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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料兩周內單日增 5000 宗
外勞抵埗前須完成接種
新加坡政府鑑於近期當地新冠疫情持續
惡化，2 日更新入境指引，從下月 1 日開
始，所有持有長期簽證的人士，入境前必
須完成接種新冠疫苗，但同時考慮到 Delta變種病毒潛伏期較短， 因此從後日起，
將入境旅客隔離檢疫令從 14 天減至 10
天。

● 新加坡近日確診個案
持續上升。
持續上升
。
美聯社

隔離期減至十天
為了讓持有長期簽證的外勞和留學生盡
快前往新加坡，同時考慮到公共衞生風
險，當局要求他們必須完成接種疫苗，18
歲以下人士可獲豁免，但12至18歲的留學
生需在抵達新加坡後兩個月內完成接種。

衞生部還宣布，由於 Delta 變種病毒潛
伏期較短，決定縮減入境人士的隔離期
限，所有在 14 天內曾到訪風險相對較高
的第 3 和第 4 級別國家的未接種旅客，入
境後需在指定檢疫中心隔離 10 天，已接
種者則可獲准居家隔離。至於經家屬通道
入境的人士，當局會優先將名額安排給已
接種者。
新加坡近日確診個案持續上升，上周五
錄得近 3,000 宗病例，分析指單日確診預
計在兩周內升至 5,000 宗，但 98%會屬於
輕症或無症狀個案，原因是大部分人口
已完成接種，能有效減低
出現重症的風險，目前

新加坡便有56%確診患者在家中休養，無
須入院。不過為應對染疫人數增加，高危
患者仍需接受密切觀察，當局已在 4 個新
冠治療中心設置 580 張病床，衞生部計劃
月 底 前 在 9 個 中 心 的 病 床 增 至 共 3,700
張。
由於最近確診的外勞絕大多數未有症狀
或症狀輕微，當局允許未出現症狀並已完
成接種的勞工，在宿舍康復設施中自我隔
離，無須轉送其他設施。
●綜合報道

部分最早期接種者染疫 數以萬計民眾趕打針
例
首
球
全
以色列是最早開始為民眾接種新冠疫苗加強針
的國家之一，為遏止第四波疫情，當局 1 日收緊
「綠色通行證」規定，將接種加強針列入申請
「綠色通行證」的要求，已接種第二劑疫苗超過 6
個月的民眾，必須在接種加強針後，才能持通行
證進入酒吧、餐廳和博物館等公共場所，是全球

● 以色列收緊
以色列收緊「
「綠色通
行證」
行證
」規定
規定，
，將加強針
列入要求。
列入要求
。 網上圖片

變種病毒快速蔓延下，以色列 8 月起
在爆發新一波疫情，確診個案飆升，部

分患者是最早期接種的長者，需住院的重症
患者一度增加，令醫療系統面對沉重壓力。
由於擔心疫苗效力可能隨着時間下降，以色
列開始為民眾接種第三劑輝瑞/BioNTech 疫
苗，首先為免疫系統有缺陷人士和長者接
種，並逐漸擴展至全部成年人口。在上周傳
出當局將打加強針列入「綠色通行證」要求
後，近日已有數以萬計民眾打加強針，現時
全國已有 340 萬人接種加強針。

藉此遏第四波 料無須封城
衞生部總監阿什表示，隨着愈來愈多人

接種加強針，相信第四波疫情很快便會過
去。他指出加強針的效用顯著，目前重症
個案數字是 5 周以來最低，檢測陽性個案
更是 7 周以來最少，預計無須再實施新一
輪封城，學校亦已復課，現時大部分重症
和死亡個案都是未接種人士。衞生部還指
出，接種第三劑疫苗後產生的副作用，例
如疲倦和手臂疼痛等，均較首兩劑疫苗輕
微。

康復逾半年失通行證資格
除以色列外，美國、法國和英國均已啟
動加強針計劃，美國目前批准為 65 歲或以
上長者和高危人士接種，法國上月亦開始

為 65 歲或以上長者打加強針，英國則允許
50 歲或以上人士接種。
此外，新規定還包括曾染疫人士若已康復
超過 6 個月，將失去申請「綠色通行證」資
格，他們必須接種至少一劑新冠疫苗，才合
資格取得通行證。以色列共有逾 120 萬人染
疫後康復，當中 44.3 萬人已康復逾 6 個月但
未有打針。醫學專家普遍同意康復者體內的
抗體會隨着時間下降，認為接種一劑疫苗有
助提升保護力，尤其能有效預防重症，不過
也有專家持不同意見，認為康復者再次受感
染的情況罕見，並指有研究顯示康復後的免
疫力可維持數年。
●綜合報道

15歲女接種日染疫亡 母呼籲：盡快打針
英國一名 15 歲少女早前已預約接
種新冠疫苗，但在接種前不幸染
疫，並在原定打針當天病逝。女孩
的母親呼籲其他家長盡快為孩子打
針，「這可拯救他們的生命。」
15 歲的喬亞此前沒有健康問題，
她在上月 24 日開始出現病徵，檢測
後翌日證實確診。喬亞的母親哈利
迪表示，喬亞的病情持續惡化，到
上周二早上開始嘔吐和無法喝水。
哈利迪帶女兒到診所求診，當時醫
生表示喬亞的心率高於正常水平，
建議哈利迪立即將喬亞送院。
喬亞入院後需要呼吸機幫助呼
吸，由於無法攝取水分，以致出現
脫水症狀。哈利迪表示，醫生嘗試

穩定喬亞的心率但不果，最終喬亞
在入院 5 小時後不治，死因是新冠
病毒引發心肌炎。
英國未成年人士染疫死亡的個案
較罕見，在英格蘭地區，確診 28 天
內疫歿的 12 萬名死者中，20 歲以下
共有 82 人，僅佔整體死亡人數的
0.07%。哈利迪已完成接種，她呼籲
其他家庭要對新冠提高警覺，並指
出政府有關「新冠對兒童影響不
大」的說法，令很多家庭認為無須
為孩子打針，「喬亞是一個健康、
充滿活力的 15 歲小孩，可見任何年
齡的人都可能受感染，甚至因此死
亡。」
●綜合報道

● 喬亞（圖）
的母親稱女兒
此前一直沒有
健康問題。
網上圖片

英大臣直言：料炒逾 萬人

企硬院舍員工接種令

首個將加強針定為「完成接種」標準的國家。

以色列新標準
完成接種要打3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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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偉德（右）接受電台訪問期間表示，若員工希
望在院舍工作，就必須打針。
法新社
英國政府早前要求所有護老院和康復中心員工，在
下月 11 日前完成接種新冠疫苗，衞生大臣賈偉德表
示，未有遵守接種規定的院舍員工將被解僱，預計涉
及多達10萬人。
賈偉德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他未有打算撤銷對院
舍員工的強制接種令，指出院舍內的院友全屬最高風
險感染人士，若員工希望繼續在院舍工作，就必須打
針，「若你拒絕遵守，那就請你離開，去找其他工
作。」
國家醫療服務（NHS）數據顯示，截至上月 12
日，已有 92.7%護老院員工接種至少一劑疫苗，
84.8%已完成接種。由於政府未有強制NHS員工接種
疫苗，近來有愈來愈多院舍員工轉到 NHS 工作。護
理業人士表示，現時已約有11.2萬個相關職位空缺，
根據政府估計，將有多達 10 萬名拒絕打針的院舍員
工離職，令人手短缺情況雪上加霜。
代表護理服務供應商的全國保健協會主席艾哈邁德
表示，希望政府能重新考慮接種期限，指出部分院舍
可能因流失大量員工而被迫關閉。
●綜合報道

美機構「檢測」員工信仰
堵塞拒打針藉口
美國愈來愈多機構和企業要求員工
必須接種新冠疫苗，部分員工則以宗
教或醫療理由，嘗試豁免打針，成為
防疫漏洞。有機構官員和企業高層展
開調查，找出以信仰或醫療問題作為
藉口的員工，以堵塞漏洞。
阿肯色州康韋醫院執行主任特魯普
收到 45 份由醫護提交的豁免打針申
請，表示其宗教信仰，不允許疫苗生
產或研發時使用墮胎胎兒細胞培養的
細胞株。特魯普則列出 28 種利用此
類細胞株研發的藥物，包括常用的消
炎及止痛藥物布洛芬和撲熱息痛，要
求拒絕打針醫護不得使用這些藥物。
特魯普表示與這些醫護耐心交談後，
部分醫護最終選擇打針，他也發現部

分人士只是害怕或抗拒疫苗，才以宗
教作藉口。

美軍派牧師面談 筆錄宗教基礎
美國軍方要求士兵於 12 月 15 日前
完成接種，以宗教理由拒絕打針者，
必須與牧師面談，由該名牧師向軍方
提交備忘錄，說明有關士兵的虔誠
度，以及要求豁免打針的宗教基礎。
加州聖迭戈律師威廉姆斯表示，他
經常收到希望避過接種疫苗的諮詢，
不過當他告知諮詢者，指僱主有權解
僱拒絕打針員工後，不少人都改變態
度，「我從未聽過有人決定因此辭
職，相信他們會為保住工作打針。」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