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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獻策 聯校接種親子齊打

本港批准復必泰接種
年齡下調至12歲，教育局正研究
安排 「到校接種」 ，教育界對此紛紛
表示支持。有校長認為愈快愈好，甚至可安排
在暑假前接種；亦有校長建議容許家長也到校 「親子接種」 ；
有小學校長更提議，小一至小五學生雖未能接種，但可讓其家長來
校打針，減低感染和傳播風險。至於一些學校或難以安排在校內打
針，則應安排專車送師生往接種中心，或可組織幾間學校的師生及家
長，一起到某間學校打針。

校長紛撐到校打針愈快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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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再現無源個案 防疫措施暫難放寬

羅兵咸永道370員工打針 破外展單日紀錄



【大公報訊】記者方學明報
道：對於本港社區出現感染源頭
不明的新冠肺炎變種病毒確診個
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

感到失望，認為暫不宜再放寬防疫措
施，而確診的三母女並無打針，形容對
社會帶來風險，呼籲市民盡快打針。

料逾萬人須強檢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會

見傳媒時表示，香港成功持續30多

天完全沒有本土確診個案後，上星期
六（5日）再出現一宗本土感染源頭
不明確診病例，經過檢測後，該確診
病例帶有傳播力較高的變種新冠病毒
N501Y。對於有關病例，她表示非
常關心，一定嚴陣以待，已將140名
緊密接觸者送檢疫，已接觸350名緊
密接觸者的緊密接觸者，在她們居住
的大廈圍封檢測。衞生防護中心已將
32個處所納入強制檢測，估計逾一
萬人須強檢。

她同時稱感到失望，留意到確診
的三母女均沒有接種新冠疫苗，認為
她們未接種疫苗，已對其個人、家
人、密切接觸者及社會等帶來風險，
她再次呼籲為己為人，市民應該盡快
打針。

現有的社交距離防疫措施將在明
日（10日）凌晨屆滿，林鄭月娥
稱，目前並非放寬限聚措施的適當時
間，政府會有序，甚至傾向保守和慢
慢地調整這些社交距離措施。

【大公報訊】政府的新
冠疫苗外展接種隊昨日再出
動，到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
所之一的羅兵咸永道辦公
室，為超過370名職員接種復
必泰疫苗，是外展隊出動以來
單日在一間企業為最多人打針
的紀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
德權表示，正積極與不同界別
的企業及團體，包括主題樂
園、金融機構、專上院校等，
商討提供外展接種服務。

由東涌社區會堂社區疫苗
接種中心的醫護團隊和行政支援
人員組成的外展隊，昨日到在中
環的羅兵咸永道辦公室，聶德權
也有到場視察。他稱多位會計師樓
人員反映，公司須於六月底前 「埋
數」 ，工作繁多，無暇預約打針，

今次能安排在辦公室附近接種，對他
們是最大的參與動力。

職員：接種盡己責
聶德權引述羅兵咸永道的年輕職

員Michael說，一直有意接種，從公
司電郵得知有外展隊上門打針，立即
報名，因為 「打疫苗是盡自己的責

任」 。剛畢業的職員Fabia說，以往
每年安排三、四次旅遊，最希望接種
後可再度出境旅行。熱愛運動的
Agnes則說，最大心願是打針後可以
安心除口罩做運動。

羅兵咸永道合夥人（審計）方蘊
萱認為，推動疫苗接種是社會責任，
今次上門打針安排屬自願參與性質，
反應非常熱烈， 「申請期限只是短短
一星期，但已經好快額滿，我們都非
常高興！」 她稱除了復必泰，也已安
排為員工接種科興，所有同事打針可
享疫苗假期。

聶德權稱，外展隊至今已為體育
學院、國際專業服務企業及建造業界
提供服務。有需要的企業和團體可於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致
電外展接種服務熱線39041490安排
外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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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外展接種隊為羅兵咸永道
的職員打針。

食衞局早前批准復必泰疫苗接種年齡
下調至12歲，教育局並正研究安排 「到校
接種」 ，詳情擬於本星期公布。

李求恩紀念中學校長賴炳華說，個人
非常贊成外展隊來校打針， 「最好放暑假
之前，因放暑假的時候，學生會周圍走，
有些可能會跟家長返鄉下。」 賴校長又
說，部分師生有可能不方便接種，如果因
身體原因不適宜打，可以交醫生紙證明，
再定期檢測便可， 「最緊要是盡快恢復全
校全日復課，大家開開心心咁學習。」

對於安排 「到校接種」 ，路德會西門
英才中學校長簡加言亦十分支持，認為
「非常便利學校、學生和家長」 。至於讓
老師放 「疫苗假」 ，她說： 「呢個學校都
一直做緊，因為身邊大多數人打復必泰之
後，會有發燒症狀」 。她續說，現時全校
只能上半日課，故老師人手方面不算太緊
張，就算有老師因為打疫苗放假，老師之
間都會相互協商和代課。她並建議當局考
慮讓家長也能 「到校接種」 。

倡小學家長也可到學校打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

透露，昨日與當局開會討論外展到校接種
安排，惟疫苗的溫度儲放和稀釋需要很多
人手配套，有一定人數接種才合乎效益。
他解釋，現時小學只有一級學生可接種，
即使計及學生家長，人數亦有限，而小一
至小五學生的家長同樣會在社區生活和工

作，有機會受感染再傳染子女，最終學
校也承受風險。他建議當局考慮

容許小一至小五生的家長可
來校接種。

張勇邦又說，

並非每間學校的環境配套都適合做接種
點，尤其是舊式小學，他建議當局可組織
同區幾間學校的師生及家長，到某一間學
校打針，如在附近地區選不到合適校舍，
則可參考衞生署學童牙科保健服務的做
法，預約某個時段到疫苗接種中心打針。

籲詳細解說 釋除疑慮
教育局家校會家長委員崔日雄昨日接

受電台訪問時提到，如需達一定接種人
數，才提供到校接種，條件不容易達得
到。他建議可以聯校進行，不一定要為接
種人數設限，反而當局應多設鼓勵
機制，提高學生打疫苗的積極性，
例如完成接種者可到外地交流等。

崔日雄續說，因現時研究數據
不算太多，理解部分家長會猶疑應
否讓子女接種，他呼籲政府除公布
疫苗對學童的保護效能，亦需具體
解釋相關風險，釋除家長的疑慮。

家長張太表示，若孩子的學校
歡迎家長來校接種，她會參加，
「希望學校、當局的配套措施要做
好，不要不作為。」 她說，如果
在學校接種，校方應列出接種的
流程、時間和地點，以及提醒
要注意事項；如果因為學校
沒有條件安排接種，而
要去鄰校或接種中心
打針，則希望可
安排專車接
送。

大公報記者 湯嘉平

社評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校長老師應帶頭接種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龍眠山

九月份全港學校能否安全復課，
取決於疫苗接種率的高低；每間學校
能否形成免疫的屏障，關鍵在教育部
門、校方持什麼態度。相比之下，是
提供上門接種服務還是出動巴士接載
師生到接種中心，或者使用其他的方
式，倒是次要的問題。

特區政府將復必泰的接種年齡降
至12歲，小學六年級生至中學生都能
接種。教育局近日與校方商討接種安
排，教育團體普遍認同接種疫苗可保
障學生安全，但也有人擔心，若將接
種當成入校上課的條件，或有機會造
成反彈，導致學生及家長抗拒。在香
港的政治和社會現實下，有人抗拒接
種不足為奇，但決不能因為部分人的
不配合，影響到整個復課大局及校園
的安全。

學校接種的最大困難不在於學生
及家長的態度，而在於校方和老師。
目前，整體教職員工的接種率僅約
18%，低於全港約24%的水平，這是
無論如何都說不過去的。試想想，老

師都不信任疫苗，不願接種，如何說
服學生接種？

言傳不如身教，若每間學校由校
長、副校長、教務主任等管理層率先
接種，老師接力，學生及家長自然會
打消顧慮，踴躍接種。學校甚至可以
多走一步，提倡家長陪學生接種，形
成親子及家庭免疫屏障，對推動全港
接種率將大有幫助。

疫情之下，學生被剝奪面對面接
受教育的機會，這種狀態不能繼續下
去，社會各方都要為學校安全復課貢
獻力量，而校長老師有所擔當，才配
得上 「為人師表」 的榮譽。如果老師
在沒有合理解釋下拒絕接種，難免令
人質疑是否一名合格的教育工作者。
特區教育部門需要加強對接種的宣
傳，傳遞正確信息，同時訂立清晰的
接種指引，讓校方有所遵循。

其實，全球各地都在為九月份復
課而努力，內地更率先將接種年齡放
寬至三歲幼童，香港需
要與時俱進。

西方一些國家出於遏制中國的目
的，肆意揮舞 「制裁」 大棒，粗暴干
涉中國內政，但這種 「單邊制裁」 即
將遭到法律反制。全國人大常委會正
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
（草案）》，法律通過後，任何膽敢
制裁中國的國家需為此付出沉重代
價。

一段時間以來，某些西方國家出
於政治操弄的需要和意識形態的偏
見，利用涉疆涉港的各種藉口對中國
進行造謠污衊和遏制打壓，更公然違
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依據
其本國法律對中國有關國家機關、組
織 和 國 家 工 作 人 員 實 施 所 謂 「制
裁」 。中方對這種霸權主義行徑予以
嚴厲譴責，也多次宣布對有關國家的
實體和個人實施相應反制措施。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是
「回敬」 西方霸權的最好方式。今年

全國 「兩會」 期間，全國人大代表、
全國政協委員和社會各界紛紛提出意
見和建議，認為國家有必要制定一部

專門的反外國制裁法，為我國依法反
制外國歧視性措施提供有力的法治支
撐和保障。有關建議得到採納，十三
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批准的人大常委
會工作報告，在 「今後一年的主要任
務」 中明確提出，圍繞反制裁、反干
涉、反制長臂管轄等，充實應對挑
戰、防範風險的法律 「工具箱」 。

這部法律的制訂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反制西方制裁有了明確的法律
依據。中國人不惹事，但也不怕事，
只有在遭到外國無理制裁時才作出反
制。以往的反制手段及措施相對單
一，相關法律通過後，可以擁有充分
的法律授權，對外國的制裁進行對等
的反制。有法有據，有理有節，可以
產生足夠的震懾力。

其次，展現了中國捍衛國家主
權、尊嚴和國家發展利益的堅定決
心。不難發現， 「制裁」 中國的那些
國家，多是過去曾欺凌中國的西方列
強，但現在的中國不是一八四○年鴉
片戰爭的大清，也不是一九三一年日

本可以隨意對華發動戰爭的民國舊時
代，中華人民共和國足夠強大，中國
人忍氣吞聲的時代一去不復返。數十
年前中國在非常貧窮落後的情況下，
尚且有決心、有能力保家衛國，更何
況是在中國崛起的新時代？

港人堅定擁護反制裁法的出台，
因為香港正是西方制裁的主要受害
者。前年修例風波後，美國當局肆無
忌憚地揮舞制裁大棒，包括行政長官
在內的一些主要官員都遭到野蠻 「制
裁」 ，一些香港企業也成為打擊的對
象。可以說，港人對此深惡痛絕。特
首林鄭月娥昨日也表示堅定支持法律
的通過。

反華勢力對中國的反制裁一開始
大驚小怪，因為在潛意識中，只有他
們欺負別人，別人則不能反擊。然
而，習慣成自然，當霸權國家及強權
政治一次又一次遭到中國依法反制裁
後，終會適應國際新秩序，也只有讓
他們感到疼、成本大於得益時，才有
可能停止制裁式挑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