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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79條路線明起恢復服務
日間每班次最長等30分鐘 有人嫌久候寧行山返工

香港疫情放緩，早前染疫的巴

士車長陸續復工，加上特區政府

將於本周五（4月1日）起逐步恢

復公共服務，運輸署昨日宣布早

前批准暫時停駛的140條專營巴士路線，當中79條路線將於明日（31日）

起恢復服務，日間每班次最長等候時間為30分鐘內，其餘61條路線則繼續

暫停。疫下部分巴士服務不是停駛，就是縮減班次，未能居家工作的打工

仔苦不堪言，香港文匯報採訪到一名在葵興山腰公共屋邨工作的市民，因為無車或等巴士等得

太久，索性每天徒步從港鐵站走15分鐘山路返工，「（等車）都唔知等到幾時，隨時累我遲

到，自己行山靠譜好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政府早前宣布幼稚
園、小學及國際學校最快可於4月19日恢復面授課
堂，教界對此有不同意見。教聯會調查發現，七成
中、小、幼及特殊學校教師均不支持上述安排，同時
有八成半教師認為復課與否應視乎確診個案宗數而
定。教聯會指數字反映教師普遍對復課持觀望態
度，須視乎疫情發展，而接種率只是其中一個考慮
因素，建議政府盡快更新防疫指引，公布復課後各
項安排的細節，讓學校在處理防疫問題時有所依循。
教聯會聯同立法會議員鄧飛及朱國強於近日發出問
卷，了解教師對復課安排的意見，並收到1,348名中、
小、幼及特殊學校教師回覆。調查發現有71%受訪老
師不支持4月19日復課，過半數教師認為應由高小先

復課，其後到初小，再到幼稚園，最後中學復課。

八成半教師：復課與否視乎確診宗數
政府早前公布恢復全日面授課堂的條件，包括教職員必

須接種第二劑疫苗；另外已經接種兩針的學生，亦要達到
全校學生人數的九成。調查顯示，八成半教師認為恢復全
日面授課堂與否，須視乎香港確診個案宗數而定；逾六成
受訪教師指不少家長抗拒讓子女接種疫苗；近五成半教師
表示，不少學童接種第一針後確診，短期內未能接種。
今屆文憑試目前仍維持於下月22日開考，近五成半

中學同工支持如期開考，但有近八成教師認為，局方
應設立特別考場供確診考生應考；逾七成教師支持設
立特別考場供密切接觸者應考。鄧飛促請教育局及考

評局制訂及公布更多細節，包括考生在考場檢測呈陽
性後，相關分流及該科成績的處理方法；若考生在考
試結束後發現確診，局方對同場考生作出哪些安排。

朱國強倡速更新學校防疫指引
朱國強指，目前學校防疫指引仍是去年11月底版

本，嚴重滯後，建議局方盡快更新，又期望局方提供
更多防疫津貼，特別是加強對特殊學校的支援。
本身為幼稚園校長的教聯會副主席林翠玲指，幼稚

園經常面對人手不足的情況，復課後或有不少教師染
疫，令問題加劇，冀局方容許學校以實報實銷方式申
請代課津貼，確保學校有足夠的人手照顧幼兒。

七成教師不支持4月中恢復面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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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署表示，隨着專營巴士公司的車長缺勤情況有
所改善，加上政府部門將於周五起，逐步恢復公

共服務，在審視新一輪調整服務申請時，以及考慮各
項因素後，宣布早前暫時停駛的140條專營巴士路
線，當中79條路線將於明日（31日）起恢復服務，其
餘61條路線則繼續暫停服務，但繁忙時段會提供額外
班次的輔助路線，以及只在假日提供的特別郊遊路線
和通宵路線服務。
運輸署續指，恢復班次後，巴士公司仍獲准臨時調

整班次，日間路線在繁忙時段的班次調整幅度，一般
最多延長不超過10分鐘，而延長後的班次間距時間一
般不會超過30分鐘。
香港文匯報向新巴城巴查詢，發言人表示8、27、
77A等十條路線（見表）明日起陸續恢復有限度服
務，至於哪些路線繼續停駛？該公司未有回應。
九巴昨日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提供的資料顯示，
部分暫停服務的路線將於明日（31日）起重新投入服
務，包括來往竹園邨至尖沙咀碼頭的1號；來往彩福至
美孚的2X號；來往荔枝角至尖沙咀碼頭的6號；以及

來往鑽石山港鐵站至九龍站的11號等。不過，該些路
線非繁忙時段約25分鐘至30分鐘才有一班車，部分路
線晚上8時後更要30分鐘至60分鐘才有一班車。
早前全港共140條巴士路線停駛，未能居家工作的

打工仔每天返工都要頻頻撲撲，其中家住港島的羅小
姐，第五波疫情前每天搭港鐵到葵興站後，便乘巴士
到位於山腰的石蔭邨，「之前，喺港鐵站出來等10分
鐘內必定有巴士，由住所到公司的車程基本可以控制
在一小時多一點內。」

市民：等半小時無車致遲到
不過，第五波疫情爆發後，巴士線路停駛及班次縮

減後，羅小姐索性上氣不接下氣「行山」上石蔭邨，
「唔係個個打工仔有得居家工作！」
她表示，巴士縮減班次初時，試過在巴士站等車，
「結果半個鐘都無車，令到我返工遲到，之後索性選
擇行15分鐘山路去公司，雖然直線距離好短，但斜坡
階梯較多，十分難行。」

郭芙蓉籲速恢復原有服務
葵青區議員郭芙蓉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近

來收到不少像羅小姐遭遇的居民投訴，「葵青區不少
樓宇依山而建，無論是居民還是來這區上班的市民，
都是靠巴士或小巴往返地鐵站，好多打工仔繼續等巴
士嘅話隨時多等半個鐘，甚至有巴士變成『鬼車』
（即行車系統上顯示有該班次，但實際無車行駛），

等極都等唔到。」
在此情形下，不少年輕人便選擇行山路往返港鐵站，
「山路彎彎曲曲，後生仲行得，如果是家庭主婦拎住咁
重嘅嘢咪好辛苦，再過兩個月到夏天就更困難。」郭芙
蓉呼籲巴士及小巴公司盡快恢復原有服務，「不應該以
縮減成本為首要考慮，早前確診嘅司機康復後應該逐步
恢復服務。」此外，她認為班次的過度縮減和多條線路
停駛與抗疫大方針相違背，「如果每天搭巴士嘅人數固
定，班次越少，同一班車人就會越多，人群聚集情況就
會更嚴重，這一點應當考慮。」
西貢區居民也依賴巴士小巴接駁，該區區議員方國珊

呼籲，巴士及小巴等公共交通承辦商應該盡快恢復原有
服務，「完全理解早前司機確診，有車無人揸，但已經
過去咗一段時間，唔通康復嘅司機無一個可以復工？」

明日（31日）起逐步恢復有限度服務路線
城巴新巴：8、27、77A、77X、102P、619P、
671X、682X、962G及969A

九巴（部分）：1、2X、6、11等等

◆運輸署昨日宣布早前批准暫時停駛的140條專營巴士路線，當中79條路線將於明日（31日）起恢復服務。圖
為市民穿行巴士站。 中通社

◆羅小姐

香港文匯報訊 本港第五波疫情持
續，至今已有7,358名確診者離世。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昨日表
示，本港自2月底開始較多人有自殺
傾向，風險指數一度達到最高級別
的危機程度，長者屬於最高危一
群。中心總監葉兆輝促請政府盡快
有限度重開康文設施，紓緩市民焦
慮情緒。
葉兆輝指，過去7天有8宗65歲以

上人士自殺個案，推算全年數字約

400人，較上年同期高一倍半。他表
示，長者在接收資訊上較被動，不少
新聞資訊同確診死亡個案有關，加上
社交距離措施限制長者外出活動，不
能見家人，令長者情緒焦慮。
防止自殺組織「生命熱線」程序

策劃經理梁永棠則表示，不少長者
擔心染疫連累家人，感到徬徨會萌
生輕生念頭，建議家人多關心長
者，讓他們不會覺得被隔離或遺
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香港昨日新增
7,596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是連續第四天低於
一萬宗。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
授許樹昌指，現時疫情正慢慢回落，但擔心清明
及復活節假期，市民增加外出聚集會有疫情反彈
風險，他呼籲市民可以分開不同時段掃墓，減少
人群聚集。許樹昌亦認為可在疫情末段做大型抗
體測試，以推算全港實際感染人數，參考價值會
較高。

首次有患者在中大醫院不治
昨日再多151宗新呈報的死亡個案，當中兩宗

個案來自中大醫院，兩人都無打針，是首次有患
者在中大醫院不治。確診數字回落，衞生防護中
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整體數字來看的確
有慢慢回落的趨勢，至於再下降趨勢，究竟會慢
慢向橫行還是會回落，還是會再低一些，什麼速
度呢？現時較難估計。當然疫情的趨勢跟人流非
常有關係，如果人流增加當然有機會反彈。」

社距能否放寬 視乎有無反彈
許樹昌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從確診呈

報個案、污水及社區採樣陽性比例等數據分析，
相信疫情正慢慢回落，但每日七八千宗確診個案
仍屬高位。首階段社交距離措施能否如期放寬，
就要視乎疫情有無反彈。社區上仍有無徵狀或輕
微徵狀患者，許樹昌擔心清明節及復活節假期，
市民增加外出聚集會有疫情反彈的風險，建議市
民分散在不同日子前往掃墓，減少人群聚集。
至於有專家認為本港染疫死亡率，應以社區實

際感染人數計算，而非呈報個案數量，許樹昌承
認在原則上計算涉及新冠患者死亡率時，應以實
際感染人數作為分母計算，但問題在於如何得知
實際感染人數，他指現階段未能知道實際的感染
人數，不同的大學模型推算數字有參考價值，但
未必準確，「都有唔少人快速測試呈陽性但都冇
上報。」
許樹昌指，現時政府派發的快速檢測包只可確

認哪些人急性受感染，要找出曾受感染者需要驗
血測抗體，他建議在今波疫情末段，在社區大規
模抽血檢查抗體，分析市民抗體陽性比例，從而
推算實際感染人數，「參與人數至少要逾萬人，
屆時以結果作為指標，估算有多少人曾經受感
染，參考價值會較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香港第五波疫情導致逾百
萬人受感染，公共醫療崩潰，不少確診市民居家隔離或等
候入住隔離設施，醫管局上月16日啟用「遠程醫療支援服
務站」，至今共處理約4,000宗轉介個案。服務站有約50
名私家醫生或退休醫生，解答確診者的醫療查詢，讓確診
者安心面對病症。有一名染疫的80歲獨居長者，康復後仍
長期咳嗽不止，因症狀較嚴重而食唔好、瞓唔好，並且情
緒低落，經由醫生提出專業建議與耐心勸說後心情愉快不
少，覺得好有幫助。亦有參與服務站的私家醫生認為計劃
有獨特意義，可以幫助到確診者，自己亦感到開心。
醫管局於上月16日啟用「遠程醫療支援服務站」，運

作至今已招募約50名私家醫生、退休醫生，以及大學教
授參與工作，每星期運作7天。醫管局高級行政經理（轉
型計劃）梁樂行表示，醫管局有一條支援新冠患者的熱
線，供查詢或求助，若求助人需要醫生解答醫療難題，便會
轉介給服務站，由服務站醫生致電患者，「我們有內科、
外科、婦產科，骨科醫生都有，非常專業的問題會分配給
相關專科醫生做處理，而一般與確診相關的提問大部分醫
生都可以直接解答。」
梁樂行表示，曾經有個孕育試管嬰兒的孕婦因懷疑胎

兒胎動減少而致電求助，分配給婦產專科醫生處理，

「醫生就正確去引導孕婦需要注意的地方，即使第二日
係星期日，醫生都有打返電話問個孕婦有冇按指示去
做。」
腦外科專科私家醫生陳思堂參與服務站工作已經一個

多月，「疫情後自己間診所工作量減少了，自己得閒好
多，見到醫管局人手缺乏，就以兼職身份來幫手。」他
對曾聯絡過的一位約80歲獨居長者印象深刻，該名長者2
月底確診，最初什麼症狀都有，過了一兩個星期後咳嗽
得非常厲害及辛苦，呼吸時肌肉都痛，但當時核酸檢測
及快測結果都是陰性，證明病毒已清除。
隨着疫情回落，服務站會停止運作嗎？梁樂行表示，

要視乎疫情走向決定服務情況，他歡迎不同專業的醫生
參與該計劃。

◆ 醫管局
設立「遠程
醫療支援服
務站」。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許樹昌倡疫情末段測抗體計感染人數

2月底起較多人想自殺 長者最高危 24小時求助熱線
生命熱線：23820000

明愛向晴熱線：18288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熱線：
23892222

醫院管理局精神健康專線：
24667350

東華三院芷若園熱線︰18281

撒瑪利亞會熱線︰28960000

社會福利署熱線︰2343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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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早前恢復
強檢公告，要求曾到訪高風險處所的人士接受核
酸檢測，並於昨日宣布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
過修訂《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其中第599J章
下，不遵從強制檢測指示、強制檢測公告等相關
罪行的罰則，最高罰款由一萬元加碼至罰款2.5萬
元，以及監禁6個月。

兒童無強檢 父母或受罰
同時，要求照顧者（兒童及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

人）的負責人，例如兒童的父母必須盡其最大努
力，確保兒童已進行強制檢測，違例者的罰則為最
高罰款2.5萬元及監禁6個月，明日（31日）生效。
另外，特區政府昨日宣布修訂第599A章，加強
對個別人士、物品，包括動物，或地方採取檢疫
或隔離措施的法律條款，將不遵從檢疫令或隔離
令訂明為罪行，並引入罰則，最高可判處一萬元
罰款及監禁6個月。政府同時延長八條防疫條例
至今年 9月30日，包括俗稱口罩令、限聚令等多
條措施。

拒強檢最高罰款增至2.5萬囚半年 「遠程醫療支援」助確診長者「開心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