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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個案上下源流，迅速切斷病毒傳播鏈。內地
的網格化管理追蹤被反覆證明是最有效的做
法，如近日河北石家莊等地發生局部爆發後，
當地政府短時間內迅速啟動大規模流行病學調
查，迅速將確診病例的多層次的密切接觸者隔
離檢測，確定零號病人可能早在 12 月中出現，
實現精準快速堵截。
參考內地經驗，要提升追蹤效率、提高追蹤的
精準度，關鍵是做好兩方面的工作。首先是要建
立一套成熟的追蹤方法和手段，善用創新科技追
蹤病毒傳播路徑。內地由去年年初已在全國範圍
內建立健康碼系統，以高效的追蹤手段來換取放
寬大範圍的限制措施，讓經濟民生重現生機。新
加坡去年 3 月也推出手機應用程式「合力追蹤
（TraceTogether）」，透過藍牙追蹤使用者的所
在地和接觸者，一旦有人確診，程式可助政府盡
快找到可能被傳染的人士。新加坡已要求民眾必
須下載「合力追蹤」才能進入各種公共場所，原
來計劃與香港推動的旅遊氣泡計劃，到訪新加坡
的旅客也會被強制要求安裝「合力追蹤」。反觀
本港的「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仍然停留在市民
自願下載掃描，並無主動記錄、追蹤功能，在追
蹤效能方面嚴重不足。
另外，要提高追蹤效率不能單靠紀律部隊，
政府應廣泛調動跨部門的公務員隊伍，不斷優
化電子平台，協助衞生防護中心聯繫相關部門
的系統，直接查詢及下載確診者、其家人及密
切接觸者的資料和相關出行記錄。正如政務司
司長張建宗所強調的，抗疫是政府的首要任
務，公務員隊伍作為政府的骨幹，實責無旁
貸，應更有擔當和使命感，以身作則奮力抗
疫，為香港早日達至「動態清零」而努力。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突然宣布，取消美
台官方往來的行政限制。特朗普政府上
台後大打「台灣牌」遏華，嚴重挑戰中
國國家主權和核心利益，損害台灣人民
利益，臨下台又行「最後瘋狂」，意圖
製造既成事實，逼迫即將上任的拜登政
府「蕭規曹隨」。中國外長王毅近期已
就中美關係提出「重啟對話、重回正
軌、重建互信」立場，拜登政府要看清
中美關係大局，充分了解中國在維護國
家統一、主權、安全上，是絕不會讓步
的，改變打「台灣牌」的損人不利己政
策，不要讓台灣問題繼續影響、損害中
美關係大局。
上個世紀七十到八十年代，中美先後
簽署了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奠定兩個大
國關係的其中一個重要基礎。世界上只
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
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是國際社會公
認的事實，也是美方在中美建交公報等
三個聯合公報中的明確承諾。
但特朗普上任以來，把台灣當成遏華
棋子，不斷操弄台灣議題，干涉中國內
政，意圖藉攻擊中國來為自己獲取選舉
等政治利益。特朗普政府不斷加大對台
軍售，以所謂的台灣旅行法、台灣保證
法等，以恢復美台官方往來的小動作，
不斷試探中國的底線，如操弄美在台機
構升級改名、借防疫經濟合作名義派遣
高級官員訪台等，近期更是危險動作不
斷，如與台灣方面通過視頻形式進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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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波新冠疫情持續近兩個月，近日稍為緩
和，但仍在雙位數的中位反覆拉鋸。政府今日
起在啟德社區會堂設立指揮中心，借調百多名
紀律部隊人員，幫助衞生防護中心追蹤個案。
政府在外防輸入方面已經逐步加強，現階段必
須加緊社區病毒傳播鏈的追蹤，才能提升抗疫
成效。政府應積極參考內地做法，善用新技術
建立一套成熟的追蹤手段，同時積極調動包括
公務員在內的人力資源，在抗疫上變被動應付
為主動遏制，盡快達到「動態清零」的良好狀
態。
今日啟用的啟德社區會堂指揮中心，會借調
百多名紀律部隊人員，幫助衞生防護中心追蹤
個案。據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透
露，以往衞生署和警方僅有約 140 人負責追蹤工
作，現在增至約 290 人，相信對追蹤個案及密切
接觸者絕對有幫助。但距離港大微生物學系講
座教授袁國勇所建議，培訓約 1 萬人協助追蹤密
切接觸者仍有距離。
要切斷社區傳播鏈，一方面當然需要靠大範
圍的普及檢測。事實上，本港過去數月已經設
立了 19 間社區檢測中心，陸續對一些特定行業
的高危群組進行強制檢測，至上月底總數已超
過 40 萬人。近日政府將指定處所強制檢測的標
準進一步收緊，先後將數十座大廈列入強制檢
測範圍，檢測面不斷擴闊。
普及檢測的作用猶如找出「火種」，鑒於涉
及龐大資源，長期反覆進行並不現實。在疫情
持續反覆的時期，最高成本效益的做法，是一
方面做好特定群組的強制檢測，另一方面是做
好病毒追蹤溯源，找出病毒傳播路徑，切斷傳
播鏈。更專業、更科學和迅速的追蹤，可以溯

拜登不要被特朗普的「台灣牌」牽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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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手段統籌資源 做好病毒追蹤堵漏

謂「政治軍事對話」、宣布派美駐聯合
國代表訪台，直至宣布取消美台官方往
來限制。
中國一貫堅決反對台美之間進行任何
形式的官方往來和軍事聯繫，美方的這
些挑釁行動，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
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損害中國利益，傷
害中國人民感情。民進黨當局以武謀
「獨」、「倚美謀獨」，是危害台海和
平的禍根，損害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和兩
岸同胞切身利益，與廣大台胞的福祉背
道而馳。
在中美關係上，儘管特朗普當局以貿
易戰、科技戰、「台灣牌」等為中美關
係設置了重重障礙，令中美關係持續低
迷；但中國高度重視中美關係，認為中
美關係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
係，作為世界上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
中美關係的好壞，不僅事關兩國和兩國
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深刻影響全球福祉
和世界局勢的走向，為此王毅外長近期
對未來中美關係表達了「重啟對話、重
回正軌、重建互信」的重要信號。
中國堅定維護、有力捍衛國家主權和
台海安寧，中國決不允許任何人、任何
勢力侵犯和分裂祖國的神聖領土，一旦
發生這樣的嚴重情況，中國人民必將予
以迎頭痛擊。呼籲拜登政府看清中美關
係大局，清楚中國捍衛核心利益的堅強
意志，理智果斷地在台灣問題上撥亂反
正，切割特朗普的「最後瘋狂」負資
產，發展中美關係新局。

逾八成家庭疫下搵少咗
逾六成子女開支有增無減 工聯會促關注家長壓力問題
疫情對子女教育發展問卷調查

本港在過去一年多先後經歷社



會動盪及疫情影響，在職家長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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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顧慮自身工作「安危」，還要
督促子女在家網上學習，壓力在

所難免。工聯會昨日開記者會公布網上調查結果，逾八成受訪家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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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卻有逾六成家庭表示有增無減。逾半受訪家長期望政府增加學習資
助，工聯會則建議局方關注家長壓力問題，為需要者提供支援。
●香港文匯報記者
800
工聯會早前以問卷調查訪問約
多名家長，了解疫情對子女和家
長的影響。結果顯示，疫情下逾八成家
庭收入減少，當中 9.3%收入減少八成
或以上，5.9%人全家失業。

「電腦上網」
「補習老師」支出大
另一方面，分別有約六成受訪家長表
示家庭及子女開支有增加，其中在子女
開支方面，家長普遍指是集中於「電腦
及上網」和「補習老師服務」。
對於過去一段時間長期反覆停學，有
六成半家長非常擔心子女的教育及發
展，尤其是擔心子女的學業成績和學習
態度。至於網上學習，過半數家長雖表
示已經適應，但仍希望可回復正常。
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鄧家彪昨日出席
記者會時感嘆，大部分家長於疫情下要
兼顧子女健康、教育和自身的工作，身
心俱疲，亦容易產生摩擦，「有些家長
既要在家工作，又要照顧子女、協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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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網上學習，或要費神安排每天的活動，兩
者難以兼顧，負面情緒自然增加。」
家長周太昨日出席記者會表示，家中育有
兩個孩子，分別就讀中一及小二，「細嗰個
一定要陪住上（網課），因專注力較差……
有時見到小朋友上網課唔識答問題、教佢做
功課時都會感到心理壓力。」周太又提到丈
夫從事服務業，「有段時間無工返」，自己
本身亦擔任全職，如今卻因必須陪伴孩子而
轉任兼職，收入難免減少。
家住公屋、育有三個孩子的李太則表示，
他們只能全都擠到廳中上網課，「肯定會
嘈，有老師都問過，點解背景會有噪音，而
且小朋友上課唔專心，邊上邊玩手機，又唔
開鏡頭，老師難知學生學到幾多」。李太又
感嘆自己的網上知識不多，「現在功課都是
網上做、網上交，我哋都管唔到咁多，實在
擔心他們的學業……」

鄧家彪：家長冀增學津資助
鄧家彪表示，調查結果顯示最多家長希望

疫情下家庭收入變化

疫情期間用於子女的開支變化

青協昨日公布的這份調查顯示，43.7%受訪者認為政
府的防疫措施力度寬鬆，79.2%認為入境管制力度最不
足夠，另有 53.8%認為檢疫措施不足，但另一方面，
56.5%受訪者認為食肆及娛樂處所規例令生活不便，
40.2%認為是「限聚令」，此外 73.4%則表示現已出現
「抗疫疲勞」，有受訪者指長期留在家中避免外出，使
他們情緒低落。
另外，67.7%受訪者表示願意接種政府選購的新冠肺炎
疫苗，惟同時有 48.1%表示「安全性」問題會影響接種

電腦及上網服務
補習老師服務
膳食及醫藥
其他

資料來源：工聯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
政府可直接增加學習津貼或資助，
其次是資助學校來年暑假進行補
課，幫助學生趕上學業進度。
他又建議局方為有需要的家長
提供適切的情緒輔導和支援。同
時，學校亦應主動及加強與家長的
溝通，為有需要的家長及學生提供
協助，讓子女在停課不停學的同
時，減輕家長長時間承擔照顧子女
學習的壓力。

●鄧家彪（左三）
感嘆，大部分家長
於疫情下要兼顧子
女健康、教育和自
身的工作，身心俱
疲，呼籲政府提供
適切支援。
工聯會供圖

意願。而巿民一方面批評政府防疫表現，但另方面有
73.8%受訪者表示不願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青協倡加強公眾推廣教育
「青年創研庫」民生組召集人陳昌堅認為，市民對疫苗
的安全性仍有疑慮，有機會影響全港注射率。隨着政府下月
起為市民接種，他建議當局應透過區議會和非政府組織的平
台，加強公眾推廣及教育工作，並保持疫苗資訊公開透明。
協會成員何穎琛及倪智承則表示，大部分受訪者不願
使用「安心出行」，反映私穩保障是重要考量，建議當
局為抗疫科技設獨立的私隱影響評估及資訊科技保安審
計。另外，亦可以簡化檢疫監察工作的人手安排，提升
「居安抗疫」的效能。
青協成員簡昌恆則建議參考外地經驗，進一步完善新
型傳染病的「預備及應變計劃」，增設防疫措施機制準
則和指引，支援企業疫情期間營運安排，減少疫情帶來
的不穩定性。另一成員吳鍶淇建議政府建立醫療資訊雲
端，整合「醫健通」、「電子檢測記錄系統」、「電子
針卡」和「智方便」，為基層醫療發展好根基，同時讓
市民更掌握自己的健康資料。

假如日後政府提供新冠
肺炎疫苗，你會願意接
種嗎？
人數

百分比

會

546

67.7%

不會

260

32.3%

什麼因素最影響你接種
新冠肺炎疫苗的意願？
（只選一項）
人數

百分比

安全性

388

48.1%

生產地

173

21.5%

價錢

113

14.0%

個人健康狀況 95

11.8%

方便性

4.6%

37

預約接種電子系統料月內完成

逾七成人表示
「抗疫疲勞」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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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子女的開支用途

增加
減少
不變
子女不在學等其他狀況

收入穩定沒有減少
收入減少40%或以下
收入減少41%-80%
收入減少80%或以上
全家失業

近七成市民願打新冠疫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新冠疫情持續，特區政
府實施多項防疫措施，而青協的「青年創研庫」訪問806
名市民，發現整體對防疫措施感到不滿，以滿分10分，平
均分僅4.28分，當中逾四成人認為防疫措施力度寬鬆，另
有逾七成受訪者表示出現「抗疫疲勞」，而六成八則表示
願接種政府提供的新冠疫苗，惟同時有四成八人指對疫苗
安全性的疑慮會影響接種意願，更有近七成四人不願使用
「安心出行」應用程式。青協建議加強公眾推廣及教育，
並保持疫苗資訊公開透明，以增加巿民的信心。

33..6%
3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內地復星醫藥與德國 BioNTech供應的新冠病毒肺炎
疫苗預料下月可以運抵本港。
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
日表示，特區政府正開發電子
系統供市民預約接種疫苗，有
關系統本月內便會準備好，而
系統會在巿民接種前一日發出
手機短訊提示，市民接種後並
可透過電子檢測記錄系統取得
「電子針卡」記錄。
張建宗昨日在網誌撰文指
出，政府過去一年一直積極
利用創新科技支援防疫抗疫
工作，以應對嚴峻挑戰和需
要，如推出「居安抗疫」和
「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
式、提供支援家居檢疫的低
功耗藍牙電子手環、設立普
及社區檢測計劃網上預約系
統，以及開發香港健康碼配
合日後恢復通關等。

另外，政府亦已設立網站方
便市民下載電子檢測記錄。

接種前一日短訊提示
至於新冠疫苗將陸續抵
港，市民最快在農曆新年後
可以接種，特區政府因此正
開發疫苗接種計劃的預約系
統，方便市民預約接種。張
建宗指出，系統啓用後，會
向成功預約的市民提供預約
確認資料，並在接種前一日
向市民發放手機短訊提示。
他表示，特區政府早前已
設立的電子檢測記錄系統，
在疫苗接種計劃開展後亦會
加入新功能，未來除可以方
便市民查詢及免費下載自己
的檢測記錄外，亦會成為
「電子針卡」，市民可以在
利用「智方便」確認身份
後，透過系統下載電子疫苗
注射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