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算少25%社交可減逾九成個案
研究團隊表示，根據現時用於估算社交接觸的蘋果

步行移動指標及中大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的社區
網上調查，香港巿民於2021年12月23日至2022年1
月5日期間的社區流動程度已重回疫情前的水平，即
每天平均接觸34人。今次研究利用年齡分層數學模型
及移動指標估算日常社交接觸，結合不同年齡人士感
染新冠病毒的容易程度、香港提供的兩款疫苗各自的
有效性、市民在疫情期間的社區流動程度，以及市民

在疫情前的社區接觸數據等多個因素，模擬在不同干
預措施下，第五波疫情一旦社區爆發可能導致的感染
人數。

研究假設本港已有約65%人口接種至少一劑疫苗；
接種科興疫苗的有效保護感染比率為 50%、復星為
70%；Omicron 基本傳染數(R0)為 8；抗體隨時間下
降；追蹤檢測效能與第四波疫情一樣；以及Omicron
重症率為Delta的一半。

在第一個情況下，若社交接觸程度一直維持在過去
兩星期（包括聖誕及元旦假期）的水平，由Omicron

引起的第五波疫情將有超過300萬人受感染，及超過
17萬人得重症；第二種情況是政府收緊社交距離措施
後，令社交接觸程度較過去兩星期的水平減少 25%
（即每天平均接觸的人數降至14），第五波疫情會有
大約25萬人受感染，及大約1.5萬人得重症。

推廣疫苗接種仍屬首要工作
如果社交接觸程度進一步減少至40%（即每天平均

接觸的人數降至11），第五波疫情會有約1.25萬人受
感染，大約700人得重症。如果市民社交接觸進一步
回落至疫情以來的最低點（2020年7至8月的第三波
期間），即減少 55%（每天平均接觸的人數降至
8），第五波疫情會有約1100人受感染，其中約50人
得重症。

研究團隊建議政府繼續觀察未來兩星期社區傳播鏈
是否已截斷，以探討是否需要進一步收緊社交距離措
施，把 「現時社交水平」降至第三波期間的社交水
平。研究團隊認為，政府應加大對高風險群組（包括
安老院舍長者、免疫力較弱人士）推廣疫苗接種，以
及解決 「疫苗猶豫」的力度，擴大接種群組，以推高
整體人口接種比例。

此外，研究團隊又建議政府，密切留意接觸者追蹤
效能，減低出現阻截或確診延遲的機會；政府除了現
時亞洲國際博覽館提供的500個床位外，亦應預備資
源，以便在有需要時興建額外臨時社區治療設施，應
付可能出現的大量感染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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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城大推算過去兩周社交達疫前水平

喜靈洲3在囚人士
施襲遭制服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喜靈洲懲教所懲
教人員前日（7日）制止3名在囚人士襲擊另一名在
囚人士。

事發在當日下午12時32分，3名年齡介乎32歲至
61歲男性在囚人士在飯堂外襲擊另一名38歲男性在
囚人士，在場懲教人員見狀立即上前制止，並在警告
無效後，施以胡椒噴劑將施襲者制服。

事件中共2人受傷
事件中，受襲在囚人士頭部及背部受傷，經院所

醫生檢查及治理後，被轉介到公立醫院作進一步診
治。其中一名施襲者則手部及腳部受傷，經治理後
毋須送院；另外兩名施襲者則並無受傷。有關事件
已轉交警方調查。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周偉立報道：2019年7月
28日上環暴動案，20人早前被裁定暴動、襲擊等罪
成，1人認罪，他們昨日在區域法院分別被判囚30
至42個月。

法官陳仲衡判刑時表示，該案件暴力程度不算嚴
重，但暴動是有預謀的，參與人士忽視警方呼籲，
繼續留在現場，滋擾公眾，有人破壞商店閉路電
視，威脅人身安全。陳仲衡認為，過去一年社會局
勢已漸趨穩定，難再見暴動，但案發時非法集結頻
生，判刑不應因現時情況得益。

21名罪成被告，依次為21歲報稱無業張智麟、28
歲學生陳梓康、20歲學生鍾泓洋、20歲理髮師徐慶
鈞、24歲陳希雋、21歲學生崔耀明、24歲售貨員林
少鋒、40歲技術員蔡澤新、20歲學生楊智昇、19歲
文員林勝如、22歲學生黃頌恩、20歲文員黃錦珊、
21歲學生李少康、18歲報稱無業周錦濤、33歲文員
莫卓煇、19 歲報稱無業黃飛鴻、26 歲工程師簡健
煌、23歲文員譚詩妙、25歲文員譚伊婷、27歲陸映
慧、21歲學生黃柏賢。

陳官判刑時表示，徐慶鈞、蔡澤新、楊智昇、林
勝如、黃錦珊、莫卓煇及陸映慧參與程度較輕，為
時較短，以40個月為量刑起點，其餘以45個月為量
刑起點。各人因沒有案底各減刑3個月，上述7人除
莫卓煇外，判囚37個月；簡健煌認罪扣減3分之1，
判囚30個月；周錦濤因年輕減刑2個月，判囚40個
月；莫卓煇另涉襲警判監1個月20日，其中1個月
分期執行，共囚38個月；徐慶鈞無牌管有無線電通
訊器具判囚 14 日，同期執行，共 37 個月，其餘 12
名被告終各囚42個月。

上環暴動案21人
判囚30至42個月

食環署籲市民積極參與歲晚大掃除

童樂居虐兒案再多8人被捕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香港保護兒童會
轄下 「童樂居」被揭發出現虐兒事件，警方早前已拘
捕6名涉案職員。經進一步調查後，警方前日(7日)以
「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再拘捕多

8名院舍女職員，累計被捕人數增至14人，懷疑曾被
虐的幼童增至26人，年齡由1歲10個月至3歲8個月
不等。警方表示，正全力翻查片段，如發現再有虐兒

事件，會盡快採取拘捕行動。

受害兒童增至26人
警方昨日向傳媒交代案情，指在

進一步調查後，發現再有職員涉嫌
對幼童打頭、掌摑、扯頭髮、拋向
牆壁等，前日在多區拘捕 8 人，年
齡介乎24至63歲，她們現正被扣留
調查，將會被落案起訴。至於受害
兒童增至26人，分別是15男11女，
年齡最小1歲10個月，最大3歲8個
月，有部分為非華裔兒童，他們已
由社署及院舍安排到 6 間醫院接受

觀察及治療，情況穩定。
西九龍重案組總督察李嘉蕙表示，鑑於案件涉及大

量錄影片段，西九龍刑事總部迅速抽調21名探員成立
一個專案小隊，全力翻看閉路電視錄影。目前為止，
警方共檢取了4.6萬小時的片段，專案小隊已完成13%
的工作。她續指，除了要翻看大量片段，警方調查時
亦遇到一定困難，因為兒童年齡較細，不能講出被虐

打的時間及經過，施虐行為往往也只有兩三秒，警方
有必要仔細檢視所有錄影片段。她估計，專案小隊須
檢視近6萬小時片段，以及兩個月時間，才可以完成
工作。

西九龍總區刑事部(行動)警司鍾雅倫表示， 「童樂
居」中能接觸幼兒的職員約有 40多名，而被捕的14
名職員已在該會工作若干日子，其中13人屬全職，1
人為兼職，當中年資最長者已工作3至4年，並在幼
兒工作有逾20年經驗。當中有數人知道警方調查後，
已立即離職。

暫難評有否高層疏忽失職
西九龍總區高級警司(刑事)曾仲斌表示，得知保護

兒童會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警方會盡力找尋事件
真相，他相信調查結果對該會日後的檢討工作有幫
助。被問到調查期間，警方是否發現院舍有高級職員
知情不報或不作為，他回應指警方的調查工作是要釐
清事實，至於有否涉及管理層疏忽，要等事件清楚後
才能判斷，且需要律政司在法律觀點上提供協助，現
階段難以評論。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為配合歲晚
大掃除的傳統，食物環境衛生署昨日起在全港各
區展開歲晚清潔大行動，加強全港各區投訴熱點
的街道潔淨、打擊店舖阻街的違法行為，以及加
強防治鼠患的工作。署方呼籲市民參與，保持家
居、社區及公眾地方環境清潔衛生，迎接虎年的
來臨。

加強清理衛生「黑點」
食環署發言人表示，在行動期間，將會加強清

潔轄下管理的場所及設施，包括公眾街市、熟食
中心、小販市場、公廁、垃圾收集站等，並加強
清理經常發生亂拋垃圾和其他潔淨罪行的地點。
食環署人員亦會加強巡查街市及清潔和消毒街市

公用地方及設施，同時提醒檔主徹底清潔其攤
檔。

此外，食環署會因應各區情況，對舊式唐樓、
街道和後巷、村屋、建築地盤等地點進行針對性
的防治蚊患和鼠患工作，並會加設臨時廢物收集
站，供市民棄置大型家居廢物，亦會加強各區垃
圾收集站的清潔及增加收集垃圾和大型廢物的次
數。

發言人表示，為確保公眾地方清潔，該署會繼
續加強執法，向違反有關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條
例的人士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發言人強調，保
持社區清潔衛生有賴每一位市民的通力合作和參
與，呼籲市民同心協力保持環境衛生，同心抗
疫。

若不限聚恐逾300萬人染疫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
因應香港社區出現Omicron變種病毒
個案，政府收緊多項社交距離措施。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賽馬會公共衛生

及基層醫療學院、香港城巿大學賽馬會動物醫學及生命科學院領導的研
究團隊，近日利用數學模型評估在大部分市民已接種新冠疫苗情況下，
Omicron帶來的潛在風險，並於昨日公布研究結果。研究發現，市民於
上月23日至1月5日期間的社區流動程度已重回疫情前水平，推算若社交
接觸程度一直維持在高水平，第五波疫情將有超過300萬人受感染，當中
超過17萬人得重症。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本港公營學校
由下學年開始新聘任的教師，都必須通過基本法測
試。

教育局昨日以先導形式舉行首輪基本法測試，下
月將舉行第二輪先導測試。

據悉，測試的題目與公務員基本法測試相近，當
中有考核基本法涉及教育政策的相關條文，亦有題
目涉及區徽圖案等。

題目與公務員版本相近
基本法測試時間為20分鐘，如在15題多項選擇題

中答對8題或以上（即在滿分100分中取得53分或以
上），會被視為及格。全卷有考核基本法涉及教育政
策的相關條文，佔題目的五分之一；另有題目涉區徽
圖案等。此外，全卷未考核有關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選
舉制度的題目。

新聘任常額教師及月薪臨時教師必須在基本法測試
合格，方可獲考慮聘用。而前述新聘任常額教師包括
新入職教師、轉校教師、以現金津貼支薪轉為以薪金
津貼支薪的教師。

測試及格的要求適用於教師職系的所有職級，包括
校長。教育局將循序漸進考慮把有關要求推展至其他
學校，例如直資學校、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
園，以及其他教師。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港協暨奧委會
於昨日公布 「國泰2021年度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
候選運動員名單，包括奧運男子花劍金牌得主張家
朗、奪得兩面奧運游泳銀牌的何詩蓓、 「牛下女車
神」李慧詩、羽毛球港隊代表鄧俊文及謝影雪等，
網上投票於昨日起至本月30日期間舉行。主辦單位
表示，今年首次將傑出運動員獎項分為 「香港傑出
男運動員」及 「香港傑出女運動員」，呼籲市民以
行動支持一眾香港運動員不屈不撓、永不言敗的精
神，踴躍投票選出心目中的傑出運動員。

首分男女運動員獎項
主辦單位表示，去年香港掀起一股體育熱潮，香

港運動員在東京2020奧運會、殘奧會、第十四屆全
國運動會及全國殘運會等大型賽事中取得的驕人成
績，全憑運動員艱苦訓練的努力成果。今年大會共
收到33個體育總會，提交合共66個提名，並由評審
團、傳媒及市民投票選出各個獎項得主。

「香港傑出男運動員」及 「香港傑出女運動員」
各設最多五位名額，得票最高的男、女運動員，將榮
膺 「國泰星中之星香港傑出男/女運動員」大獎；今
次選舉亦設有 「香港最佳運動隊伍」、 「香港最佳運
動組合」獎項，讓市民透過投票，展示對香港運動員
以及香港運動界的支持。為承接體育狂熱，並鼓勵市
民參與此項年度香港體壇盛事，今年大會更將公眾投
票比率提高，以提高市民參與公眾投票的程度。

張家朗何詩蓓等入圍
傑出運動員候選名單

首輪教師基本法測試昨舉行

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後
假設情景

社交接觸程度維持過
去兩周（包括聖誕及元
旦假期）水平

社交接觸程度較過去
兩星期減少25%

社交接觸程度較過去
兩星期減少40%

社交接觸程度較過去
兩星期減少55%

預計感染人數

超過300萬人

約25萬人

約1.25萬人

約1100人

預計重症人數

超過17萬人

約1.5萬人

約700人

約50人

重啟嚴格社交距離措施後
本港疫情估算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的士保險龍頭
泰加保險早前對8000張的士保單發出退保信，引起
的士業界恐慌。保險業監管局上周五(7日)根據《保
險業條例》（第41章）賦予的權力，接管泰加保險
事務及資產。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表示，泰加保險的做法不
可接受，認為政府責無旁貸。工會指出，事件中有
過萬輛的士受影響，但目前只有約1000多部的士成
功找到新保險公司承保。雖然保監局已經聯絡其他
保險公司承保，但新保險公司未必可以 「無縫接
管」，因此建議政府將的士退保通知期，由一星期
改為不少於三個月。工會續指，就算找到新公司承
保，保費亦會上升，增加營運負擔，促請政府提供
支援。

九成的士未能「轉保」
汽總促港府介入

港府因應疫情發展收緊防疫措施，食肆禁晚市堂食。 中新社

食環署昨起在全港各區展開為期三周的歲晚清潔大行動。

警方昨日交代童樂居虐兒案最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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