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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澤星料長者需補針增保護
指數據未夠挺全民打第三針 研調整青少年接種復必泰劑量

香港昨日新增5宗新冠肺炎確診

個案，全部為輸入個案，患者來

自美國、菲律賓、卡塔爾、印

度，全打齊兩劑新冠疫苗，令外

界再次關注疫苗的有效性，以及

是否需要注射第三針加強保護力

等問題。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

會召集人劉澤星昨日表示，目前

的數據未足以支持全民注射第三

針疫苗，但相信長者需要接種第

三針增強保護，又透露本港青少

年的體型比外國青年細小，增加

接種復必泰後出現心肌炎的風

險，故專家正研究調整香港青少

年接種復必泰疫苗的劑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恩璣

不少跡象均顯示，新冠疫苗提供的免疫
保護在完成接種4個月至6個月後明顯

減弱，不少人接種疫苗後再度感染，或抗
體衰減。劉澤星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
出，目前掌握的數據大多是根據是否產生
抗體決定免疫效果，但強調疫苗的保護力
不能單看抗體水平，「因為整個免疫系統
除了抗體，亦包括自身 T 細胞等免疫組
織，只根據抗體來確定是否須要接種第三
針並不準確。」

長者免疫力弱 感染後果嚴重
他表示，專家正在研究討論相關數據，
暫時未得出確切結果是否需要全民注射第
三針疫苗。不過，他認為長者較需要接種
第三針，奈何全港長者兩針的接種率未達
標，遑論第三針？「現時60歲至69歲組別
的接種率未夠六成，70歲至79歲組別接種
率未夠三成，而80歲以上只有13%人有打
針。」
他對此表示擔心，「長者其實免疫系統本身
比較弱，需要打第三針增強保護，但家好多
老人家連第一針都未打，如果感染咗病毒，後
果會更嚴重。」

李國維：癌患者需留意接種時機
接受同一節目訪問的瑪麗醫院內科顧問
醫生李國維表示，接受過骨髓移植手術的
病人和化療的病人亦需要打第三針，「佢
哋本身免疫力差，需要比普通人加多一層
保護。」
他續說，血液科病人全都應該打疫苗，其
中癌症患者在接種時需要注重時機，化療中
或剛做完移植手術的病人，手術後3個月至6
個月以上，才能接種新冠疫苗。「數據顯
示，唔打疫苗的血液科病人，特別係癌症病
人出現（新冠肺炎）嚴重併發症嘅幾率會大
好多。」

英國挪威年輕人均只打一針
香港青少年接種復必泰疫苗後出現心肌炎
的比率明顯高於外國，截至上周全港有27萬
名12歲至17歲青少年接種復必泰疫苗，其中
37人引發心肌炎，其中30人是接種第二針後
出現徵狀。衞生署聯合科學委員會認為，第
二針可能是增加青少年心肌炎病徵的主因，
建議12歲至17歲青少年只打一針復必泰。劉
澤星表示，香港青少年接種疫苗後心肌炎的
幾率較高，原因之一可能是港青體型較外國
青年細小，委員會或會考慮相應調整疫苗劑
量。
他說，新冠疫苗面世只有9個月，應不斷收
集資料並進行革新應對，如英國和挪威的年輕
人均只須打一針疫苗。
對不少家長擔心打一針疫苗是否有用，劉

澤星解釋，「只要有打疫苗都會有用，而且
香港疫情已經非常穩定，（青少年）只打一
針（復必泰疫苗）是平衡風險及效率之後的
決定。」
劉澤星亦提到，本港12歲至19歲群組中，
有65%人接種最少一劑新冠疫苗，覆蓋率相當
高。早前，他們接獲不少家長及青少年反映，
希望政府開放讓青少年接種科興疫苗，科學委
員會正積極向內地、智利、印尼及柬埔寨等已
有為青少年注射科興疫苗的國家及地區索取數
據，進一步討論分析青少年接種科興的安全性
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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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虹宇）教育局
日前宣布更新全校七成學生接種疫苗的
全日復課要求，12歲至17歲學生接種一
劑滿14天亦視為達標，學校生活正加速
恢復正常。位於港島東區的中華基督教
會桂華山中學，日前已有多個年級達七
成接種率，整體接種率逾73%，經校董
會同意後，校方率先於上周五向教育局
申請於10月4日全校恢復正常面授，預
計周內獲得批核。該校校長認為，新指
標可令學校等待復課時間大幅縮短，相
信數十所中學有望在10月底前全面復
課。

教局新指引 學校提前達標
桂華山中學校長黃仲良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表示，該校在暑假期
間，教職員接種率已有九成，現更近
100%；學生方面，上星期已有4個年
級達七成兩劑滿14天要求，中一級則
欠幾個學生僅接種第一劑。隨着教育
局公布防疫新指標，令學校提前達成
七成的條件，「可以說新要求縮短了
復課時間。」
該校校董會隨即一致通過復課決定，

並在上周五向教育局申請於下月4日全

校恢復面授，估計周內可收到教育局批
核。校方明日會召開教職員會議，討論
全日課堂的編排教學準備等，稍後會就
復課事宜通知家長。

提供新蒸櫃 落堂食到熱飯
午膳安排是全日面授的防疫要點之

一，黃仲良表示，校方目前正商議午餐
供應事宜，可能會請外面供應商提供食
物，或由小食部在校內現場煮健康飯
菜、三明治等供學生購買。同時，校方
新學年將會提供新蒸櫃予學生，讓學生
選擇自己帶飯，由工友提前將飯從雪櫃

取出並放入蒸櫃或微波爐，「落堂即刻
食到熱飯。」
座位方面，校方會要求學生間相隔1.5

米，同時分流學生部分於課室，部分於
飯堂用餐，由老師隔着隔板監督學生用
餐，過程中禁止交談及分享食物。
黃仲良透露，聽聞不少學校已申請

部分年級全日復課，惟全校復課暫較
難做到，但他相信，未成年學生接種
一針的新方案執行起來較簡單，可讓
學校等待達標時間大幅縮短，估計到
10月底，全港一成約數十所中學有望
全面復課。

桂華山中學率先申下月4日全校正常面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社會上要
求為小童接種新冠疫苗的呼聲愈來愈
大，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透
露，香港大學醫學院組成醫護團隊，將
開展為12歲以下小童接種科興疫苗的研
究。
聶德權昨日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由

香港大學醫學院承辦的鴨脷洲體育館社

區疫苗接種中心將運作至本月27日，其
間除了為市民接種新冠疫苗外，還有一
項神聖任務，就是邀請市民參與疫苗研
究，包括青少年疫苗研究、「溝針」前
瞻性群組研究，以及為12歲以下小童接
種科興疫苗進行研究，這些研究相信不
少家長期盼已久。
他表示，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

主席劉宇隆將負責該項研究，並引述劉
宇隆指很多家長都反映12歲以下的小童
沒有疫苗可打，部分人渴望接種科興疫
苗，而部分國家及地區，包括內地已開
展小童接種安排，覺得香港也應開展相
關的研究準備。

「安心在東區」助長者家屬打針

另外，東華三院東區安老院服務的
170名使用者及家屬昨日參加「安心在
東區」疫苗接種日，港大微生物學系
講座教授袁國勇到場講解疫苗資訊，
多位義務醫生亦提供「一對一」的醫
療諮詢。選擇接種科興疫苗的長者可
即場打針，打復必泰的亦獲安排專車
送往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打針。到場為
長者打氣的聶德權則呼籲，長者應在
冬季流感季節來臨前，把握時機立即
接種新冠疫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警方有
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俗稱O記）
前晚在黃大仙近樂富一間食肆搗破三合
會「百人飯局」，大批探員及機動部隊
警員包圍食肆，並入內逐一向各人調

查。行動至昨日凌晨結束，警方共向123
人發出「犯聚」告票，一次為政府庫房
帶來逾60萬元進賬。同時，警方拘捕了
違反「限業令」的49歲食肆負責人，並
發現4名被通緝男子在場，一併帶署扣
查。
「Ｏ記」探員前晚接獲情報，得悉有

黑幫明目張膽在黃大仙杏林街與聯合街
交界一間食肆聚會，至晚上10時過後，
在場的百餘人士仍未散去，隨即派出大
批警員在酒樓外拉起封鎖線後，並封鎖
附近街口，20多名「Ｏ記」探員進入酒
樓控制場面。

現場揭四男子被通緝
據了解，當日場內有10多圍更坐滿

人，探員逐一向群漢調查。現場未有發
現違禁品，警方亦沒有遇到任何反抗。
經調查，全部人涉嫌違反「限聚令」，
又發現現場有4名男子（32歲至40歲）
被通緝，其中3人涉嫌未繳付交通違例
罰款，另1人則涉嫌與較早前一宗盜竊
騙案有關係。
警方行動期間，向食肆外的違泊車輛

發出了23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並將7輛
阻街車輛拖走。
灣仔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灣仔警區

特別職務隊及灣仔分區牌照組聯同機動
部隊，前晚在區內展開代號「松塔」及
「五角」的反罪惡行動，突擊巡查區內
多間餐飲處所。在開平道、恩平道及駱
克道4間餐飲處所內，發現9男5女未有

按照法例規定在進入食肆前掃描「安心
出行」二維碼，又在霎東街發現一男子
未有佩戴口罩，所有人被發出定額罰款
通知書。
觀塘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聯同東九龍

總區機動部隊前晚9時展開代號「犁庭
掃穴」及「勇爵」行動，突擊搜查鴻圖
道42號一個單位，搗破一間違規經營的
派對房間，拘捕31歲姓曾男負責人涉嫌
違反「限業令」，派對房內3男3女涉嫌
違反「限聚令」收告票。
警方呼籲市民顧己及人，嚴格遵守

《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以協助控制
疫情。警方在疫情期間，會繼續加強巡
查及果斷執法，以打擊非法活動及減低
病毒在社區傳播的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
竹篙灣檢疫中心今天起暫停接受
預約供外傭作檢疫的用途，勞工
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昨日解釋，
由於流程處理不太理想，該檢疫
中心每天 50 個預約名額的安
排，令不少巿民感壓力增加，所
以暫停安排，以便政府重新檢視
流程。他並透露，抵港外傭的確
診率高達7%，若大幅放寬讓外
傭來港，或會觸碰「熔斷機
制」，以及增加外防輸入的壓
力，故必須維持目前供外傭檢疫
的房間數量。

竹篙灣對預約者一大挑戰
羅致光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

示，預計仍有約7,000名外傭在

原居地等候來港，又承認目前每
天開放竹篙灣50間檢疫房間供
公眾及中介公司預約，對於預約
人士而言是一大挑戰，直言假設
他是預約人士「都會發噩夢」。
但他強調，特區政府必須考

慮防疫風險：從上月30日至本
月 7 日來港的兩百名菲傭之
中，確診率高達7%，比其他抵
港者高，擔心若將預約名額大
幅增加，開放讓每天有數以百
計的外傭來港的話，會導致航
班啟動「熔斷機制」，「目前
已經有兩家來往香港及菲律賓
的航空公司因機制停飛，如果
唯一仍有飛的國泰航空都守不
住，就所有外傭飛都飛不
到。」屆時，僱主將大失預

算，因此認為需要視乎竹篙灣
檢疫中心運作初期，及外傭來
源國的疫情發展，決定如何調
整政策。
羅致光形容，竹篙灣檢疫中心

就如一家新開酒店，但強調不會
增加開放的數目，「會在中心開
放後檢視預約之入住的流程，再
制定預約程序，並調整800個房
間空間。」
另外，本港疫情放緩，最新

失業率為4.7%。羅致光表示，
根據目前的經濟狀況和走勢，
預計今年第四季香港失業率將
很大機會降至低於4%，並相信
明年底有望回落至3%左右，但
仍需要視乎外圍疫情對外貿的
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芙釵）竹篙灣檢疫中心一直
由保安局轄下的民安隊、醫療輔助隊、警務處和消防
處派員駐守，協助衞生署管理及營運，是香港最重要
的防疫設施之一，還即將開放800間房間讓抵港外籍
家庭傭工入住檢疫。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在民眾安
全服務隊處長羅仁禮和民眾安全服務處總參事方耀堂
陪同下，參觀竹篙灣檢疫中心內指揮中心、物流中心
和各個崗位，了解籌備工作，並為駐守檢疫中心的前
線同事打氣。

「黑漢百人飯局」犯聚 警發告票金額逾60萬

聶德權：港大擬研12歲以下小童接種科興

●「O記」在酒樓調查黑幫成員，123人
違反「限聚令」齊食告票。 警方圖片

外傭確診率高 羅致光：若放寬恐「熔斷」 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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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炳強到竹篙灣檢疫中心參觀，為前線打氣。

▲聶德權（前排左一）、東華三
院主席譚鎮國（前排右一）及袁
國勇（後排左一），與剛接種了
疫苗的婆婆合照。

◀ 劉澤星表示，專家正研究調整
香港青少年接種復必泰疫苗的劑
量。圖為學生在疫苗接種區等候接
種復必泰。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