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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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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冠肺炎疫情緩和，加上公立
醫院員工的疫苗接種率遞增，七成醫護
已打針，醫院管理局昨宣布進一步放寬
探訪安排，原本只有 18 間非急症醫院可
以探訪，周五（25 日）起屯門醫院、北
區醫院、仁濟醫院及北大嶼山醫院個別
病房都可以探訪，即共 22 間醫院的病房
恢復探訪安排。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
表示，本周後期陸續安排長期住院的病
人接種疫苗。
醫管局表示，本周五起恢復探訪的
醫院，包括屯門醫院康復大樓（不包括
日間病房）、北區醫院 4B 療養及復康
病房、仁濟醫院綜合服務大樓—骨科復
康病房及內科延續護理部（復康及療養
病房），以及北大嶼山醫院延續護理病
房的探訪安排。原本 18 間非急症醫院的
探訪安排亦會擴展，包括葛量洪醫院的
正座—老人內科病房、九龍醫院主座大
樓—胸肺內科延續護理服務病房、明愛
醫院懷明樓—內科及老人科/骨科復康
病房及紓緩治療病房。
醫管局提醒，為減少院內病人及員
工受感染的風險，一次性探訪的家屬須
持有 72 小時內有效的陰性核酸檢測結果
證明；假如家屬定期探訪，則可每周接

醫院恢復探病

4

抗 擊 新冠肺炎

2021..6.22 | TUE
2021

L452R毒株肆虐 專家促升英國風險等級

長者若感染新冠肺炎屬高危一族，但香
港長者的疫苗接種率卻堪稱世界最低，70 歲
至 79 歲 組 別 僅 有 5% ， 80 歲 以 上 更 低 至
1%。香港內科醫學院昨表示，全方位提升
香港長者接種疫苗刻不容緩，建議政府安排
60 歲以上人士無須預約就可以到接種中心打
針，並加強為公眾釋除疑慮，宣傳「打過流

變種毒輸入增
暑假高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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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醫院將可恢復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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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檢測，而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至少
14 天的探訪人士，可獲豁免病毒檢測的
要求，有關豁免安排亦適用於恩恤或緊
急探訪。
高拔陞在電台節目上表示，至今約
有 3.6 萬名醫管局員工已經接種疫苗，
接種率超過四成，醫護等專業組別員工
的接種率近七成，個別臨床部門更有
100%接種率。另外，該局上周起試行
為長期住院的精神科病人接種疫苗，預
料本周會更廣泛接種，稍後會延伸至其
他專科病房。
此外，公立醫院普通科門診將開放
額外時段，讓門診病人在接種新冠疫苗
前諮詢醫生意見，今日起可致電預約。

倡准 60 歲以上者打針免預約

■內科醫學院昨召開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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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針就適合打疫苗」。
香港內科醫學院稱，對比香港與海外數
據，發現新加坡 60 歲長者有 75%已接種疫
苗，而以色列該比例更高達 90%，相比之下
香港長者接種率極低。內科醫學院並指，部
分長者對於疫苗的好處和副作用不甚了解，
產生誤會，實際上，長者打針保護率高達九
成以上，不良事件概率極低。根據一份涉及
接種 1,400 萬劑復必泰及莫德納疫苗報告及
香港醫管局數據，接種者在死亡率、中風和
心臟病方面數據均沒異常；長者接種疫苗副
作用亦較年輕人少，11%長者接種後發燒
（年輕人 16%）、71%長者感覺疼痛（年輕
人 83%），而這些副作用一般 24 小時內就
會消失。
內科醫學院委員會委員周啟明亦指，慢
性病本身並不影響接種疫苗，病情穩定下完
全可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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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連續 14 天無本地確診個案，但外防輸入方面卻有潛在風險。昨日新
增 3 宗輸入的確診個案，均驗出近日在全球多地流行的 L452R 變種病毒株。
衞生防護中心總監林文健昨日表示，很多 L452R 變種病毒株患者都是沒有接
種疫苗的年輕人，擔心病毒對青年及長者等接種率偏低的群組有較大影響，
呼籲市民盡快接種疫苗。有專家指，暑假料會有大批英國留學生返港，而
L452R 病毒株在英國亦開始增加，建議政府將英國風險等級由 B 調升至 A2。
3 宗確診，均是輸入個
昨日本港新增
案，當中兩人來自英國、一人來自印
尼，均驗出 L452R 變種病毒株，其中一名
英國抵港 18 歲少女，4 月 9 日在荃景圍體
育館完成接種兩劑疫苗。林文健指，近期
香港與變種病毒株有關的輸入個案愈發增
多，過去一周錄得 27 宗輸入個案，當中
17 宗帶有變異病毒株，包括 8 宗 N501Y 變
種病毒，餘下均為 L452R 類型。整體上，
香港累計有 285 宗個案與 N501Y 有關，
L452R 有關個案則有 112 宗。

到埗無驗抗體有漏洞
林文健說，與 N501Y 相比，L452R 變
種病毒個案有後來居上之勢，「很多
L452R 患者是年輕人，沒有接種疫苗，而
因為疫苗接種率低，很多原本疫情穩定的
地方都被變種病毒攻陷。」他強調，香港
疫情雖穩定，但仍要居安思危，「面對咁
大輸入壓力，一有輸入個案，就令人擔
憂。」香港長者疫苗接種率偏低，特別是
80 歲以上長者，擔心若變種病毒襲港，長

者或受較大影響，呼籲市民盡快接種疫
苗。
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批評，政府目前的
外防輸入措施仍有漏洞，尤其是政府至今
仍未為抵港人士檢查抗體，以證明他們所
接種的疫苗有效，以昨日抵港的 18 歲少女
為例，雖已打針逾 14 天，但仍「中招」。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表示，
L452R 變種病毒起源於印度，又稱 Delta
（δ）變種病毒，現已在英國成為主流的
變種類型，相對早前流行的α病毒株更易
傳播。他預計，暑假會有大量留英學生回
港，輸入風險亦會增大，「新變種病毒其
實是極度危險的，有個別患者即使打了疫
苗，仍然有機會感染，疫苗可能有九成保
護率，但始終有一部分是防不到的。」
目前英國屬 B 組高風險地區，已接種
疫苗人士如果由英國抵港，須在酒店檢疫
14 天，之後自我監察 7 天。梁子超建議，
若當地疫情進一步惡化，應及時提升英國
至 A2 風險組別。他強調，防止輸入變種
病毒關鍵是要「跑得快過病毒」。

八達通涵蓋九成消費券商
錄。她指，八達通已涵蓋逾九成可使用消費
券的商戶及服務，包括公共交通，她相信可
滿足全港市民需求，公司亦擴大商戶種類至
電子產品及網購，亦有消費券使用獎賞。
多
■間商戶可用八達通。

5 千元電子消費券將於 7 月 4 日起接受登
記。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轄下的財政預算案及
稅務政策組主任王學玲昨在電台節目表示，
7 月 17 日前透過網上登記，都能趕及在 8 月
1 日收到消費券，呼籲市民無須急於登記，
並提醒私下買賣消費券對雙方都有風險，政
府發現不尋常或故意合謀套現，會將商戶列
入黑名單，甚至交由執法機構跟進。
發放平台之一、八達通公司營業及市務
總監李玉兒在同一電台節目上表示，八達通
的系統可識別到市民消費時，哪些項目是消
費券範圍、花費的金額，市民可透過手機應
用程式、網頁及電話熱線查詢消費券交易記

■ 不少留學生暑假
返港。
返港
。
資料圖片

商界鼓勵打針有成效
本港疫苗接種率偏低，經民聯立法會
議員梁美芬的團隊進行電話訪問 2,478 名
市民，發現近六成受訪者未接種疫苗，當
中逾七成未打針的受訪者表示有計劃打
針，更有 23%表明會在 9 月前接種，以參
與商界推出的鼓勵打針活動，顯示有關活
動有正面推動作用，但仍有 27.6%受訪者

表明不會打針。
另外，復必泰疫苗將接種年齡下限降
至 12 歲，50.4%受訪者同意合資格青少年
接種，30.5%表示仍在觀察階段。梁美芬
表示，政府應安排專家到校舍、院舍向學
生和長者解釋疫苗安全性，鼓勵疫苗接
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