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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酒店檢疫 返住所隔離致封區

領事子女初確 豁免存漏洞

昨

日香港有少於 5 宗初步確診個案，當中
3 宗於潛伏期曾逗留香港及外地，故未
能排除本地感染可能性。其中一宗患者是居
於灣仔利安閣的 39 歲男子，他本月 2 日前往
法國，18 日經卡塔爾多哈返抵香港，在機場
驗出對病毒呈陽性，並帶有 L452R 變異病毒
株，他曾在香港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並於
上月 23 日驗出體內有抗體。
他潛伏期內大部分時間身處法國，屬輸
入個案可能性較大，為審視起見，政府昨晚
圍封他所住的灣仔利安閣，大廈住客同時須
於個案公布當日計起第 3、7、12 及 19 日再
強制檢測。
另有兩宗初確個案，涉及一名 13 歲女
童和其 11 歲的弟弟，兩人居於太古城唐宮
閣，為沙特阿拉伯駐港領事的子女，他們
上周五由沙特阿拉伯抵港探親，獲豁免無
須在酒店隔離，改為居家自我隔離。他們
抵港時在機場採樣檢測結果呈陰性，抵港
後第 3 天提交的深喉唾液樣本結果呈初步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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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宗數 齊兩針患者

疫苗種類

接種者背景

7月7日

1

1

未知

患者希臘抵港

7月8日

3

1

俄羅斯「衛星五號」疫苗

機組人員，俄羅斯接種

7 月 11 日

1

0

只接種一劑復必泰

本地機場搬運工

7 月 14 日

3

2

復必泰疫苗

納米比亞抵港

俄羅斯「衛星五號」疫苗

塞浦路斯抵港

7 月 18 日

2

1

復必泰疫苗

美國抵港，當地接種

7 月 20 日

7

3

復必泰疫苗

全部於香港接種

已打兩針患者總數 8（佔確診個案 38%）
註：除機場搬運工未打齊針，其他接種者已打兩劑疫苗滿 14 天。
性，其中女童帶有 L452R 變異病毒株，她
曾於本月 17 日發燒；男童詳細化驗結果待
定，暫沒病徵。由於兩患者潛伏期絕大部
分時間在沙特阿拉伯逗留，屬輸入個案機
會較大，但鑑於變種病毒傳播性較強，他
們隔離期間所住的太古城唐宮閣昨晚封區
檢測。

港啟熔斷機制 禁多哈機着陸
另外，卡塔爾航空本月 18 日由卡塔爾
多哈飛抵香港的 QR818 航班，有 4 名乘客經
抵港檢測而確診，觸發本港熔斷機制，生
署引用規例，即日起禁止卡塔爾航空的客機
從多哈着陸香港，直至下月 2 日才解禁。
昨日新增個案雖然全部為輸入病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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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現時政府更加要做好外防輸入工
作，唔畀病毒進入香港，爭取時間等新配
方疫苗面世。」
生防護中心轄下聯合科學委員會本
周將討論市民是否需接種第三針新冠疫
苗，以提升抗體水平。港大感染及傳染病
中心總監何栢良昨日指出，一般已打齊兩
針的巿民暫無須特別考慮打第三針第一代
疫苗，強調即使再打多一針，都不可以完
全預防感染。他相信，本港可能有數萬名
因年齡或自身疾病，導致接種疫苗後抗體
反應未如理想的人士，認為政府應盡快公
布他們是否需要接種第三劑第一代疫苗。

值得關注的是當中 3 宗曾在港接種兩劑復必
泰疫苗滿 14 天，近期分別從美國及法國抵
港，後驗出帶有 L452R 變種病毒株。本報記
者統計過往 14 日輸入個案，發現近四成輸
入個案已接種兩劑疫苗超過 14 日，其中大
部分接種復必泰疫苗。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本報訪問
時表示，新冠疫苗對變種病毒的保護力已降
至 60%左右，他強調，雖然疫苗保護率下
降，但仍是防疫最佳工具，目前必須配合群
體免疫屏障才能防止病毒蔓延，「現時的疫
苗雖然不能 100%防護病毒，所以要全球各
地政府一齊提升接種率至逾八成，形成免疫
屏障，才能為新一代疫苗的研發爭取時
間。」

香港截至昨日已連續 40 多
天無本地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
政會議前表示，這成果有賴全
城的努力，感謝全港市民在疫
情已漸穩定時，仍嚴守公共
生措施。她又強調，現時無論
是科興或復必泰疫苗均有充足
的供應，政府會在政策措施上
多提供打針誘因，以及推出非
強制性但強力的指引，促使部
分群組更積極接種新冠疫苗，
包括安老院舍員工和學校教職
員，又會將更多公務員納入須
接種疫苗或定期病毒檢測的群
組，「現在有 6 萬多人（須打
針或定期強檢公務員），他們
已有七八成完成接種，我們會
把更多公務員劃為這個群
組。」
她表示，稍後會把這種做
法適用於一些比較高危，或工
作性質令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
市民，特別是比較年長或年幼
市民的人士，包括安老院舍的
員工、學校的老師和其他員
工。她又指，現時本港要努力
推高疫苗接種率，讓社會可以
建立免疫屏障，而近日每日疫
苗接種率持續上升，截至前晚
已有 42%適齡人口接種首劑疫
苗，是令人相對欣慰的比率，
但認為應該仍有很大的提升空
間，「若這種情況能夠持續，
真的可以在 9 月底達至 70%的理
想比率，甚至比 70%還要高一
點。」她再次呼籲全港市民積
極接種疫苗。

3 少年打復必泰後疑心肌炎

復
■必泰供應商已更新疫苗
說明書，列明不良反應。

專家稱暫無須打第三針
打針後仍「中招」的個案趨增，香港
是否需要部署為市民接種第三針疫苗？呼
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本報訪問時表
示，兩針疫苗雖然未能百分百防範感染，
但最少可以減低重症及死亡率，故當務之
急是盡快為全民打兩針，達致基本免疫屏
障，下一步才考慮為市民接種第三劑加強
針、即第二代疫苗。
梁子超昨日表示，愈來愈多證據顯
示，接種後感染並非因為體內抗體過期失
效，而是現有的新冠疫苗對控制變種病毒
傳播的效力「打折扣」，在此情況下，注
射第三劑第一代疫苗未必能顯著提升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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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擬納入須接種疫苗群組。

疫苗接種者染疫個案概況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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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擬發強力指引 促特定群組接種

變種新冠病毒肆虐下，香港昨日
新增 7 宗輸入個案之中，3 宗為境外
返港市民，經已接種復必泰疫苗滿
14 天，但仍感染變種病毒。另外，
沙特阿拉伯駐港領事的一對子女，日
前抵港獲豁免無須在酒店檢疫，直接
到太古城的住所隔離，後檢測呈陽
性，其住所大廈需封區。事件凸顯檢
疫豁免機制存漏洞之餘，也暴露防疫
不能完全依賴疫苗，本報統計過去兩
周的輸入個案，發現近四成確診者曾
接種新冠疫苗滿 14 天。有醫學界人
士指出，變種病毒削弱疫苗保護力，
只有各地齊心提升接種率至八成以
上，建立全球免疫屏障，才能抵擋病
毒擴散。在屏障未築建前，所有防疫
措施不能鬆懈，港人也要避免不必要
外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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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關注青少年接種復必泰疫苗的副
作用，生署昨日回應傳媒查詢指，截至
本周一，12 歲至 15 歲的青年人已接種約
6.3 萬劑復必泰疫苗，同期僅接獲醫院管理
局報告 3 宗該組別青年接種疫苗後懷疑患心
肌炎的個案。
3 宗個案涉及一名 12 歲及兩名 15 歲的
男子。他們在接種第二劑復必泰疫苗約兩天
後出現胸痛，均入住公立醫院作監察及治
療，情況穩定。這些個案會交由新冠疫苗臨 內出現，較常在接種第二劑疫苗後、在年
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作因果關係評估。
輕男子身上發生。基於這些個案，復必泰
另外，根據疫苗生產商的資料，心肌 的供應商已更新疫苗的說明書，列明心肌
炎及心包炎的個案主要在疫苗接種後 14 天 炎及心包炎為其不良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