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香港懷疑出現第三

代新冠肺炎傳播鏈。

在昨日再增3宗確診個

案中，兩名確診個案

為一對母子，兒子是社會福利署中西區及離島區社會保障辦事處

一名男職員，疑因與長康邨康美樓一對已確診的夫婦聚餐而染

病。根據傳播鏈，母子倆可能是第三代的感染者。另外一宗確診

個案是一名43歲保險從業員，上月30日曾參與13人的聚餐，

其中一名同枱者是早前確診的第四十七宗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正

追查保險從業員接觸過的3名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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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染疫疑第三代傳播
保險經紀聚餐中招 再接觸3客戶

��(���
第五十一宗個案第五十一宗個案
患者行蹤患者行蹤

男患者：43歲

住址：屯門紫田村

工作地點：油麻地彌敦商業大廈
（保險業）

1月29日：開始咳嗽

1月30日：與姻親（即第四十七宗
個案）及其他親友在家
中聚餐，聚會共有13
人；出現腹瀉及嘔吐症
狀

1月31日、2月5日、2月8日：向
不同醫生求診，當日未
返工；其餘日子正常上
班，大部分時間在公
司，曾接觸3名客戶

2月12日：到屯門醫院急症室求
診，後被確診

資料來源：衛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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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目前對新冠
肺炎的隔離設施不足，但泛暴派不斷發起示
威堵路，盲反設立抗疫診所。前晚，逾百示
威者和黑衣人通宵在黃大仙富山邨平台聚集
叫囂，反對將東九龍普通科門診診所徵用作
抗疫指定診所，其間有黑衣人揮動「港獨」
旗幟，又數度用垃圾桶等雜物堵塞道路。警
方共拘捕28名黑衣人並截查多人，包括自稱
義務急救員和一名自稱區議員的女子。
政府早前宣佈在全港17區分階段徵用18

間包括普通科門診診所、家庭醫學中心和社
區健康中心，作為新冠肺炎疫情下指定診
所，接收輕微發燒或出現上呼吸道感染徵狀

的病人，泛暴派即借機煽惑市民或區內居民
採取激烈行動。
前晚8時，有數十示威者包括黑衣人在黃

大仙富山邨平台非法集結，沿豐盛街遊行轉
入斧山道。其間，有黑衣人揮動「光復香
港」旗幟並高呼「港獨」口號。遊行僅約1
小時，有人稱警方已前後包抄、無路可逃，
黑衣人隨即撤回富山邨，途中將垃圾桶、膠
欄杆及發泡膠箱等雜物擲出馬路。防暴警沿
途追擊及清理路障，並在蒲崗村道設立防線
戒備及舉起藍旗警告。
晚上近10時許，黑衣人再在富山邨對開的

蒲崗村道堵路。約半小時後，數十名防暴警

員再度出動驅散及清走路障，有黑衣人則走
入富山邨及宏景花園停車場躲藏。

掃蕩行動至昨晨2時許
昨日午夜零時許，大批防暴警員再次部署，

分別在富山邨平台、富仁樓和宏景花園停車場
進行掃蕩，並截查多批示威者，包括自稱義務
急救員和一名自稱區議員的女子，其間再拘捕
至少8人，掃蕩行動至昨凌晨2時許結束。
警方證實，在前晚至昨日凌晨的驅散和截

查行動中，一共拘捕 28 人（15 歲至 57
歲），包括20男8女，分涉「非法集結」及
「遊蕩」被捕扣查。一名35歲男子則因拒絕
向警務人員提供其身份證明文件，及涉嫌
「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被捕。案件目前
由東九龍總區重案組跟進。

黑暴反疫所堵路 警拘28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新冠肺
炎疫情令醫院防護裝備消耗增加，多
間公立醫院傳出口罩及保護衣存量不
足，醫管局發佈指引，建議醫護在連
續接觸多名病人時，應延續N95口罩
及眼部防護用具的使用時間。醫管局
總行政經理何婉霞昨日表示，局方做
法並非限定醫護人員使用口罩的數
量，而是針對不同程序，如某些程序
污損口罩，就需更換，旨在將口罩用
得其所。
醫管局此前發佈醫護使用口罩的指
引，建議醫護「於連續性接觸多個病
人時，可延續使用N95口罩，中間毋
須將其脫下或再次戴上」。

料月底有貨補充
何婉霞表示，不會對醫護使用口罩
規定一個絕對時數，現時醫管局口罩
存貨可用1個月，用量增多，已經加

緊訂貨，2
月尾預計有
貨補充。她
強調，局方
明白同事的
擔心，會和
前線同事再
討論及聽取
意見。
她續說，

因應疫情，
醫管局未來4周會再調整服務，下周起
除特殊情況外，精神科病房會盡量減少
安排病人短暫出院；新入院或返回醫院
的病人，要先入住新收症病房14天，確
定無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後才可返回所屬
病房。精神科專科門診方面，穩定的病
人會改期覆診，部分人改為透過電話問
症，以減少病人往返醫院致受感染的可
能。

醫局發指引建議N95慳住使

■■何婉霞何婉霞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昨日一
名確診患者居於屯門紫田村，民建聯
屯門區議員賴嘉汶對事件表示強烈關
注，即日聯同立法會議員梁志祥、周
浩鼎等去信政府，要求徹底調查並清
楚說明事件因由，及促請政府重視有
關個案及後續跟進工作，做好新型冠
狀病毒的防疫工作。
他們要求醫管局及衛生署密切跟進
紫田村及良田村村民的健康情況；立

即為附近的公共設施消毒；盡快安排
抗疫物資派發給受影響的居民；安排
緊急熱線讓受影響的人士求助；立即
進行社區追蹤，識別接觸者，及對患
者出現的地方進行消毒防疫工作，避
免病毒在社區傳播。
賴嘉汶昨日還聯同梁志祥、周浩鼎

於當晚即於欣田邨邨口向居民派發漂
白水及口罩，呼籲居民加強防範，做
好家居及個人衛生，保障健康。

民建聯促紫田公共設施消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
特區政府昨日宣佈，衛生署由下周
一開始，所有長者健康中心的健康
評估、專職醫療預約暫停；油麻地
長者健康中心暫停服務，其餘17間
的服務時間亦將會調整，其中9間逢
周一、三及五提供服務，另8間於星
期二及四提供服務。7間胸肺服務診
所，逢周六上午提供的全監督治
療，明天起暫停；5間母嬰健康院由
下周一起暫停服務。

社署長幼中心本月停止服務
社署亦宣佈由下周一至下月 1

日，所有資助幼兒中心、長者日間
護理中心、庇護工場、綜合職業康
復服務中心、綜合職業訓練中心及

展能中心將停止提供服務，但各中
心會按情況開放予有特別需要的服
務使用者。
至於所有住宿照顧服務、綜合家

庭服務中心、短期食物援助服務、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嚴重殘疾人士
家居照顧服務、嚴重肢體傷殘人士
綜合支援服務及院舍外展醫生到診
等服務，均會繼續運作，部分只維
持有限度服務。
為避免服務使用者因人流聚集而

增加相互感染風險，社署資助的長
者地區中心、殘疾人士社交及康樂
中心、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及兒童
及青年中心等，將不對外開放但維
持有限度服務。市民如有查詢，可
致電社署熱線 2343 2255。

衛生署長者中心暫停預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威爾斯
親王醫院內科部門8名醫生自告奮勇加
入「Dirty Team」，負責照顧及診治入
住負氣壓隔離病房的新冠肺炎懷疑或確
診病人，並盡量每次獨自照顧病人，包
辦抽血、送餐等工作，減少保護裝備耗
用。
威院內科部門上月29日組成「Dirty

Team」，負責照顧及治理該些新冠肺
炎的確診或懷疑病人。雖面對致命病毒
和不可估計的疫情，但「Dirty Team」
全組的8名醫生均為自告奮勇進入隔離
病房，毋須抽「生死籤」。威院內科現
有3間負氣壓隔離病房，專門接收及治
理與新冠肺炎相關的病人，每個病房住
16名至18名病人。

減耗裝備 抽血送餐一腳踢
帶領團隊的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部門

主管周啟明指出，經部門討論後決定不
抽籤，較資深的醫生先舉手入組，掌握
如何應付病毒後，較年輕的醫生陸續加
入。
周啟明表示，當值醫生除每晚巡房
外，還有其他任務要兼顧，「現時保護
衣、保護物資緊絀，不想再叫不同人入
來照顧病人。以前這些病人很多時會由
其他實習醫生、抽血員幫忙打針、抽
血，但為了將一些緊絀資源用得更好，
所以當值醫生親自做，甚至有餐要送，
醫生會自己遞給病人。」
被問到8位醫生是否足以應付醫院所

有懷疑及確診個案，周啟明說，目前最
大挑戰，是難以估計疫情發展，不能及
早作準備，他會要視乎每日疫情發展，
監察新症數目，再決定下周有無需要再
加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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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院內科威院內科88名醫生自告奮勇負責照顧及診治名醫生自告奮勇負責照顧及診治
新冠肺炎懷疑或確診病人新冠肺炎懷疑或確診病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個案累計增至香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個案累計增至5353宗宗，，圖為銅鑼灣街頭口罩處處圖為銅鑼灣街頭口罩處處。。 中通社中通社

連同昨日確診的3宗新個案，香港
新冠肺炎累計個案增至53宗。

一對確診母子與此前康美樓感染個案
有關，母親67歲（為第五十二宗個
案），兒子37歲（為第五十三宗個
案）。兩人於上月26日晚上與早前確
診的3名病人（第四十六、四十八及
四十九宗個案）於北角明星海鮮酒家
一同出席聚餐。
第四十八及四十九宗個案住在康美
樓A307室，懷疑經喉管被樓上A1307
室住戶所感染，成為「二代感染
者」，倘證實他們再傳播病毒給該對
母子，便可能是第三代感染。
衛生防護中心昨日表示，該名母親
過往健康良好，居於鰂魚涌康景花
園，周末則居於兒子位於灣仔香海大
廈的寓所。她於1月31日出現咳嗽，2
月1日開始發燒及發冷。她分別於1月
31日、2月3日及7日向私家醫生求
診，2月12日到律敦治醫院求醫並入
院接受治療，其呼吸道樣本證實對新
型冠狀病毒呈陽性反應，目前情況穩
定。病人在潛伏期內沒有外遊，其密
切接觸者包括女兒、女婿、孫兒、孫
女及家傭，均沒有出現病徵，將被安
排接受檢疫。
其確診的37歲兒子過往健康良好，
於2月8日出現發燒，翌日向私家醫生
求診，2月12日到律敦治醫院求醫並
入院接受治療，其呼吸道樣本證實對
新型冠狀病毒呈陽性反應，目前情況
穩定。病人在潛伏期內沒有外遊。

中西區離島社保辦關閉
社署發言人證實，該患者為中西區
及離島區社會保障辦事處一名男職
員，據了解，他早前曾上班。因應該
宗確診個案，中西區及離島區社會保
障辦事處即日起停止運作及關閉，直

至另行通知，並進行徹底清潔消毒。

「邊爐家族」現第二代傳播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在記者會上指出，多宗確診個案都與
大型聚會相關，此前備受關注的「打
邊爐家族」在大年初二舉行19人聚
餐，另有兩名被「二代傳播」的患
者，累計有13名相關確診者。
截至12日，有28名個案相關的緊
密接觸者接受檢疫，需接受醫學監測
者多達上百人。
昨日另一宗新增個案患者是43歲男

性保險從業者（第五十一宗個案），
居住在屯門紫田村。患者上月29日開
始咳嗽， 30 日出現肚屙及嘔吐，其
間曾向私家醫生求醫，其餘時間均有
到油麻地彌敦商業大廈上班，他在2
月12日前往屯門醫院急症室求醫，昨
日確診。
張竹君表示，該名患者與早前確診

的66歲男子（第四十七宗個案）有姻
親關係。兩人曾與其他親屬共13人於
1月30日在家中聚餐，防護中心正跟
進同桌人士，並對患者十多位同層同
事進行檢疫。由於他在病發後曾接觸
3位客戶，防護中心會進一步追蹤，
並視乎情況對客戶進行檢疫。

康美樓排氣管化驗全部陰性
張竹君表示，康美樓目前有逾百

人接受檢疫，仍有一戶拒絕撤離，
此前政府在該樓的排氣管接駁位及
沙井取樣本，化驗結果全部呈陰
性，並解釋撤離安排主要為方便食
環署進行清潔消毒及讓房署檢查喉
管；未撤離住戶已優先安排檢查，
故已毋須撤離。其他住戶單位的喉
管已檢查，有問題的喉管已安排補
救，希望邨民可早日返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