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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傭排隊打針：裨益多過風險
指早前不適個案屬個別情況 不應以偏概全放大風險

全港 38 萬名

外傭昨日起須

接受第二輪強

制病毒檢測，

以防止變種新冠病毒在外傭間傳播，但若外傭已接種

兩劑新冠疫苗，則可豁免強制檢測。「不打針就要強

檢」成為新常態，不少外傭為免費時失事，索性選擇

打針護己護人，故昨日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有不少外

傭，甚至僱主一家幾口拉大隊打針。有打針外傭坦

言，接種疫苗裨益多過風險，權衡之下決定接種，又

認為早前外傭接種後不適個案，只屬個別情況，不能

以偏概全放大接種疫苗的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邵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新冠肺炎疫情下，學校紛紛改以
網上教學形式授課，不少家長反
映青少年比以往花更多時間「打
機」，或一邊「打機」一邊上網
課，擔心影響子女學習表現，並
觸發親子衝突。有昨日公布的調
查發現，超過一半受訪中小學生
疫下「打機」時間增多，近64%
家長因子女長時間「打機」感到
有壓力。
基督教服務處於2月至3月訪

問了2,020名中小學生及1,100名
家長，超過一半受訪學生表示在
疫情期間用多了時間「打機」，
而年級愈高情況愈普遍。其中，
75.7%受訪者解釋「打機」是為
了減壓，71.9%是因為生活苦
悶，64.5%自覺「打機」技術
高，而50.5%則因為不想面對現
實生活的不快而選擇「打機」。
受訪家長中，63.9%因為子女

多了時間「打機」而感到有壓
力，當中近六成家長表示，不理
解子女為減壓及逃避現實而「打
機」。
陳小姐與16歲的兒子相依為

命，她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兒
子在疫情期間改上網課後，就經

常邊上網課邊「打機」，而在空
餘「打機」時情緒起伏不定，起
初令她不知如何是好，後來她見
兒子準時上網課，又會按時完成
功課，慢慢學會信任兒子。
她說，若真的需要勸說亦都會

先待兒子冷靜才進行，避免成為
「炮灰」，母子間因而多了溝通
與協調，親子關係大大改進。

沉溺打機僅表徵 籲溝通了解彼此
基督教服務處「網開新一面」

網絡沉溺輔導中心主任鄧震宇表
示，從前線服務經驗看到，青少
年沉溺「打機」只是表面徵狀，
事實是，他們正面對成長挑戰，
透過「打機」滿足需要。疫情的
出現，更促使一些本身面對着不
同困難、未能找到出路的青少
年，進一步投入「打機」。
他建議政府增撥資源，為青少

年及家長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
加強大眾對「打機」行為的理
解，鼓勵家長不要只專注於子女
「打機」時間的長短，而是透過
溝通，促進彼此了解，明白子女
「打機」背後的需要，處理其成長
困擾，還要讓青少年明白家長自身
的壓力，一同面對和找尋出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新冠肺炎疫情
持續，變種病毒滲入社區的風險增加。醫管局
行政總裁高拔陞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目
前在公立醫院接受新冠病毒治療人數不足100
人，該局會嚴陣以待應付變種病毒個案，入院
後安排單獨隔離，相信負壓病床床位足以應
付。
高拔陞昨日表示，香港疫情目前處於受控狀

態，正在公立醫院接受新冠肺炎治療的病人不
足100人，但明白到市民對變種病毒的擔憂，
該局為確保感染控制措施安全有效，會安排感

染變種病毒人士入院單獨隔離。目前，該局轄
下醫院有近2,000張負壓病床及1,700張備用病
床，相信足以應付。
他表示，如變種個案數目飆升，將會通過檢

驗結果，安排感染同一種病毒的確診者在同一
房間接受隔離治療。他補充，將同一種病毒的
病人放在同一病房是國際做法，但必須有病毒
化驗作配合，希望盡快確認患者感染的病毒
後，分流到相關病房。該局目前處理確診者的
方法有效，但仍會參考更多國際做法和文獻，
不會掉以輕心。

高拔陞：變種毒受控 負壓床充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香港新冠
疫苗接種計劃推展逾3個月，至今為市民
接種逾188萬劑次。醫管局主席范鴻齡昨
日表示，目前有2.4萬名醫管局員工已接
種疫苗，佔全職員工三成。同時，該局早
前要求逾6萬名前線員工需每周自助進行
快速抗原測試，已接種兩劑疫苗者可獲豁
免。

范鴻齡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醫管局
早前要求逾6萬名前線員工須每星期以快
速抗原測試試劑自行檢測，而已接種兩劑
疫苗者可以豁免。目前，有2.4萬名醫管
局員工已接種疫苗，其中七成接種復必
泰，其餘接種科興。
他說，本港疫苗充足，港人可以按照藥

廠指引接種疫苗，已較外國情況好。該局

正與相關機構商討到醫院為員工接種疫
苗、安排車輛接載員工到接種中心，以及
可以向醫院請半日假前往接種等，希望能
夠便利及鼓勵員工接種，建立群體免疫。
接受同一節目訪問的醫管局行政總裁高

拔陞強調，檢測對前線醫護人員十分普
遍，但透過接種疫苗令自身有免疫才是最
好，而定期檢測只是後備做法，這種情況
在國外公營醫院亦十分普遍，而局方亦已
設立熱線供員工查詢有關疫苗資訊，又呼
籲員工積極接種。

首批抗原試劑屬短期合約
另外，有黃媒日前報道稱，醫管局採購
的快速抗原測試試劑未經公開招標，醫管
局總行政經理（醫療成效及科技管理）庾
慧玲昨日在疫情記者會上表示，根據《採
購及物資管理手冊》，當醫管局需要緊急
採購物品時，可以在獲得中央指揮委員會
同意後以有限招標形式去採購。由於本港
仍有零星不明源頭個案，加上公立醫院服
務逐步回復，為做好感染控制，該局有需
要為前線員工進行定期抗原測試，故在緊
急情況下未經公開招標，改以短期合約採
購該批抗原試劑，但該局現已安排公開招
標。

2.4萬醫護已接種 前線須每周快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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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學校改以網上授課，學生打機時間變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邵昕）外傭第二輪強制
檢測昨日開始，相比起本月初第一輪強檢時全港
檢測中心首日打蛇餅的景象，昨日多個檢測站運
行通暢，除服務開始前有外傭排隊外，其餘大部
分時間未見人龍，人流較第一輪時大幅減少。不
少外傭表示，政府今輪已增撥檢測資源，加上僱
主也「識做」，令此前的檢測長龍不復見。
昨日，中環遮打花園流動檢測站有外傭在僱主

陪同下接受檢測。僱主賴女士對今輪檢測安排表
示滿意，「兩次我都有陪同，都是第一日展開就
來，上次去黃大仙公園的檢測點排隊半小時，今
次在中環竟然不須排隊，工作人員指引也好清
晰，比第一次改善太多。」
外傭Grace讚是次檢測較首次更便捷快速，
「本月3日第一次檢測時排隊3小時，我們為了
排除疫情風險而接受檢測，但現場人擠人反而有
利於病毒傳播。與僱主商量後，允許我今次工作
日檢測。原本預約了下周一去檢測中心，但今日
（昨日）路過發現現場不需要排隊，馬上參與檢
測。」
外傭Shella首輪強檢耗時2小時，今次不消5

分鐘就已經完成檢測，「上次又曬又熱，今次政
府在排隊區域撐起帳篷，採樣位置似乎也比之前
增多，兩三分鐘登記，兩三分鐘檢測，差不多5

分鐘就已經搞掂。」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巡察檢測現場發現，多區

檢測首日大排長龍的景象不復見，最大原因或是
政府增加檢測資源。以中環遮打道檢測站為例，
採樣位置較首輪增加，昨日現場共有6個採樣櫃
位與一輛採樣車，採樣能力大幅提升一倍，檢測
站人手亦比上輪增加，外傭在工作人員引導下探
熱、登記、前往檢測，排隊區域則撐起帳篷，為
檢測人士遮擋太陽。

非假日往檢減壓 預約檢測爆滿
同時，不少外傭選擇在非假日前往檢測，有效

緩解檢測站壓力。首輪強檢適逢「五一」及周日
假期，外傭集中在「紅日」接受檢測，導致現場
人山人海。汲取首輪經驗後，不少僱主准許外傭
非假日外出檢測，有效分散人流。而政府拉長檢
測期，橫跨三個周末，也為外傭提供更多檢測時
段。
有不少外傭更選擇提前預約，避免在檢測站聚

集。截至昨晚8時，全港多間社區檢測中心未來
幾日預約火爆，部分熱門檢測中心，如鰂魚涌社
區會堂檢測中心未來3天名額全滿，灣仔禮頓山
社區會堂檢測中心則直至本月21日才有小量預
約名額。

銅鑼灣中央圖書館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外，昨日有不少已預約的外傭等打

針，有人獨身前來，亦有人與僱主一家同
行。昨日接種第二劑新冠疫苗的Michelle
表示，她早前從新聞得知有外傭接種疫苗
後產生不適，令她一度對副作用有些擔
憂，但在權衡利弊後，認為接種的好處還
是多於風險，最終決定如期接種第二劑。
「我身體健康，打完第一針沒有出現不
適，早前社區出現變種病毒，感染風險增
加，不想浪費第一劑疫苗。」昨日周六並
非她的例假，但僱主支持她接種疫苗，因
此讓她外出打針。

接種加頻繁檢測 雙重保險
根據政府規定，在今天（16日）或之前

接種兩劑疫苗的外傭可豁免強檢，Michelle
也受惠於該豁免政策。但她認為，頻繁檢
測加上打針有雙重保險，故仍會參與第二
輪強制檢測。

「身邊不少朋友接種後無不適」
Flor昨日接種第一劑新冠疫苗。她說，
早前外傭打針的不良反應新聞沒有動搖其
決心，更直言自己並不擔憂會有副作用，
「網上有各種各樣的新聞，誇大疫苗副作
用，但我覺得或許與個人體質有關，可能

沒有疫苗亦會有類似事件發生。而我身體
健康，因此並不擔心，身邊不少朋友以及
在菲律賓的家人接種後均沒有出現身體不
適，更增加我接種的信心。」
她希望透過接種疫苗保護自己與身邊

人，「我始終認為，接種疫苗後即使不幸
染病，也會對身體有保護作用，（接種）
是非常有必要的。」。
Umi昨日與僱主一同接種第一劑新冠疫

苗。對早前有外傭打針後抽搐一事，她認
為是個別事件，並不影響她的接種意願，
「我不擔心，（不良反應）可能同身體狀
況有關。僱主打得，我想我也沒有問
題。」
Mary說，由於伊斯蘭教的齋戒期剛過，
擔心自己的身體狀況不許可，故參與了昨
日的第二輪強制檢測。她非常擔心疫情在
外傭間傳播，因此假期也減少外出，保護
自己與僱主家庭安全，並正考慮於下月接
種疫苗，認為這比定期做病毒檢測更省
時，「僱主已經打針，曾問我打唔打，我
覺得下月打會好啲。」
有外傭則對打針持觀望態度。Grace

說，自己身邊有朋友在接種疫苗後出現發
燒等情況，令她擔憂疫苗副作用，故會再
等待一段時間，希望政府可以向他們提供
更多信息，以增強他們的接種信心。

政府增撥資源 強檢蛇餅不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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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傭第二輪強制檢測首日，多區檢測站運作通暢，毋需排
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外傭可以接種兩劑新冠疫苗代替強檢。圖為梁顯利油麻地社
區中心檢測站，一批批外傭輪候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ShellaShella

●● MichelleMichelle

●● FlorFlor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高拔陞指會安排變種病毒患者單
獨隔離。 資料圖片

●醫管局呼籲員工積極接種新冠疫苗。圖為此前醫護人員優先接種疫苗的情況。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