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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抵港貨船爆疫 累計7人確診
船員入港水域未登岸 專家：本地人員須盡量減接觸

●香港文匯記者 文森

香港昨日新增9宗新冠肺炎輸入

個案，全部帶有L452R變異病毒

株。其中，來自日本的貨船Glory

Sky爆發疫情，新增個案中有6人

為該船的船員，連同早前已有一名船員確診，貨船20名船員中至今已

有7人證實染疫，所幸該批船員進入香港水域後均未有登岸。有專家認

為，最理想是所有來港船員也能接種新冠疫苗，惟未必容易實施，但香

港本地貨物裝卸工人須盡量減少與來港船員接觸，避免感染病毒並帶入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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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昕）香港
醫院藥劑師學會調查發現，70%受訪
者表示「疫苗的有效率」是選擇新冠
疫苗時的主要考慮。對於未來定期接
種疫苗加強劑或將恒常化，94%受訪

者則認為市民應有選擇接種哪款疫苗
的自由，另有逾九成市民關注疫苗質
素以及接種地點。

加強劑94%人冀「有得揀」
學會今年10月至11月透過香港民

意研究所訪問5,644名巿民，以調查
市民對接種新冠疫苗及加強劑的意
願，當中約四成受訪者仍未接種疫
苗，尚未接種疫苗的受訪者中，55%
受訪者表示考慮「等待更好的新冠疫
苗出現」，而50%受訪者則認為「沒有
迫切性」。至於疫苗選擇方面，有意
或已接種的受訪者中，70%表示以有
效率為主要考慮，重視國際認可和生
產地的受訪者則分別有62%及55%。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近兩年，新變種
病毒Omicron（奧密克戎）來勢洶
洶，未來恒常接種疫苗加強劑或成大
勢所趨。調查則顯示，94%受訪者認
為若新冠疫苗納入恒常接種計劃，市
民應有選擇接種哪款疫苗的自由；
92%則認為應集中採購有較多科研實
證的疫苗；90%認為應安排方便的接
種地點，其中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私
家診所和地區康健中心被認為最方
便。此外，64%受訪者建議盡快大規
模接種加強劑。

崔俊明：第三針增抗體水平
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表示，現暫

未知新冠疫苗對變種病毒Omicron的

有效率，估計多等至少兩星期才知
道，但根據目前數據，可以肯定第三
針有助提升抗體水平，副作用亦相較
前兩針少。感染及傳染病科專科醫生
林緯遜則表示，疫苗保護能力隨時間
減退，一般在接種6個月至8個月後
出現抗體衰減，及時接種第三針補充
抗體水平非常重要。
學會建議增加提供疫苗接種場所，

以提高市民接種意願，至於政府日後
安排恒常接種計劃時，可定期檢視各
款疫苗數據和成效，並以其有效率為
優先選擇準則。
崔俊明認為，政府毋須採購兩款同

一技術平台的疫苗，但可定期檢視同
一平台其他疫苗對變種病毒的效力。

七成市民揀疫苗睇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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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的有效率疫苗的有效率（（7070%%））

疫苗獲哪些國家認可疫苗獲哪些國家認可（（6262%%））

生產疫苗的地方生產疫苗的地方（（5555%%））

疫苗對變種病毒是否有效疫苗對變種病毒是否有效（（4545%%））

接種後死亡接種後死亡//有嚴重副作用的機率有嚴重副作用的機率（（3838%%））

接種疫苗後一般會出現的輕微副作用接種疫苗後一般會出現的輕微副作用（（2121%%））

市民可選擇接種哪種疫苗市民可選擇接種哪種疫苗（（9494%%））

集中採購有較多科研實證的疫苗集中採購有較多科研實證的疫苗（（9292%%））

定期檢討採購名單定期檢討採購名單（（9292%%））

安排方便的接種地點安排方便的接種地點（（9090%%））

提供給所有年齡市民提供給所有年齡市民（（7373%%））

優先讓長者優先讓長者、、長期病患者及高風險人士接種加強劑長期病患者及高風險人士接種加強劑（（7171%%））

盡快大規模接種加強劑盡快大規模接種加強劑（（6464%%））

選擇接種新冠疫苗的主要考慮因素： 新冠疫苗若納入恒常接種計劃應推行的安排：

註：可選擇多於一項 資料來源：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

●藥劑師學會調查發現，七成受訪者表
示「新冠疫苗的有效率」為他們選擇疫
苗時的主要考慮。 藥劑師學會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型
變種病毒Omicron（奧密克戎）在全
球擴散，南美洲的智利、南太平洋島
國庫克群島、西歐的盧森堡以及東歐
的羅馬尼亞亦相繼失守，香港特區政
府昨日宣布本周三（8日）起將上述四
個國家列為A組高風險地區，禁止非
香港居民入境，令被列為A組指明地
區的國家將增至48個。另一方面，瑞
士航空公司則宣布，因應香港特區政
府收緊機組人員檢疫安排，決定暫停
由蘇黎世飛赴香港的航班直至本周六
（11日），屆時再決定何時恢復航

班。
香港特區政府至昨日已將41個國家

地區列為A組高風險地區，今日則加
入冰島和新加坡，明日亦將墨西哥列
為高風險地區；由於智利通報該國一
名由非洲國家迦納入境的患者確診感
染首例Omicron個案，羅馬尼亞亦有
兩名南非回國人士感染該病毒，而盧
森堡亦出現首宗Omicron個案，連一
直未有確診個案的庫克群島也首現
Omicron病例。

周三零時起生效

特區政府早前已公布，會將發現有
Omicron個案的地區指明為A組指明
地區，故昨日宣布上述四個國家亦列
入有關範圍，本周三零時起生效，21
天內曾逗留當地的非香港居民不准入
境，而香港居民則須已完成疫苗接種
並持認可疫苗接種記錄方可登機回
港，抵港後於指定檢疫酒店強制檢疫
21天，其間接受6次檢測，並於抵港
第二十六天到社區檢測中心再次強
檢。
另一方面，繼英國航空早前為降低

機組人員接受強制檢疫的風險而暫停

倫敦赴港航班後，瑞士航空公司亦宣
布因應香港特區政府收緊機組人員檢
疫措施，決定暫停由蘇黎世前赴香港
的航班至本周六，暫有4班航班受影
響，而公司會密切留意情况，以決定
何時恢復航班。

新增4高風險區 瑞士航空停飛港

●香港國際機場停機坪。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巿民本周四起進入食肆等
表列處所必須使用「安心出行」程式掃碼。有消息表示
特區政府正研究與賽馬會及四大電訊商合作，分批送出
一萬部智能手機給有需要的基層人士，目標是聖誕節前
送出首批手機。賽馬會發言人昨日接受媒體查詢時回覆
表示不評論個別撥款項目。
由於並非所有巿民尤其是長者或基層低收入人士，都能
負擔智能手機費用，有消息指特區政府研究與賽馬會和多
間電訊商合作，初步擬購入一萬部提供流動數據的手機給
有需要人士，每部成本約1,000元。據了解，初步構思是
由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出資，四大電訊商或以「半賣半送」
形式，以成本價或批發價出售手機和數據卡，由於低價手
機現貨少，需時購買，故會分批購入，再交由非政府組織
登記後派發給基層巿民，社署亦會提供協助。

盼聖誕前送出首批手機
有電訊商透露，已接獲賽馬會聯絡統籌，而特區政府最
快本周初開會，各電訊商將參與會議商討細節，惟仍未有送
贈時間表，消息表示目標是在聖誕之前送出第一批手機。
社區組織協會社區組織幹事吳衛東回應表示，歡迎政府
捐助智能手機予有需要人士，但進度太慢，估計現時或有
30萬名長者有需要，若只提供一萬部手機，實是杯水車
薪，希望政府考慮替代方案，用身份證或八達通記錄行程
取代掃「安心碼」。

傳馬會電訊商
贈基層萬部智能手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專家顧問、
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認為，本港雖先後
有4宗新型變種病毒Omicron（奧密克戎）的輸入
個案，但相信不會影響與內地恢復免檢疫通關，若
初步恢復正常通關後未有引起爆發，則可增加每日
過關的配額，而他又指澳門用了四個多月才能全面
恢復通關，估計香港亦要到明年2月才能與內地全
面通關。

相信疫苗仍有一定功效
許樹昌昨晚出席一個晚宴時指出，暫時未知本
港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後的「熔斷機制」安排，
但表示一般而言，若本地有一宗源頭不明個案，
就會觸發熔斷，惟不確定本港與內地政府屆時會
否採取更寬鬆的標準。他又表示，本港與廣東省
都長期無爆發疫情，相信在有配額下有條件通關
可行，強調只要新變種病毒Omicron的個案沒有
流入社區，就不影響兩地通關。
他表示，將以視像形式出席世衞組織的會議，希

望能掌握更多有關Omicron病毒的數據，包括死
亡率等。問到在Omicron病毒肆虐下，市民第三
針應否選擇打滅活疫苗時，指出目前各地仍正研究
接種復必泰和科興後，產生多少抗體才足以中和病
毒，但強調接種第三針有助提升抗體水平，「有些
個案接種兩劑疫苗仍感染Omicron，但其實第三針
加強了抗體水平及刺激T細胞功能，（疫苗）應該
都有幫助，當然我們正等待數據，因為很多地區剛
剛取得病毒株，正進行體外測試，但相信病毒雖然
變了種，但疫苗仍然有一定功效。」
他強調，本港未有條件與病毒「共存」，病毒

亦有不斷變種的趨勢，故仍須持續採取「清零」
政策，並呼籲社會要盡快推高高危群組的接種
率，以及接種第三針加強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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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7名船員確診的貨船Glory Sky。 網上圖片
該艘Glory Sky貨船為巴拿馬註冊的水

泥運輸船，由日本高知縣須崎市出
發，上周三（1日）抵達香港水域，準備在
港進行貨物裝卸，但抵港後先有一名51歲
男船員（個案12453）上周五（3日）經檢
測確診，被送往醫院隔離治療，其餘船員則
逗留船上檢疫，衞生防護中心同日在船上為
其他船員採集樣本，結果昨日再有6名介乎
27歲至56歲的船員（個案12459至12464）
確診，全部也帶有L452R變異病毒株，即
合共已超過三分之一船員證實染疫。

染疫者僅兩人曾接種

7名染疫船員當中，僅兩人有接種新冠疫
苗，包括昨日確診的56歲男船員，他8月在
波蘭接種一劑強生疫苗，另一人則為45歲
男船員，他6月及7月在菲律賓接種了兩劑
復必泰疫苗，其他染疫船員未有打針，貨船
上其餘13名船員仍須逗留船上檢疫，並須
於檢疫期間按現行安排接受檢測。
該批船員進入香港水域後未有登岸，抵

港後亦沒有本地工作人員曾登船。
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疫情嚴峻，且新變

種病毒Omicron（奧密克戎）擴散，在各
地行駛的貨船船員乃高危群組。香港特區
政府運輸及房屋局昨晚回覆香港文匯報時

指出，現時超過九成貨運量都是經水路運
輸進出香港，特區政府在保障公眾健康的
同時，也有必要確保環球貨物供應鏈運作
暢順，供應港人日常所需的物品和服務，
而貨船進入本港水域前，需要提交貨船及
船員相關資料，包括申報船員健康情況。
此外，來港裝卸貨物的貨船船員，除非

需要進行換班，否則只能留在船上。

高風險區船舶 不准在港換班
香港現只容許來港裝卸貨物的貨船更換

船員，船員和船公司或代理須遵守一系列
豁免要求，從外地搭機抵港換班船員，出
發地須接受認可檢測機構的病毒檢測並取
得陰性結果，抵港後在機場進行鼻咽拭子
測試，獲陰性結果方可搭乘專車直接往登
船，不可在市區逗留，至於船上完成工作
離船船員則要直接乘坐專車往機場，不得
與本地社區接觸，但來自A組高風險地區
的船舶，船員不准在港換班。

梁子超：抵港前打針最理想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昨晚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最理想當然是要求所
有抵港船員已打二針甚至三針，但船員來
自不同地區，部分地區或疫苗供應不足，
未必能實施此要求，而現時抵港貨船船員
已不能登岸，但船員有機會與本地裝卸貨
物等工作人員接觸，故認為本地人員要盡

量避免與抵港船員接觸，減低受感染並將
病毒帶入社區的機會。
特區政府上月則已規定碼頭員工、貨物

裝卸工人或理貨員、冷凍貨櫃技術員以至
領港員等加密檢測次數，完成接種疫苗的
人員在離開遠洋貨船後21天內每三天檢測
一次，未打針則須每天檢測。
至於昨日另3宗輸入個案，均已接種兩劑

新冠疫苗，其中一名48歲有病徵男子上周
五由塞浦路斯及英國乘航班VS206抵港，

在機場檢測呈陽性。另一名有病徵25歲男
子上周三從英國乘航班CX216抵港，在酒
店檢疫期間確診。
餘下一名62歲無病徵男子上月12日由巴

基斯坦經阿聯酋乘搭航班EK384抵港，酒
店檢疫期間確診，而EK384航班早前爆
疫，11名上月21日搭乘該航班抵港的乘客
染疫，當中8人來自同一家庭，衞生署遂禁
止阿聯酋航空的客機上月23日至今日由杜
拜和曼谷着陸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