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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接種三招 網約．到校．專車
楊潤雄：打針逾七成有望恢復全日授課



青少年（12歲至15歲）接種安排

(

自行預約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打針

復必泰疫苗最低接種年齡已經由 16 歲降

‧今日上午9時起接受預約，最快下周
一打針
‧打針時需攜帶家長同意書

至 12 歲，約 24 萬名 12 歲至 15 歲青少年可
循三大途徑打針，分別是在今晨開始可以
各自上網預約接種疫苗，最快下周一可接

透過學校預約，政府會安排校巴接
送師生及家長到社區疫苗接種中
心打針

種；倘學校師生、家長人數達 300 人，特區
政府亦最快可在本月 28 日起安排外展隊，

‧最快本月21日開始

到校提供接種服務；人數未達標的學校，
亦可獲安排專車到校，接送到社區疫苗接

外展隊到校打針

種中心打針。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引述
專家指，如果疫苗接種率達七八成，學校
有條件恢復全日授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恆諾

●約24萬名12歲至15歲青少年可循三大途徑打針。圖為合資格打針的青少年。

◀左起：陳肇始、聶
德權、楊潤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12 歲至 15 歲青少年接種疫苗的
特區政府昨日開記者會公布
安排。就外展隊到校打針須達 300 人，公務員事務局局

長聶德權解釋，有關要求是基於人手考慮，並指如果學校的報
名人數不足，可以與鄰近其他學校合作，在達至一定人數後再
預約外展隊到校，或利用政府為學校安排的特別預約及接送服
務，安排師生與家長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打針。

被問到學生放暑假在即，聶德權表示情況不會影響外展服務
計劃，指如果學校可以安排學生在暑假回校，外展隊亦會繼續
到校打針。他補充，提供多個途徑讓學生打針是要為他們提供
方便，兩針未必要使用同一安排。
據復星醫藥向政府提供的數據顯示，完成接種兩劑復必泰疫
苗對 12 歲至 15 歲青少年有顯著的保護作用，他們打針後所產
生的抗體除了較成年人高，更能100%預防病發。

陳肇始：副作用與成人相若
疫苗接種率又達七八成，學校在新學年有條件恢復全日授
課。
政府早前曾經提出一旦出現新一波疫情，可能限制未打針
市民出入包括學校在內等場所，楊潤雄回應有關問題時表
示，政府對疫苗接種率高及低的學校所提出的防疫措施肯定
會有分別，情況與其他行業一樣，但指實際情況仍待詳細考
慮，包括正研究要求因某些原因不適合打針的教師定期接受
檢測，強調所有決定都會先諮詢專家意見，並給予學校足夠
時間準備。
科興疫苗早前獲內地批准緊急使用於 3 歲或以上兒童，但政
府暫時未有計劃跟隨有關決定，會繼續檢視相關科學數據。

L452R 及 N501Y 變種病毒，3 人均沒有
接種新冠疫苗。
就天水圍天盛苑三母女日前確診並驗
出帶變種病毒Alpha（即英國發現的變種
病毒），衞生署昨日仍未確定她們感染
源頭，已向台灣方面索取當地的病毒基
因排序，以對照與三母女的病毒是否吻
合。專家普遍認為，三母女染疫與輸入
個案走漏有關。
針對衞生防護中心轄下兩個科學委員

會建議，從非高風險地區抵港者若已完
成接種疫苗滿 14 天，病毒測試呈陰性，
及抗體測試呈陽性，「過三關」就可縮
短檢疫期至 7 天，再加 7 天醫學監察，
並同時於抵港 14 天內每兩天至三天接受
檢測，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
何栢良表示，特區政府會為已完成接種
疫苗的入境者驗抗體，以確認免疫水
平。
他同時建議政府應對未打針者採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特區政府早
前批准將復必泰新冠疫苗的接種下限，降至
12 歲至 15 歲的青少年，他們除了可自行到疫
苗接種中心打針外，政府將提供特別預約及
接送服務，安排師生往返接種中心打針，又
或安排到校外展打針服務。有教育界人士及
家長代表均認同措施便利，若加上政府多解
說打針的好處，釋除疑慮，相信今次可有更
多學生響應接種，為日後全面恢復面授課帶
來曙光。
政府現時以 300 人作為提供外展服務的界
線，福建中學（小西灣）助理校長李偉雄認
為，考慮到各校規模不一，「如果收生足夠
的學校，大約有 700 個到 800 個學生，教職員
約 100 人，這樣湊 300 人也許可以，但有些學
校整體只有 300 人至 400 人，要湊夠數比較
難」，幸好政府還設有校巴接送選項，故也
十分方便。
李偉雄指，學校稍後擬派發家長信，了解
學生和家長意願，視乎人數多寡再行決定下
一步安排。他認為提供接種途徑只是其次，

「篤手指」方式驗抗體，以確定他們是
否曾染疫，以防走漏個案。內地及澳門
已經採用這方式約 7 個月，經驗值得香
港借鏡。

或可取代抽血驗抗體
新發現及動物傳染病科學委員會主席
許樹昌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說，抽血檢
驗抗體的方法較為傳統，且在半小時內
會有結果，亦會較準確，但如果「篤手
指」驗抗體試劑也準確，可取代抽血驗
抗體，因為時間成本低。

D 類食肆分兩區 C 區逼爆 D 區「拍烏蠅」
C 區逼爆

D區
「拍烏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昕）「疫苗氣
泡」實施逾月，食環署前日公布全港4間
D 類食肆的名單，其中位於旺角的 Bliss
bar酒吧，因擔心成為「出頭鳥」被食環署
及警方加緊巡查，已申請轉為C類食肆，
使全港D類食肆減至3間。香港文匯報記
者昨日巡察其餘的D類食肆，發現店方將
舖位劃分C區、D區，供未打針及已打針
食客幫襯，C 區逼爆，但 D 區卻「拍烏
蠅」。有酒吧業人士透露，D類食肆的要
求極高，卻無助吸客，故更多酒吧食肆傾

向轉為C類食肆。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巡察其中一間位於
港島中西區的D類食肆，店方將舖面劃為
C區、D區，分別予未打針及已最少打一
針的顧客使用。

D區未見額外生意 反浪費空間
記者駐足觀察，發現兩區域客流相差
極大，相對而言顧客可更自由消費的 D
區，直至昨晚 9 點仍無人幫襯，反觀 C
區卻幾乎座無虛設，不少客人呼朋喚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互相交談，非常熱鬧，D 區相比之下格
外冷清，並未為店方帶來額外生意，反
而浪費空間。
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創會會長梁立仁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政府准許提
供餐食的酒吧/酒館，於昨日起可跟從食
肆在「疫苗氣泡」下分為A類至D類，雖
D類可營業至凌晨2時，但更多同業仍有
猶豫，「D 類要求員工打齊兩針滿 14
天，員工方面相對易搞，他們好多都願意
配合，但D類要求顧客也最少打一針，好

難控制客人。因此好多同業寧願選擇做C
類、營業至午夜12點。」
除此之外，記者在同酒吧街發現，一
間酒吧內張貼的告示顯示，該店採用
「B-C-D」運作模式，但查詢食環署 D
類食肆清單卻並無此間餐廳。店員對營
業時間及每枱人數限制含糊其辭，只強
調所有職員都已接種疫苗。
梁立仁指，酒吧同業仍處於逐漸摸索
階段，相信情況在措施實施一段時間後
才更為清晰。

向家長及學生講解疫苗專業訊息其實更為重
要。
他表示，教界過去受疫情影響運作，學習
進度受阻，校園生活亦大受影響，早前已有
研究指出，學童在疫情下會出現較多情緒問
題，集體接種疫苗可望為全面復課帶來曙
光，「為學生帶來較完整的校園生活，這很
值得家長和學生深思。」
家校會主席方奕展認為，不論外展到校還
是安排接送，都是不錯的安排，他期望更多
學生響應接種，以防未來再有第五波疫情來
襲，而且面授課堂始終是最有利於學生，也
是家長們最為放心的學習模式，接種疫苗正
是讓面授課堂有機會恢復的最佳途徑。

家校會認同多做宣傳
他亦認同政府要多做宣傳工作，「我聽說
有學校已打算提供更多資料予家長，亦可以
考慮安排專業醫生到校講解。由於今次對象
是學童，建議醫護界可考慮調節一些解說用
語，方便學生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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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恆諾）全
港 29 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將在 9 月
底停止運作，屆時只有私家診所會
提供科興疫苗接種服務。至於復必
泰疫苗，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昨日透露，屆時的接種服務或優先
照顧特定群組。有消息人士透露，9
月後政府只會為有需要的醫管局病
人接種復必泰疫苗，而且接種能力
一定會較現時低，所以身體健康的
市民打針要快啦。
香港目前每日可以接種 4.5 萬劑新
冠疫苗，惟接種量一直未有用盡，
聶德權表示，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停
止運作後，不單會令香港接種能力
下降，市民亦未必可以選擇復必泰
疫苗，「長期病患或因個人情況是
想打針的，但趕不及在 9 月前打第二
針或其他，我們也要照顧這些需
要，肯定會有這方面的安排；私家
診所也肯定能打科興，但復必泰則
要視乎場地。」
對有意見提出 9 月後不再免費為市
民提供疫苗，聶德權表示，疫苗接種
計劃目前由特區政府主導，市民仍可
以免費打針，而政府會視乎計劃推進
調整相關安排，並呼籲市民盡快打
針，「我們用了 69 天、在 5 月 5 日達至接種第
一針人口超過 100 萬，但我們沒有空間再用多
第二個或第三個69天，去慢慢接種疫苗。」

月後打復必泰或僅限病人

專家倡未打針者
「篤手指」
驗抗體防走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昨日
新增兩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全部為輸
入病例，是連續三天本地零感染。專家
認為，天水圍天盛苑三母女日前確診並
驗出帶變種病毒Alpha（即英國發現的變
種病毒），應屬走漏個案，建議特區政
府應對未打針者採用「篤手指」方式驗
抗體。
昨日新增的 3 宗輸入個案，患者分別
從英國及毛里塔尼亞抵港，分別帶有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恆諾

多解說釋疑慮 料更多學生參與

兩針不必採用同一安排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指，香港上星期出現源頭未明的變
種病毒個案，形容本地疫情已經響起警號，警告第五波疫情隨
時一觸即發。
她指，加拿大、美國、歐盟、新加坡及英國等地的藥物監管
機構均已批准放寬復必泰的接種年齡限制，並開始為青少年打
針，他們打針後出現的副作用主要是輕微的針口痛、疲倦、頭
痛等，情況與成年人情況相若，並強調降低復必泰疫苗接種年
齡的效益大於其風險，呼籲家長盡早安排 12 歲至 15 歲的子女
打針。
至於預計有多少人會因此打針，楊潤雄重申打針的人數愈
多愈好，並指如果香港疫情可以維持在現時水平，而學校的

資料圖片

‧由現時營運接種中心的團隊負責接種，最快本
月28日開始
‧最少300名師生及家長參與（可以幾間學校湊
夠人數下限一次過打）
‧學校要提供面積約 1,500 呎地方，以作諮詢、
稀釋疫苗、打針、觀察和休息之用

死亡個案僅調整公布方式
就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早前通過，
日後只會在個別死亡個案與疫苗接種有「潛在
關聯」的情況下才作出公布，聶德權表示，特
區政府只是調整了公布方式，無因果關係、或
未確立因果關係的個案，仍會透過每月一次的
報告和每周一次的新聞稿公布。
他補充，政府之前亦會每晚公布當日打針後
入院的病人情況，惟後來改為只公布相關人
數，原因是大部分入院的市民都只是出現常見
副作用，毋須巨細無遺地公布，但如有嚴重事
故仍會讓市民知道，並強調政府一直以透明開
放的原則發放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