行病毒檢測，以營
造一個更加安全的校園環境，保障
個人、學校師生及社區健康，讓大
家盡快回復正常的生活。而現時社
區檢測中心為教職員提供的免費檢
測，則由原定至5月14日為止延長
至5月23日。

校長讚政府決定明智
創知中學校長黃晶榕表示，教育

界對全面復課半日期待已久，事實

上目前三分之二恢復面授，定期檢
測者全校面授的安排比較混亂，由
於教育局將決定權下放給學校，辦
學團體又將責任推給老師，導致大
部分學校不能順利復課。
他認為局方今次是基於疫情而作

明智決定，也回應了學生、家長及
社會人士的需要，減輕校長與老師
之間的矛盾摩擦。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校長張勇邦表

示，早前已預計文憑試後政府有機
會安排全面復課半日，事實上在文
憑試期間，便曾因有確診者導致臨
時轉場，可見考試期間復課風險較
大，認為政府的決定是參考去年經
驗，並配合疫情趨於平穩的形勢而
作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新冠肺炎
檢測承辦商華大基因再度出錯。食物及衞生局
昨日公布，因華大基因在輸入及上載陰性檢測
結果時出現人為錯誤，令14個深喉唾液樣本
的陰性結果通知短訊，被發送至錯誤電話號碼
或未被發送。該局已向華大基因發出警告信，
並繼續暫停委派華大提供流動採樣服務。華大
基因回應表示，正進行架構重整，檢視工作流
程，並暫時減低檢測量，直至檢討完成。

涉圓洲角診所 不涉陽性個案
食衞局昨晚發稿指出，華大基因呈報由於
出現人為錯誤，導致部分載有市民陰性檢測
結果的通知短訊，被發送至錯誤電話號碼或
未被發送。事件涉及14個於本月6日向衞生
署圓洲角胸肺科診所遞交的深喉唾液樣本，
當中並不涉及任何陽性個案。
食衞局表示，華大基因已覆核相關檢測結

果，並修正登記資料。系統會向受影響市民重
新發出載有早前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是次事
件與檢測的準確性或有效性無關。對事件為受
影響市民造成不便，食衞局表示抱歉。
食衞局續指，已按合約條款向華大發出警
告信，要求嚴肅跟進，特別是審視現時輸入
及上載結果的工作流程，確保作出合適改善
措施。此外，政府日後審批新的化驗和檢測
合約時，會考慮各承辦商的整體服務表現，
包括其資訊管理方面的表現，以及相關審核
制度，盡力確保有關情況不再發生。
華大基因發言人表示，員工在輸入電話號碼

時出錯，不涉及個人資料洩露，或調亂實驗室
樣本。該公司已向食衞局提交報告，檢視工作
流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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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24日全港恢復半日面授課

● 5 月 24
日起恢復全
校半日面授
課堂。圖為
早 前 復 課
時，學校為
每位同學座
位設有透明
隔板。
資料圖片

▶次輪強制檢測暫定為5月30日前完成。圖為外
傭趕在首輪強檢限期屆滿前，往梁顯利油麻地社區
中心採樣。 資料圖片

▲ 林鄭月娥表示，決定外傭以定期強制檢測，取
代強制接種新冠疫苗要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