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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波首破百宗第四波首破百宗
市民促全民強檢市民促全民強檢

籲政府痛下決心籲政府痛下決心 倡重罰違規者倡重罰違規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專家顧問、中
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表示，已向政府提出
收緊防疫措施，包括要求食肆提早至晚上10時關
門，並關閉卡拉OK等高危場所；而醫委會委員龐
朝輝則認為，政府當務之急是要推行強制性全民檢
測，切斷隱藏在社區的傳播鏈，更應引入內地的
「健康碼」措施，才能減低病毒傳播風險。
醫委會委員龐朝輝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則表

示，加重違反防疫措施罰則成效慢，難即時控制第
四波疫情，建議政府立即強制全民接受檢測，以找
出所有隱形患者，「家天氣轉涼，開始有流感，
如果繼續自願參與（檢測），肯定連上次普及社區
檢測都不如。」
政府雖指全民強制檢測難以實行，但龐朝輝不認
同，相信政府有上次普檢經驗，要進一步做全民強
制檢測不太困難，並指政府必須盡快作出有關決

定，擔心若疫情惡化至每日都新增數百宗確診個
案，任何措施也難以阻止病毒蔓延。
不過，他強調單靠強制檢測亦不足夠，建議政府

進一步引入內地「健康碼」措施，最低限度要住在
疫廈居民有健康證明才可出入公共場所，以減低病
毒傳播風險，並填補所有引致輸入個案的漏洞，防
止本地個案「清零」後再有新病毒流入社區。

許樹昌籲食肆晚十打烊
許樹昌昨日指出，近日有多宗不明源頭個案，反
映病毒已由歌舞群組擴散至很多層面，社區有廣泛
的隱形傳播鏈，預料第四波疫情可能會持續至聖誕
及新年。他強調現時必須防止室內室外人群聚集，
他已建議政府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包括要求食肆提
早至晚上10時關門、關閉卡拉OK等高危場所，以
及暫停舉行演唱會等。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在電視節目中則強調，政府會
展示決心，動員更大力量甚至訂立新例達至「清
零」目標，當局正研究加強違反防疫措施的罰則，
「家睇嚟一個2,000蚊定額罰款，難以防止違規
行為。」不過，她未有透露罰款詳情，只表示新罰
則要有阻嚇力，呼籲各界嚴守防疫指示。

醫委：全民強檢非不可能

■專家顧問許樹昌建議收緊食肆營業時間。圖為周
日西貢碼頭旁的食肆座無虛席。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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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新冠病毒疫情愈趨惡化，昨日新增115宗確診個案，本地個案佔了109

宗，為第四波疫情爆發以來首次單日破百宗病例，本地不明源頭個案亦多達24

宗，連續兩天超過20宗病例，亦是連續六天達雙位數字。不少巿民均擔憂疫情

失控，令民生及經濟大受影響，促特區政府下定決心、盡快推行全民強制檢測，以嚴厲措施盡早堵截社區隱形傳播鏈，

「長痛不如短痛」，將影響降到最低；他們也認同對違反防疫規例的人加重罰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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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月
第四波疫情趨勢

月第四波疫情趨勢

◆資料來源：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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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殘院舍員工若拒強檢可判監

■土瓜灣兆景安老院日前有一名職員染疫，屬歌舞
群組。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政府再推出強制檢
測措施。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昨日預告，食
物及衞生局今日將發出強制檢測公告，要所有安

老院舍、殘疾人士院舍及護養院員工12月14日前
必須進行強制病毒檢測，之後或要求員工每星期
檢測一次，員工若拒絕強制檢測，則不能上班，
更會被罰款甚至判監。
羅致光昨日發表網誌表示，本港上一波疫情下

有超過102名安老院住客受感染，當中30人離
世，而院舍員工雖並非高危群組，惟他們如果染
疫再傳給體弱住客，後果將十分嚴重，為免本港
步其他歐美國家和地區後塵，避免院舍病毒爆發
導致大量院友死亡，為院舍員工實行強制檢測是
必要措施。
他表示，安老院、殘疾人士院舍及護養院工作

的所有員工，包括全職、兼職、外地勞工、替假
員工以及外購合約服務員工如陪診員等，均須到
政府設立的社區檢測中心，接受鼻腔和咽喉合併
拭子樣本採集的免費病毒檢測服務，員工亦可自

費接受衞生署認可私營化驗所檢測。

安排兩周檢測 不做不可上班
他指這次是實行院舍員工強制檢測的第一輪，需
給予院舍及員工時間適應安排，所以預了兩周時間
讓員工於12月14日前接受檢測，而第二輪開始會
考慮是否每星期都要員工進行一次檢測。他又指
出，若有員工拒絕檢測，將會以「先勸後罰」方式
對待，不理勸告會考慮強制不允許有關人等上班，
並罰款2,000元甚至判囚。
他表示，為能在14天內完成所有檢測，這次
離島的安老院舍將被豁免第一輪檢測安排，盼
未來能協助離島院舍員工檢測，希望能安排院
舍職員做到「每周一檢」直至疫情受控，而未
來會研究增加社區檢測中心或派流動採樣車方
便檢測。

▼第四波疫情未見放緩，昨
為星期日，西貢依舊墟冚。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李先生：眼看疫情嚴重，收到街坊的訊
息得知西貢設立社區檢測中心，所以自己
亦去做檢測，這是公民責任，做了檢測至
少能夠得知自己是否受感染。市民自律去
做檢測，做好防疫措施是最好，加重罰則
提高阻嚇性，讓他們檢點些都好。不過，
我認為政府更應做一次全民強制檢測，並
應該規定只有持陰性證明才可以進入大型
商場或食肆，確保外出者不會帶有病毒。

「強檢最緊要是免費」
鄺女士：現時疫情嚴重，我自己都想做
一次檢測，看看自己有否受到感染。早前
在診所查詢檢測費用，竟然需要近千元，
故到社區檢測中心預約檢測，擔心在不知
情的情況下把病毒傳染予家人。政府應要
向不遵守防疫規定者增加罰款，增加阻嚇
力，更加應該強制全民做病毒檢測，最緊
要是免費。

容小姐：做檢測是社會責任，確保自己
不是病毒傳播者。強制全民進行檢測，
能夠找出社區內的新冠病毒患者。我亦
認為市民的自律十分重要，試過上班的
時候遇過不戴口罩或把口罩拉下的人，
應該要加重罰則，最好就連警告都不用，
直接票控。

梁小姐：我居住的地區有確診患者，因
為家中有老人家，擔心會傳染予家人，
所以都要做檢測，想知道自己有沒有受
感染。我認為應對違反防疫規例的人加
強罰則，讓他們緊張些、小心些也好，
現在第四波疫情爆發，我贊成政府做全
民強制檢測。

蔡女士：因為早前學校有學生確診個
案，所以我亦特意到社區檢測中心做病毒
檢測，為了得一個安心。而我認為在疫情
嚴峻情況下，應加重對違反防疫規定的人
罰款，讓該些不遵守規矩者提高警覺，我
亦認為強制全民檢測都好需要，可以盡快
切斷傳播鏈。

「不希望公司群體感染」
周女士：因為工作需要，我自己都去做
檢測，不希望公司出現群體感染。現時疫
情十分嚴峻，對不守防疫措施者，應該加
重罰款，而現時多區設立社區檢測中心，
足夠讓願意作檢測的市民前往，政府若然
能夠做強制全民檢測，我認為會更加好。

蔡小姐：我兒子就讀的學校有學生確
診，所以我亦與他一起去檢測中心做病毒
檢測，知道有沒有受感染，得個安心。我
認為市民應該要有公民意識，做好應做的
防疫措施，應該加強罰則，提高阻嚇性，
政府更應強制全民都做病毒檢測，否則疫
情會沒完沒了，學校不時停課，亦影響兒
子學業，經濟也會愈拖愈差。

「市民自律同樣重要」
顏小姐：為了避免公司出現群組感染，
所以我做了檢測，不希望成為隱形帶菌
者。公民意識十分重要，為人為己，盡量
忍一忍，除了上下班和買餸外，基本上都
不會外出，所以應該要提高違規的罰款，
罰一些因不守防疫規則而導致疫情爆發的
人。我認為政府可以做全民強制檢測，而
市民自律亦同樣重要，否則花費大量金錢
之餘，到頭來卻功虧一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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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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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字第25818 今日出紙3疊7張半 港售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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