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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院未通報 難強制隔離

再有中大生疑中招再有中大生疑中招
湖北省武漢市的不明肺炎疫情持

續，香港也陸續出現懷疑個案，並揭露香

港防疫機制的重大漏洞。日前有內地女子從武漢來

港後，因出現發燒、咳嗽和流鼻水而到律敦治醫院

急症室求診，醫院為她抽取樣本化驗，惟她聲稱要

返回沙田帝都酒店照顧女兒，在自行承擔風險下出

院。事件曝光後，衛生署向帝都酒店查詢，酒店卻

無該名女子的入住及訂房記錄，目前仍未知其下

落。傳染病專家批評，醫管局及衛生署無權就不明

肺炎下令病人強制隔離，白白放走懷疑個案，隨時

令病毒在社區蔓延。特區政府昨晚宣佈，全速修

例將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納入為

法定須呈報的傳染病，料本周內刊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歷沙士變驚鳥 淘大人搶口罩
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
座教授許樹昌昨日表示，
武漢不明肺炎患者有四分
之一屬於嚴重個案，情況
與香港2003年爆發的沙士

差不多；再一次勾起港人埋藏在心底裡十多
年的悲痛和恐懼。當年沙士重災區之一的九
龍灣淘大花園，居民如驚弓之鳥狂掃口罩，
使屋苑鄰近的藥房近期購買口罩的人數輕微
上升近一成。淘大業委會主席促請政府汲取
當年血的教訓，及早預防疫情爆發。
2003年2月，一名來自廣州的沙士患者入
住九龍京華國際酒店，於酒店內先後將沙士
傳染給多人，包括一名26歲青年，其後青
年入住威爾斯醫院，並傳染給醫護人員及探
病的市民。當中一名探病市民又將病毒帶到
淘大花園，病毒經該屋苑的水渠散播，使整
個屋苑多人中招，政府為防止病毒再蔓延，
下令全面隔離淘大花園E座。
淘大花園當年逾300人感染沙士、40多
人死亡，現時內地出現武漢不明肺炎，屋

苑居民猶如驚弓之鳥。淘大業委會主席葉
興國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近日已
收到數十名居民致電詢問肺炎的情況：
「有人直接問內地係咪真係得幾十宗武漢
肺炎個案呀。」葉直言理解居民的心情，
因沙士是一代人的痛，他認識不少沙士康
復者都不願重提舊事，以免讓人得知自己
曾患沙士，惟武漢肺炎卻令港人無法不再
重新面對這痛苦的記憶。

查消毒系統 放口罩任取
為了盡量紓緩居民的憂慮，業委會已啟

動一系列措施，包括透過管理公司發通告
向居民公佈重要消息；檢查每座大堂的消
毒系統；又在大堂擺放適量口罩供有需要
居民自取。據他了解，屋苑附近的藥房近
期口罩銷量上升近一成。
葉興國希望，政府汲取沙士沉痛的教

訓，在武漢肺炎疫情未蔓延前，做足防疫
措施，以免慘劇重演。他憶述，當年3月
底獲政府告知淘大花園出現數宗個案，但

政府「零防範」，沒有協助隔離患者，終
令疫症爆發，感染人數以「幾何級數」上
升。他建議，政府應強制進出醫院或診所
的人要戴口罩；武漢入境旅客應在飛機上
檢疫，以減低病毒帶入社區的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明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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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大花園當淘大花園當
年成沙士年成沙士「「重重
災區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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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婦堅拒留院 潛社區恐播毒
醫局衛生署無權強制隔離 疑案焗放走成防疫大漏洞

香港呈報個案香港呈報個案

公佈日期 醫院 年齡 性別 情況 化驗結果

1月2日 屯門醫院 37 女 已出院 未有

1月2日 雅麗氏何妙齡 14 男 已出院 甲型(H3)流感病毒
那打素醫院

1月2日 瑪嘉烈醫院 44 男 已出院 未有

1月3日 瑪嘉烈醫院 12 女 已出院 甲型(H3)流感病毒

1月3日 瑪嘉烈醫院 41 女 已出院 甲型(H3)流感病毒

1月4日 屯門醫院 4 女 穩定 人類鼻病毒/腸病毒

1月4日 將軍澳醫院 50 男 穩定 甲型(H1)流感病毒

1月4日 威爾斯 46 女 穩定 甲型(H3)流感病毒
親王醫院

1月5日 瑪嘉烈醫院 32 男 穩定 甲型(H1)流感病毒

1月5日 瑪嘉烈醫院 2 女 穩定 呼吸道合胞病毒和
冠狀病毒229E

1月5日 伊利沙伯醫院 42 女 穩定 甲型(H3)流感病毒

1月5日 伊利沙伯醫院 22 男 穩定 未有

1月5日 伊利沙伯醫院 55 男 穩定 副流感病毒1型

1月5日 律敦治醫院 45 女 穩定 未有

1月5日 將軍澳醫院 45 男 穩定 未有

1月6日 基督教聯合 9 男 穩定 呼吸道合胞病毒
醫院

1月6日 伊利沙伯醫院 2 男 穩定 人類偏肺病毒

1月6日 伊利沙伯醫院 65 男 穩定 甲型(H3)流感病毒

1月6日 雅麗氏何妙齡 5 女 穩定 呼吸道合胞病毒
那打素醫院

1月6日 威爾斯 20 女 穩定 腺病毒和
親王醫院 冠狀病毒OC43

1月6日 屯門醫院 41 女 穩定 人類鼻病毒/腸病毒

註：資料截至1月6日中午12時
資料來源：醫院管理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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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湖北武漢市出現不明病因的肺
炎，香港亦相繼有曾赴武漢返港
後出現上呼吸道感染徵狀的個
案，昨日就新增6宗，累計個案
增至21宗，當中16人已排除是
不明肺炎，只有5人未查明病
因。醫管局總感染控制主任賴偉
文表示，有關病人於病發前並沒
有到過武漢的濕街市，所有人現
時情況穩定。另外，中大繼早前
一名到過武漢的內地女生出現發
燒徵狀後，中大和聲書院學生會
公佈，兩名女宿生被送上救護車
前往醫院接受檢查，據悉其中一
人疑曾到訪武漢，出現上呼吸道
感染病徵，包括咳嗽等。
「和聲十大基建」facebook專
頁昨晚發貼文指，和聲南座9樓
有兩名內地女宿生召救護車送
院，據了解，她們被送到威爾斯
親王醫院。其中一人曾於超過14
天前到訪武漢，雖然已過潛伏
期，很大可能不會列為懷疑個

案，也沒有發燒徵狀，但出現咳
嗽等上呼吸道感染病徵，其室友
也有不適，遂將兩人送院檢查。

昨添6個案全部穩定
另外，醫管局昨日公佈截至昨
日中午12時，公立醫院於過去
24小時共接收6名曾於過去14天
到訪過武漢，並出現發燒、呼吸
道感染或肺炎徵狀的病人，當中
包括一名曾向私家醫生求診的男
病人及一名曾到私家醫院求診的
女病人，全部6名病人現時情況
穩定（見表），醫管局並已將病
人樣本送交化驗，而有關病人現
正接受隔離治療。
根據衛生防護中心資料，昨日
新增的6宗個案，全部患者已確
定病因，分別感染了甲型H3流
感、人類偏肺病毒、腺病毒和冠
狀病毒OC43、呼吸道合胞病
毒、人類鼻病毒／腸病毒；但21
宗累計個案中，仍有5人未查明
病因。

前日昨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律敦治醫
院被指放走懷疑不明肺炎個案，但另邊廂有
私家醫院請病人「食檸檬」。一名中文大學
女內地生到訪武漢後，出現發燒及咳嗽症
狀，前日曾到仁安醫院求診，惟醫護指示她
前往公院求診，院方亦沒有向衛生防護中心
呈報個案，及後中心透過傳媒報道得悉，主
動聯絡該名病人，並安排她到威爾斯親王醫
院診治。據悉，她對腺病毒及已知的冠狀病
毒呈陽性反應，相信與武漢不明肺炎無關，
仍然留院治療。雖然事件虛驚一場，但揭露
香港的防疫通報機制落後於內地及澳門。
該名曾前往武漢的中大女學生日前出現
咳嗽和有痰的徵狀，因而懷疑患上肺炎，
故自行前往仁安醫院求診，但仁安醫院要

求她轉到公立醫院求醫，最後她往深圳做
了一次檢查，未能找出病因。
仁安醫院證實，日前早上確有一名聲稱曾

到武漢的女病人求診，分流過程中護士向她
解釋，診症後需將她隔離，或會轉送公院，
該病人隨後表示會自行到公院求醫。仁安醫
院發言人強調過程中無拒絕病人求醫，沒有
呈報是因為該名女生求診時測出的體溫無異
常，不符合須呈報的條件。
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該院即

使未有向衛生防護中心呈報個案，但也沒
有違規。因為現行規例下，衛生署署長有
權下令隔離「指明傳染病」的懷疑感染
者，但「指明傳染病」目前只包括沙士、
中東呼吸綜合症等50多種疾病，卻未包括

現時的「對公共衛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
病」，以及不明原因的疾病。

通報僅屬自願性質無罰則
衛生防護中心雖然日前向私家醫院及診

所發出指引，病人如於發病前14天內曾到
訪武漢市，並出現發燒及急性呼吸道感染
或肺炎病徵便需要通報中心，但都屬自願
性質，即使私家醫生或醫院不報，並沒有
後果和罰則。相比之下，內地及澳門也比
香港嚴謹，例如澳門法例規定除了已知的
傳染病，還加多一項「其他冠狀病毒」需
要強制隔離的規定。而內地也訂立「突發
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只要不明原因
的群體性疾病等都要呈報。

■■前晚亦有醫護人員到中大將另一名懷疑患者帶往送院前晚亦有醫護人員到中大將另一名懷疑患者帶往送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女患者往律敦治醫院求診女患者往律敦治醫院求診，，其後稱因其後稱因
照顧女兒而獲准離院照顧女兒而獲准離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大和聲書院兩名女宿生被中大和聲書院兩名女宿生被送院接受檢查送院接受檢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律敦治醫院日前接獲一名45歲女子由
武漢來港後發燒的個案，病人入院時

發燒、嚴重咳嗽，肺部經X光檢查後，發
現左下方有陰影，由於女子14天內曾到武
漢，醫院安排她入住隔離病房並將個案呈
報衛生防護中心。
該名女子及後聲稱要返回帝都酒店照顧
女兒，要求自行承擔風險下出院。

醫局：留院期間無病徵
醫管局解釋，該名女病人留院監察期間

並無發燒或肺炎徵狀，情況穩定，她於當
晚要求離院，醫院考慮病人臨床情況及其

快速測試對一般病毒，包括流感呈陰性反
應，醫護人員亦告知病人相關醫療建議及
風險，才讓她自行出院。
事件曝光後，衛生署曾追查該名女子的

下落，惟沙田帝都酒店昨日在facebook專
頁發文指出，曾接獲衛生署來電查詢一位
女子的入住資料，惟酒店經查證後，並沒
有該女子的入住及訂房記錄，酒店亦即時
檢視所有入住記錄，同樣未發現有背景資
料相近的住客。
目前，該名女子仍未能排除與武漢肺炎

無關，卻下落不明，仍在社區活動及隨時
散播病毒。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潘
烈文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病因仍
未正式確定，也未有確實證據確定武漢肺
炎會否人傳人，故醫院需要小心應對密切
監察，防患於未然。他認為，院方批准患
者自行承擔風險下出院，情況不理想。政
府需考慮是否給予權力相關人士，讓對公
共衛生有影響的患者強制留醫。

學者批實施隔離令多掣肘
香港醫學會副會長林哲玄表示，不明的

疾病應小心處理，患者不聽從醫生指示，

而要求出院，會增加傳染的風險。
他批評，衛生署發出隔離令存有諸多局

限，需要有充足的理據，包括考慮傳染
率、致病率、死亡率等因素，也需要平衡
患者的自由、權利與對公共衛生的風險。
由於《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第五百九

十九章列明的「須呈報疾病」，不包括對
公共衛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因此如
懷疑個案的涉案病人不肯合作，例如拒絕
接受隔離或拒絕檢疫，衛生署並無法定權
力批出隔離令。

政府修例堵漏 料本周內刊憲
特區政府因應武漢不明原因肺炎疫情，

昨日召開嚴重應變級別督導委員會會議。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主持會議時，指
出會全速修訂《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第
五百九十九章，將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
呼吸系統病，納入為法定須呈報的傳染
病，預計本周內刊登憲報。
陳肇始表示，香港現時無發現與武漢相關

的嚴重肺炎個案，但武漢出現的群組個案對
市民健康的即時影響屬中等。各相關部門需
保持高度警覺，進一步加強預防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