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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籌將開放予年滿12歲學生
特首冀開學後由學校安排接種 醫學界指為基層開「方便之門」
港疫苗總接種劑次達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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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疫苗接種速度近日從高峰回落，與達成
免疫屏障的目標仍有一段距離。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宣布，12
歲或以上學生將可透過「即日籌」，毋須預約
便可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接種疫苗，稍後會公
布詳情。她期望開學後，有更多中學生或年滿
12 歲的小學生獲得家長支持，由學校安排接
種疫苗。有醫學界人士認為，即使持有「即日
籌」也需要在現場排隊，遠不及網上預約方
便，未必能為年滿 12 歲的學生及其家長提供
很大的接種疫苗誘因，但能為一些家中沒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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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的基層家庭大開「方便之門」，對增加接種
率有一定幫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昨增 7 宗輸入 全帶變種毒
香港昨日新增 7 宗確診個案，均為輸入個案，全部帶
L452R 變種病毒株，其中 5 人已完成接種疫苗，而 1 人對
抗體測試呈陽性，大部分人沒有病徵。
林鄭月娥在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表示，目前的防疫工作
主要是在「外防輸入」方面盡量做到滴水不漏，以及提升疫
苗接種比率，讓香港社區內部也有一個保護屏障，而接種疫
苗仍是目前最重要的防疫工作，需要全城目標一致去推動。
但她直言，截至前晚香港仍只有395萬人接種首劑疫苗，
比率只佔合資格人口58.7%，林鄭月娥指雖然數字仍慢慢上
升，但升幅已收窄，且每日接種首劑疫苗及於網上預約接種
疫苗的人數均有下降趨勢，每日分別少於3萬人及約1萬人。
林鄭月娥表示，希望透過全港市民繼續努力逆轉正放慢
的接種率，包括 20 歲以下的年齡群組，希望隨着開學
後，更多中學生或 12 歲的小學生會獲得家長支持，由學
校安排接種疫苗。她並指出，稍後會公布「即日籌」的安
排，讓 12 歲以上學生毋須預約，就可到社區疫苗接種中
心接種疫苗，「正如長者一樣，他們毋須預約即可到社區
疫苗接種中心接種疫苗。」

繼續鼓勵長者打針建屏障
「外國的接種疫苗比例或次序是以長者開始，因為它們
擔心若長者感染了病毒，出現重症風險高，會為醫院帶來
沉重壓力。香港可能因為沒有出現這種的現象，因此長者
在接種疫苗方面的傾向或誘因不是很大。」林鄭月娥指
出，70歲以上的年齡群組，即使已催谷了一段時間，接種
率仍然很低，與外國的情況截然不同，特區政府未來會繼
續鼓勵長者接種疫苗，令整體接種率足以建立起屏障。
「醫護誠信同行」主席林哲玄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指出，大部分年約 12 歲學童的家長均懂得上網，為子女
預約接種疫苗亦非難事，相信即使開放「即日籌」予青少
年對他們的吸引力不會太大，「反而『即日籌』都需要到
現場排隊，遠不如網上預約方便。」
但他認為，部分基層家長或因太忙，甚至因家中沒有電
腦或不懂上網等原因，才令子女未有接種疫苗，開放「即
日籌」則可為他們大開「方便之門」，是好事，相信對提
高接種率會有一定幫助。

●林鄭月娥宣布，12歲或以上學生將可透過「即日籌」，毋須預約便可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接種疫苗。圖為家長陪同小朋
友到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接種新冠疫苗。
中新社

外傭荃灣絲麗檢疫 中介憂房少難解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菲律賓
及印尼兩國疫情嚴峻，早前被特區政府
列為高風險地區，嚴格的入境要求致使
大批外傭無法抵港，聘用外傭的香港家
庭叫苦不迭。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昨日表示，特區政府已與菲律賓、印
尼政府商討認證當地疫苗接種記錄的方
法，周內將公布詳情。據悉，特區政府
擬要求外傭抵港後在兩間指定酒店檢疫
21天，已暫時選定荃灣絲麗酒店為其中
一間專接收外傭的酒店。有僱傭中介
指，滯留原居地的外傭多達7,000人，
但絲麗酒店僅提供 400 間房，對緩解
「外傭荒」幫助有限，部分外傭或要在
原居地輪候一年才抵港，外傭整體薪金
亦難大幅回落。

●特區政府擬
要求外傭抵港
後在兩間指定
酒 店 檢 疫 21
天，已暫時選
定荃灣絲麗酒
店為其中一間
專接收外傭的
酒店。圖為荃
灣絲麗酒店。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林鄭：周內將公布詳情
林鄭月娥昨日上午出席行政會議前
表示，控關期間，很多外傭返回原居
地後難以再來港工作，在港的外傭數
目因而減少數萬人。為方便外傭來港
工作，特區政府已與菲律賓、印尼商
討確認外籍家庭傭工於當地接種疫苗
記錄的方法，周內會公布詳情。
外傭抵港後須在特定檢疫酒店接受
21 天檢疫，方可到僱主居所工作。她
透露，特區政府目前已覓得一間接收
外傭的檢疫酒店，將提供約 400 間房
間，及正物色第二間接收外傭的檢疫
酒店。據悉，敲定的檢疫酒店是荃灣
絲麗酒店。
林鄭月娥強調，特區政府須安排外

傭分批有序來港，避免他們同一時間
入境，以免對本港醫療系統造成壓
力，若同時提供多間特定檢疫酒店供
外傭預訂，便不符合逐步有序來港的
原則，望已聘請外傭的僱主諒解。
香港僱傭公會主席陳東風昨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目前累計約
有六七千名外傭滯留菲、印正等待入
境，迄今物色的 400 間房對於改善市
場需求幫忙不大，「咁樣條隊清成年
都清唔晒。」

家長網上聯署促讓學生打科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恩璣）開學在
即，香港社會關注學生接種疫苗的安
排，希望讓 12 歲或以上學生在復必泰
疫苗以外，還可選擇接種科興疫苗。
有家長於本月中發起網上聯署，截至
昨日已收到近 1,200 名家長、教師及學
生的簽名，希望特區政府回應民意，
開放科興疫苗供學生選擇接種。

數據安全受家長歡迎
不少家長認為科興同流感針一樣是
採用滅活技術，更加傳統、安全。此
前，內地已經開放科興疫苗給3 歲以上
的孩子，家長認為疫情當前，特區政
府不應繼續被動等待，而要主動出
擊，為學生謀福利。
湯女士是的兩名女兒分別 12 歲和 15
歲，但由於有青少年接種復必泰後出
現心肌炎情況，令她不敢讓兩個女兒
去打疫苗。她認為，科興疫苗數據安
全，希望特區政府可以開放該疫苗讓
年輕人選擇接種。
朱女士亦提到，自己此前已經接種科
興疫苗，感覺良好無不良反應，「3 歲
以上已經合適（接種科興疫苗），我的
女兒已經9 歲了，希望接種了暑假復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香港
新冠疫苗接種計劃
展開至昨日已是第
一百八十天，昨日
近 5.7 萬人接種疫苗
和 約 1.15 萬 人 預 約
接種時間，令累積
總接種劑次高達 717
萬，其中 398.3 萬人
已接種最少一劑疫
苗。截至昨日零時
零分，過去 24 小時
共有 17 宗由社區疫
苗接種中心或醫院
管理局轄下的指定
普通科門診診所送
院的個案，他們因
接種後出現常見副
作用而送院，情況
穩定，其中 12 人已
經出院，4 人留院觀
察，一人未經診症
自行離開醫院。

後就能加強保護。」
李女士表示，其小朋友正在國際學校
讀書，8月16日開課，「雖然教育局特
許學校能全日返學，但要求學校在9 月
30 日前要 12 歲以上打疫苗的學生要達
至70%才能正式全面復課。我十分想配
合政府讓我的小朋友打疫苗，但只會打
科興，懇請盡快開放這疫苗。」
正在讀中一的茹同學亦表示︰「希
望政府開放科興疫苗畀全港中學生接
種，以便抵抗來勢洶洶的第五波變種
病毒！」

冀統一房價紓僱主壓力
酒店房間「海鮮價」問題亦令人擔
憂。陳東風指，絲麗酒店平日價格介
乎每晚 400 元至 600 元左右，400 元尚
可承受，但若按最高房價計，再加上
餐費，僱主最高或須每日支付 700 多

●有家長發起網上聯署，希望特區政
府開放科興疫苗供學生選擇接種。
網站截圖
不可以，政府都應該向公眾交代。
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在回應香港文
匯報查詢時表示，特區政府至今仍未
收到科興申請更改該疫苗的適用年
齡。如收到有關申請及相關臨床研究
數據，會交予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顧
問專家委員會考慮及作出審批建議，
及向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提出建議是否
批准相關申請。

元，21天檢疫期的住宿近1.5萬元，負
擔較重，故他希望政府能夠和酒店簽
好協議，統一規管房價在合適水平。
酒店及餐飲從業員協會表示，荃灣
絲麗酒店早前已經用於強制檢疫隔離
酒店，前線員工都已經有防疫經驗，
但因新近個案大多涉變種病毒，希望
政府可更新防疫指引，提升防疫裝
備。協會並指，抗疫時間已久，前線
同事心理壓力較大，建議政府提供津
貼。

疫下初老長者開心指數跌幅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修例風波及疫
情接踵而來，嚴重影響港人心理健康，和富社
會企業「香港開心 D」昨日公布首次 55+（即
55歲以上人士）開心指數調查結果，發現初老
長者在疫情期間的開心指數有明顯下跌跡象。
理工大學活齡學院總監及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
授白雪表示，疫情對初老長者的財務狀況及家
庭壓力均較長者大，他們亦無資格享用政府的
長者津貼，開心指數自然不及65歲以上長者。

較 65 歲以上長者嚴重

鄧飛：教界對復必泰有憂慮
中學校長、教聯會副主席鄧飛昨日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包括
師生家長在內，教界的確存有關於復
必泰疫苗的憂慮聲音，「始終坊間對
它有一些既定印象，會覺得佢副作用
比較強勁、猛烈。」
現在，有一批家長主動發起聯署，
更已收集到一定數量的網上簽名，鄧
飛認為特區政府有必要妥善回應，
「至少應該檢視一下，除復必泰以外
是否還有其他疫苗，適合 12 歲至 18 歲
人士注射。」最終結果無論是可以或

他期望特區政府增加專門接收外傭
的檢疫酒店，因為許多僱主已經等待
數月，如果未來半年外傭都無望入
職，可能會有不少人取消聘用。

該調查分兩輪進行，分別是修例風波後期的
2019 年 10 月至 11 月，及第四波疫情時的 2020
年10月至今年1月，一共收集逾2,000份有效問
卷，並就兩次結果進行比較。結果發現，以滿
分 10 分為標準。疫情前，「55+」長者的整體
開心指數為 6.58 分，疫情期間則跌至 6.31 分，
其中55歲至64歲初老長者的開心程度更由原先
的6.58跌至6.01分，較65歲以上長者嚴重。
受訪者對「整體經濟狀況」及「居住環境和
住房狀況」的評分有明顯下跌趨勢，分別由
4.95分跌至4.43分，以及5.47分跌至4.98分。
白雪表示，55 歲至 64 歲人士普遍「上有高
堂，下有兒女」，成為夾心階層，須負起家庭
重擔，惟疫情期間，居家工作或學習成為常
態，增加他們負擔，加上他們退休在即，加上
不少公司在疫情期間裁員或調整上班模式，導

●「香港開心 D」調查發現，初老長者在疫情
期間的開心指數有明顯下跌跡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致工作機會減少，影響收入，財政負擔隨之增
加，影響開心指數。

高齡友善政策服務評分上升
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研究助理教授李允
平補充，疫情下平常進行的社交活動，如飲茶
等均受限制，因此導致開心程度跌幅上升，而
受訪者對高齡友善政策及服務滿意程度方面，
在疫情期間的評分有上升趨勢。
此外，跨代關係對55+人士的影響甚大，「香
港開心 D」顧問及鄰舍輔導會副主席戴健文表
示，長者喜歡受關懷，哪怕只是簡單問候已經可
以眉開眼笑，因此建議親友和年輕人透過上門提
供義工服務，或透過電話關心身邊長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