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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篙灣檢疫縮至14日 7日居家隔離
變種病毒流入社區引發多個

感染群組，動輒上百人成為密切
接觸者要入住檢疫中心，竹篙
灣檢疫中心僅餘約445個單位可

供使用，設施面臨飽和。
政府宣布，昨日起新公布確診

個案的密切接觸者，強制檢疫期由21日減
至14日，隨後7日可以居家隔離。有立法

會議員建議，如檢疫中心單位不足，
可利用度假村的獨立房作為支援。

議員倡騰度假村獨立房作支援

大公報記者
邵穎、馮錫雄



【大公報訊】記者馮錫雄報
道：外傭檢疫隔離酒店供不應求，
勞工處宣布，青衣華逸酒店2月1日
起額外提供150個房間供外傭檢疫，
今日上午10時起接受預訂。不過，
香港僱傭公會認為，政府現時向菲
律賓實施熔斷機制，由於疫情持
續，預期本月底屆滿後仍會延續，
海外傭工短期內仍難以來港。

青衣華逸酒店現時已提供房間
作外傭檢疫用途，連同稍後新增的

150個房間，檢疫房間總數將增至
650間，但屆時房價將由現時每晚
650元增至700元，價錢包括一日三
餐膳食和所有費用。房間須實名預
約，不可轉讓。

今起實名預訂 房價升至700元
政府發言人強調，明白本地家

庭對外傭的需求，然而本地疫情出
現急劇變化，仍須堅守外防輸入的
政策，會在考慮環球及本地疫情

後，檢視可否進一步增加指定檢疫
設施數目。

香港僱傭公會主席陳東風指
出，政府上周六（8日）向包括菲律
賓在內的八個國家實施地區性航班
熔斷機制，為期14日，由於疫情嚴
峻，他對限期屆滿解封並不樂觀。
他又說，檢疫酒店已向受影響顧客
退款，僱主要再重新預約房間，新
增150個房間仍未能應付需求，預期
解封後又會掀起 「房間爭奪戰」 。

華逸酒店下月增150外傭檢疫房間

居家檢疫加密檢測 未要求戴手環
【大公報訊】記者邵穎、馮錫雄報

道：隔離人士在後七日的居家檢疫，仍然
可以戴口罩短暫外出，政府未有接納政府
顧問專家、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
勇的建議，要求有關人士佩戴手環。有防
疫專家認為，居家檢疫要安全，最重要是
加密檢測，及早發現以防走漏。

袁國勇昨日上午就縮短檢疫期提出理
據，並建議政府可以要求居家檢疫的人佩
戴手環，不過政府下午公布縮短檢疫期
時，未有加入佩戴手環一項要求。

另一政府顧問專家、中大呼吸系統科
講座教授許樹昌昨晚回覆《大公報》查詢
時表示，佩戴手環純屬專家顧問的建議，
他個人認為，隔離14日後的風險不高，不
用加佩戴手環。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也認為，縮
短檢疫期至14日風險不大，既然容許居家
隔離人士外出，佩戴手環的意義已不
大，但他提醒，本港以外地方，以往曾
經出現第15日才發病的Omicron個
案，之後的七日家居隔離仍不可鬆懈，
必須加密檢測，同時加入更多限制條
款， 「第16、19日也應該進行檢測，包
括隔離人士的家人在內，也應該避免聚集
活動，政府可以加入法例內，一旦家人有
病徵出現，應該立刻進行檢測。」

梁子超再三強調，必須 「用盡整個檢
疫期」 ，不同於現時在第12日進行監測的
安排，在第14日上午亦應安排檢測，以
確保離開檢疫中心時，所有人均呈陰
性狀態。

變種
風暴

▲近日疫情大
爆發，入住竹篙灣

檢疫中心人數急增，
截至昨日上午九時，可
供即時使用的房間只
餘下445個。

專家倡公務員在家工作 學校提早放假
【大公報訊】記者馮錫雄報

道：疫情仍未受控，有專家建議
進一步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包括
考慮暫停面授課堂或延長學校農
曆新年假期，以及實施公務員在
家工作。資助小學校長會表示支
持，認為影響不大，但期望政府
提早預告作準備；有民間智庫組
織建議，政府及私人機構給予酌
情，讓家長可以配合留家照顧學
童。

校長會：改面授宜早通知
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

樹昌表示，確診個案仍在增加，
現行社交距離措施有需要進一步
收緊，包括考慮延長學校的農曆

新年假期，以及實施公務員在家
工作，盡量減低社區人流，希望
政府盡早作出決定。

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
勇邦表示，不少學校目前正在考
試或校內評估，但如果疫情持續
惡化，押後或中止考試也沒有太
大影響，學校過去兩年已有網上
授課經驗，正式實施前仍需要交

接，期望政府若落實有關安排，
可以提早三至五天預告。

智庫組織 「民生圓桌」 近日
以電話及網上問卷，成功訪問約
1140名市民，75%受訪者認同政
府應帶頭在家工作，以及安排學
校停止面授課堂兩星期。

組織發起人張展鵬認為，政
府應該實行相關措施，避免疫情
蔓延至農曆新年，建議可先安排
12歲以下學生暫停面授課堂或提
早放農曆新年假期，然後提早復
課，政府及私人機構可酌情，配
合留家照顧學童家長在家工作。

◀有專家建議暫停學校面授課
堂，或延長學校農曆新年假期。

位於大嶼山的竹篙
灣檢疫中心，合共有
3000多個單位，1890個
正在使用，但由於部分單位正等候
維修或消毒，截至昨日（10日）上午
九時，可供即時使用的只餘下445個，隔
離設施供應非常緊張。

檢疫酒店亦不敷使用
政府現時亦安排密切接觸者到香港

荃灣絲麗酒店、香港麗悅酒店、觀塘帝
盛酒店接受檢疫，但有部分單位正在使
用、維修或消毒未能即時騰空，故連同
竹篙灣檢疫中心，實際可即時使用單位
現有907個，佔總容量約21%。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公布，政府決定縮短本地個案的密切接
觸者的檢疫日數至14天，並在第19日自
行到社區中心檢測。

張竹君解釋，雖然檢疫中心仍有900
多個單位，但現時名單上有800多人等候
送檢，隔離單位已經 「幾乎無位」 ，大
部分Omicron個案在兩至三日內已發
病，Delta的潛伏期亦較多低於14天，相

信縮短在檢
疫中心日期的風險不大。

專家：Omicron潛伏期較短
政府顧問專家、港大微生物學系講

座教授袁國勇認為，縮短檢疫期可紓緩
檢疫設施緊張情況，而且Omicron的潛
伏期較短，在第14至21日找到病例的
機會很低，認同可縮短隔離時間至14
日，最重要是期間繼續接受檢測。

針對現時隔離中心單位緊張的問
題，選委會界別立法會議員陳凱欣認
為，康文署轄下有較多度假村的獨立
屋可供利用，且不少獨立屋均有窗
戶，利於通風，若利用隔離酒店作檢
疫用途，則應做足消毒工作。她還
強調，7日的家居隔離不可鬆懈，政
府需確保有足夠人手進行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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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針難影響抗疫大局全民檢測爭主動 香港完全做得到

龍眠山

前 段 時 間 香 港 是 「有 針 無 人
打」 ，現在由於第五波疫情爆發，加
上特區政府下月落實擴大 「疫苗氣
泡」 ，香港再次出現接種熱情。各社
區接種中心的預約爆滿， 「即日籌」
大排長龍，出現 「想打冇得打」 的情
況。具體說來，就是 「長者打針難」
和 「幼兒無針打」 。

最近打第一針的人顯著增加，大
部分是長者。長者本屬優先接種群
組，但過去由於受到錯誤資訊的誤
導，沒有根據地害怕所謂疫苗 「副作
用」 ，但隨着更多人打針且安全，長
者漸漸打消顧忌，接種積極性空前提
高，導致出現接種 「塞車」 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不難解決。全港曾
經有29個社區接種中心，後來陸續關
閉了大部分，只要將部分中心重開就
行。本月21日，將增加兩間新接種中
心，而現有中心也正在提升每日接種
能力。有人建議將各區長者健康中心
改為疫苗接種中心，不失為好辦法。

兒童 「冇針打」 問題則相對棘

手。Omicron病毒與傳統病毒不同之
處，就是 「通殺」 ，兒童感染的不
少。但目前本港最低接種年齡是12
歲，亟須降低接種年齡。專家委員會
下周開會討論3歲以上兒童接種科興
疫苗的安排。至於復必泰，由於遲遲
未提供有關數據，特區政府已等待數
月，至今泥牛入海無消息。有分析認
為，疫苗全球熱銷，供不應求，疫苗
生產商進行兒童接種研究的積極性不
高，成為加快兒童接種的最大阻力。

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院長
梁卓偉直言對復必泰及代理商復星感
到失望，認為在如此嚴峻的疫症之
下，藥廠賺錢之餘，應該為兒童着
想。另一方面，疫情形勢緊迫，香港
不能一味無了期地等待下去，應該主
動促請疫苗生產商盡快提供有關數據
以推進兒童接種。特區政府需要展現
「牙力」 ，主動談判，盡快解決問

題。香港越早提高接種率，就越能早
日戰勝疫情。

香港已累積數十宗Omicron本地
確診個案，目前社區有多少條傳播鏈
無人能知，而每條傳播鏈都足以釀成
「海嘯式」 爆發。與其被動地等待確

診者出現再追蹤密切接觸者，不如主
動出擊，通過全民檢測找出隱形傳播
鏈。香港有能力、有條件、有必要全
民檢測，關鍵在願不願意做、有沒有
這個決心和魄力去推動。

首先，全民檢測在技術上完全做
得到。前年9月，香港在中央協助下曾
進行一次小型全民檢測，最終檢測170
萬人，找出26個隱形患者，成功阻截
了疫情在社區爆發。早識別、早隔
離、早治療，始終是最佳抗疫手段。
香港目前的抗疫本質上仍屬於 「守株
待兔」 ，不僅被動，而且存在許多漏
洞，一再出現源頭不明的確診個案即
反映問題所在。

其次，全民檢測在能力上完全沒
問題。香港目前的封區強檢，需要民
政、警方、衞生署等跨部門的配合，
實行一段時間後，封區強檢效率越來

越高，動員能力越來越強。其實，封
區強檢就是全民檢測的雛形，只是範
圍局限於某小區、某大廈，若將範圍
擴大到區域，就是區域全民檢測；再
擴大到全港，就是全港全民檢測。全
港統一安排指揮，每個區域各司其
職，同時強檢，全民檢測就大功告
成。香港目前每日處理檢測劑的能力
大約10萬劑，但問題並不難解決，特
區政府若向中央求助，相信中央一定
會再次伸出援手。

其三，民意已出現巨大轉變。隨
着落實香港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
反中亂港勢力土崩瓦解，香港形勢出
現根本變化，為反而反者不得人心。
疫情爆發兩年多仍然看不到盡頭，每
個人都深受影響，都有心理焦慮，即
使是那些曾抱僥倖心理、抗拒接種疫
苗的人，現在也紛紛改變看法。除了
那些不願見到香港好、企圖 「借疫攬
炒」 的極少數破壞分子，誰不擔心身
邊就有隱形患者？誰不希望早日走出
疫情籠罩？全民檢測有助達到這個目

的，政府安排妥當，做好配套，提高
效率，減少所謂 「擾民」 的時間，相
信大家會積極配合的。

及時高效的全民檢測，是內地成
功抗疫的一大法寶。河南鄭州上周確
診一宗個案，全市1200萬人檢測，平
均每秒鐘有583人檢測，6小時 「篩
過」 一輪，很快完成三輪全民檢測。
深圳市日前確診兩宗個案，全市多區
全民檢測，首日10小時，龍崗區檢測
90萬人；羅湖區採樣32萬人。參與檢
測的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醫
生認為內地抗疫真正是快準狠，建議
香港借鏡，實施全民檢測。

有人承認內地抗疫能力強，體現
制度優勢，但又認為香港有 「特殊
性」 ，內地做得到，香港未必做得
到。但病毒是不認人的，也不認社會
制度，更不認什麼 「特殊性」 。抗疫
必須果斷，繼續猶豫不決，疫情將沒
完沒了；害怕付出代價，最終勢必付
出更大的代價。香港抗疫既然對接內
地機制，就要真正做到有效對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