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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署扣減護童會2%撥款 議員：虐兒「零容忍」不能「扣款了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香港保護兒童會
轄下「童樂居」去年底被揭發駭人聽聞的集體虐
兒事件，令全城震驚。社會福利署昨日在回覆香
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基於「童樂居」嚴重違反
服務質素標準，以及多名兒童被安排入住醫院接
受檢查期間，「童樂居」沒有為他們提供所需的
住宿服務，因此決定扣減約 180 萬元香港保護兒
童會的撥款。不過，多名立法會議員均指事件不
能「扣款了事」，而被扣的金額僅佔香港保護兒
童會年度資助約2%，認為特區政府應妥善利用現
行的撥款制度，透過大幅減少撥款或暫停涉虐兒
機構的部分服務，向社會展示政府對虐兒的「零
容忍」。
社署發言人表示，如有任何受資助的非政府機
構未能按有關規定達至合理的服務表現水平，社
署可考慮終止或扣減撥款。「童樂居」屬於社署
津助的住宿幼兒中心，但於去年 12 月發生虐兒事

件，嚴重違反服務質素標準，多名兒童被安排入
住醫院接受檢查，其間「童樂居」沒有為他們提
供所需的住宿服務，因此社署決定扣減香港保護
兒童會的撥款，涉及金額約 180 萬元。以 2020/
21 年 度 計 算 ， 香 港 保 護 兒 童 會 獲 社 署 資 助 逾
8,800萬元，即是次扣減撥款的金額約佔2%。

狄志遠：社署無懲罰機制
社會福利界立法會議員狄志遠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受資助的非政府機構犯錯而被
扣減撥款十分合理，但社署並無一套懲罰機制，
「相信因為這個原因而以『未能提供所需服務』
為由作出懲處。」他指出，扣減撥款的懲罰方式
屬「絕無僅有」，過去如有服務未能達標，社署
只要求機構解釋。他相信今次懲罰有警惕作用，
機構需動用儲備或透過籌款以應付罰款，但未必
解決到問題，該會必須貫徹落實改善措施。至於

是否需要「釘牌」，他認為可先視乎服務改善情
況是否可以接受再作討論。

李世榮：罰款缺乏阻嚇力
民建聯福利事務發言人、立法會議員李世榮指
出，是次扣減罰款決定完全缺乏阻嚇力，認為政
府應妥善利用現行的撥款制度，透過大幅減少撥
款或暫停虐兒機構的部分服務，向社會展示政府
對虐兒的「零容忍」。
他強調，要有效遏止虐兒惡行，必須加強監察社
福機構的服務水平，並建議有關部門及社署正視檢
討兒童住宿照顧服務政策，率先着手處理包括社署
在內的人手資源及質素問題，以及提升前線員工薪
酬待遇，藉以提升兒童住宿的服務質素。

田北辰：應扣一整年撥款
「實政圓桌」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指出，社署扣

減香港保護兒童會逾 180 萬元撥款，理據竟是因
為虐兒事件後不少受虐兒童入住醫院令該會未能
提供住宿服務，「這原因完全令人費解，哪為何
過去幾年『童樂居』一直提供劣質服務、虐
兒……為何又不用扣錢？」他認為，社署應扣減
香港保護兒童會一整年的撥款。
「童樂居」虐兒事件於去年 12 月 17 日被揭
發，警方事後翻查逾 6 萬小時的閉路電視片段，
發現多達 40 名幼童被虐證據，最年幼僅 1 歲。警
方最終先後拘捕 34 名女職員，其中 27 人已被警
方落案起訴「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襲擊罪」，且
已在裁判法院提堂。香港保護兒童會事後成立獨
立檢討委員會，全面審視事件及機構管理與運
作，報告直指「童樂居」有粗暴管理文化，更相
信管理層早已知情，卻沒有加以制止，亦缺乏完
善的投訴舉報機制。該會總幹事蔡蘇淑賢其後請
辭，並於上月初任命周舜宜為總幹事。

學校呈報增逾五倍 昨 204 宗見陽
遍布147校屬散發性爆發 張竹君：校園個案反映社區疫情



昨日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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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昨日新增 543 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是
自 4 月 23 日以來新高，主因是學校呈報個案激
增至 204 宗，較復課初期激增逾 5 倍；而輸入
個案亦急升至 86 宗，是取消「禁飛令」以來最
多；此外，兩個酒吧群組再多 31 宗確診個案。

◆方方樂趣英文小學有 4 個
班級、
班級
、合共 12 名學生確診
名學生確診。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解釋，由於
學校近百萬名師生每天上課前均需進行快測，
區疫情。她指出，香港疫情反彈除了因為社交
距離放寬外，也因為第五波疫情距離目前約 3
個月，不少市民的抗體有所下降，也出現「二
次感染」的個案，故呼籲未接種加強針的市民
盡快打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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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204 宗
張竹君於昨日疫情記者會公布，學校新呈報的
陽性個案，來自 147 間學校，大多數學校都是一兩

宗，屬散發性爆發，加上社區個案正上升，因此學校呈報
個案激增，能反映社區感染情況，而不是學校出現爆發情
況。她透露，防護中心接獲一兩宗感染 Omicron後二次被
感染的個案，「原因可能都是距離 2、3 月（第五波）爆
發已有一段時間，可能部分人免疫力開始下降，另外社區
人流多了很多，二次感染我依稀記得有一兩宗，但不是比
較多個案，（兩次感染）超過 3 個月，都是來自兩個地
方，（最新一次感染）都是BA.2.12.1。」

「假陽性」
致病毒繁殖率推算偏高

再增兩宗變種毒個案
香港再增兩宗懷疑帶有新變異病毒 BA.2.12.1 個案，其
中一宗懷疑與太古城麥當勞群組有關，患者是中環威靈頓
街Cafe Crepe的員工，居於太古城翠湖台鄱陽閣的染疫家
庭曾光顧這間咖啡店；另一宗個案，是太古城高山台怡山
閣早前確診患者的家人。
隨着全球疫情有所反彈，以及抵港旅客人數直線上升，
輸入個案增加。香港昨日新增 86 宗輸入性個案，42 宗於
機場檢測發現，39 宗在檢疫酒店確診，另有 5 宗是檢疫期
7 天後發現，相信都是復陽個案，或進入香港社區後被感
染的本地個案。

針

新增總
確診個案：

543宗
（包括86宗輸
入個案）

個案情況
◆學校個案激增204宗，來自147間學校
◆九龍塘方方樂趣英文小學有12名學生染疫，涉及4個班級，需停課一周
◆福榮街官立小學4C班4名學生染疫，需停課一周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已停課的「法文班」再多3名密切接觸者確診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爵士舞興趣班新增 1 名學生確診，群組累計 7 名學生、1
名老師確診
◆LINQ酒吧新增15人確診，累計93宗個案
◆Shuffle酒吧再多16人確診，累計85宗個案
◆再新增2宗新變異病毒BA.2.12.1個案，一宗是中環威靈頓街15B
號餐廳Cafe Crepe的一名員工，早前有太古城麥當勞群組確診
家庭光顧；一宗是太古城高山台早前確診患者的同住家人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25%快測「假陽性」大律師籲加強檢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衞生防護中心對上周
五（3 日）呈報為快測陽性的約 300 宗個案，上門再
進行核酸檢測覆核，發現當中 75 宗為「假陽性」，
或者呈報者拒絕提供深喉樣本做覆核，佔當日呈報
快測陽性個案的 25%，這些個案將撤銷確診紀錄。
防護中心重申，向衞生署虛報資料屬犯罪行為，一
經定罪可判處罰款及監禁。此外，兩個大型酒吧群
組的數十名顧客未遵從「強檢令」，防護中心考慮
採取法律行動。有執業大律師表示，特區政府應該
加強檢控，才能起阻嚇作用，但快測「假陽性」個
案難以取證，建議索性不再承認快測結果，要求患
者再作核酸檢測。

此外，4 個大型酒吧感染群組，當中 ZENTRAL
和 Iron Fairies & J. Boroski 累計 93 人確診，由於距
離感染當日已有兩周，目前即使再發現陽性，也難
分辨究竟是社區感染還是於酒吧感染，因此上述兩
間酒吧感染個案已於昨日截數。但這兩個群組合計
仍有數十名當晚的顧客沒有執行強檢令。衞生防護
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指，這些顧客或者一直無
法接觸、或者不接聽電話，或者找不到強檢紀錄
等，政府會向他們再發出法律文件，要求他們一定
做檢測，否則會轉交警方跟進處理。

龔靜儀：難區分蓄意造假

逾八成家長疫下憂年幼子女身心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新冠疫情對本港社
會各方面均帶來衝擊及影響，「賽馬會童亮計劃」
上月以網上問卷成功訪問了 700 名幼稚園學童家
長，以了解疫情期間他們對子女的學習進度、親子
活動、身心健康的憂慮。結果顯示，逾八成家長擔
心子女的成長發展，當中分別有逾七及逾六成半家
長擔心子女的學習或社交發展，有超過四成家長坦
言與子女的關係在過去兩個月惡化。
「賽馬會童亮計劃」為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主導、與香港大學、香港小童群益會和香港基督教
服務處聯合策動的慈善項目，計劃昨日公布「疫情
對親子關係影響調查」，結果發現，因疫下學校停
止面授變成遙距學習，超過七成家長為孩子的學習
而擔憂；家長對子女的社交發展亦感擔心，主要是
停課或視像上課減少了孩子跟同輩相處的機會，無
法依靠熟悉的方式與同齡夥伴建立歸屬感。
此外，家長除擔心孩子中招外，孩子長期留家，
情緒容易變差，加上運動量大減，身體協調能力亦
可能變差，容易出現肥胖等健康問題。

近半人親子關係惡化
此外，超過四成家長坦言與子女的關係在本年 2
月至 4 月有所惡化，因雙方長時間在家工作或學
習，尤其基層家庭家居環境條件不足，容易產生矛
盾。近六成半家長認為除了處理家務和在家工作之
外，又要忙於教導子女學習和完成作業，壓力倍
增；超過六成家長指因子女無聊在家容易有情緒或
行為問題，影響親子關係；逾四成人自認因不能外
出，心情不好，和子女爭吵更頻繁。
研究指出，疫情肆虐逾兩年，影響各階層的日
常生活，基層家庭尤甚，於是父母容易產生自責
的心理，把子女身體狀況欠佳、學習成績未如理
想或行為偏差等責任，都歸咎於自身照顧及管教
不善，徒添壓力。
另一方面，大部分家長認為來自學校的支援有
幫助，來自配偶或親友的支援亦非常重要。若能
及早發現及給予適切的支援以紓緩親職壓力，可
有助改善親子關係，也幫助幼童各方面的成長。

執業大律師龔靜儀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表
示，雖然快測套裝「假陽性」率低，但畢竟有可能
存在設備問題，難以區分是設備問題還是蓄意造
假。此外快速檢測有很強時效性，當事人延遲交深
喉樣本，亦難以證實是否蓄意拖延，因此難以成功
檢控。
她認為，快測呈報本身是第五波期間、每日數萬
宗時的應急舉措，目前核酸檢測能力充足，應恢復
只以核酸檢測作為確診依據的做法，才能堵塞這個
違法漏洞。至於強檢令則有明確檢控依據，只要違
期檢測，成功檢控機會很高，政府要加強檢控，才
能起阻嚇作用。

聶德權：到戶接種已服務近 人

港大計算香港目前即時病毒繁殖率為 1.4843，是近月新
高，張竹君表示，港大的即時病毒繁殖率是根據防護中心
公布的個案數目推算，由於近來20%以上的快測呈報被查
出是「假陽性」，這個推算可能偏高。政府檢視疫情發展
時，會同時注意其他監察指標，包括污水樣本、強檢陽性
率、住院率、及重症率等，這些指標目前平穩。
昨日新增多個學校班級群組，相關班級需停課一周，其
中九龍塘方方樂趣英文小學有4 個班級、合共12 名學生確
診，包括5F班有6宗，2F班有3宗，4H班有兩宗，這3班
都要停課一周，4F 班由於只有一名學生感染，暫時無需
停課。張竹君說，其中 4 名確診學生曾在上周五下午 3 時
至 5 時參加籃球班，當時有一名老師及 6 名學生一起訓
練，餘下兩名暫無確診的學生亦需家居檢疫。
深水埗福榮街官立小學 4C 班有 4 名學生確診，防護中
心懷疑有班內傳播，班上其餘 24 名學生停課數天，課室
需徹底清毒。而早前爆疫的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
中小學「法文班」，再多 3 名正接受檢疫的密切接觸者確
診。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爵士舞班，再多 1 名正停課學生
確診。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昨日到北
角渣華道體育館社區疫苗接
種中心接種第四劑科興新冠
疫苗。她表示，疫苗所提供
的保護效能有可能隨時間減
少，故呼籲合資格人士適時
打第四針。至於尚未接種疫
苗的市民，應立即行動，
因為建立免疫屏障對
應付未來的疫情十
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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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學校個案是意料之內，某程度上能反映社

•核酸檢測陽性：211宗
•快速測試陽性：332宗
•第五波確診個案：1,203,065宗
•新呈報死亡個案：0宗
•覆核至6月3日的快測陽性個案，
75宗、約25%為假陽性，或拒交深喉樣本供覆查
•防護中心正追查4個大型酒吧群組，
病毒基因分析均為本地主流病毒BA.2.2

1800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公務
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再作出呼
籲，未曾接種新冠疫苗的 70 歲或以
上長者，或因病患或殘疾而行動不便
人士，把握機會盡快透過「疫苗到戶
接種服務」網站（www.covidvaccine.
gov.hk/hv/） 或 查 詢 熱 線 ： 5688
5234 登記上門免費打針服務。而熱
線中心自 4 月中旬運作至今，有逾
27,000 人登記打針，並已為近 18,000
人接種。
另外，位於黃竹坑的香港大學駐港
怡醫院兒童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將於本
月 13 日起，逢星期一、三、五改為
向 12 歲或以上合資格人士提供復必
泰疫苗接種服務，星期二、四、六和
日則仍為5歲至11歲兒童接種復必泰
疫苗。中心開放時間為每日朝十晚
六。由今日起，12 歲或以上人士可
透過疫苗接種計劃專題網站（www.
covidvaccine.gov.hk）預約該中心的
接種服務，不設「即日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