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駿洋營備妥家俬迎「公主客」
水馬圍封邨外查車邨內駐警

特首：營舍飽和別無他選

香港特區政府將派出兩架包



(

公主號」上的港人回港。行政

疫，因 4 個隔離中心接近飽和，火炭駿洋邨是為他們提供隔離的唯一選
全邨不但已用水馬圍封，而且邨外設警崗查車，邨內亦有警員駐守；工人

星期三

19

則忙於入邨加裝電器等設備；該處最近的民居是山坡上的桂地新村，但兩
者有一個山坳相隔，駿洋邨可謂自成一角。泛暴派以「毗鄰民居」為由反
對，根本不成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蕭景源

庚子年正月廿六 是日雨水

大致天晴 日間乾燥
氣溫13-19℃ 濕度55-80%

■紀律部隊義工隊日前約百人到駿洋邨幫政府搬運
及組裝檢疫單位的家俬。
及組裝檢疫單位的家俬
。
義工隊圖片

港字第 25533 今日出紙 3 疊 9 大張 港售 10 元

■許樹昌表示，由於「鑽石公主號」郵輪上持續有新增確診染疫個案，從該郵輪返港的
人屬高風險類別。
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無論是身在「鑽石公主號」郵輪上
還是滯留在武漢的港人，回港後均須隔離 14 天，隔離設施不足是
急須解決的問題。中文大學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系主任許樹昌昨
日表示，衛生防護中心轄下的科學委員會建議，在檢疫中心飽和
後，視乎情況採取「10+4」模式隔離檢疫，即首10天入住檢疫中
心，之後4天進行家居檢疫，以騰出單位給其他檢疫人士。
科學委員會日前召開會議，有委員建議在檢疫中心容量不足
時，密切接觸者首 10 天在檢疫中心檢疫，餘下 4 天可以在家檢
疫。主持會議的許樹昌昨日表示，由於郵輪上持續有新增確診個
案，他認為從該郵輪返港的人士屬高風險，即使無病徵，返港後
都應作隔離檢疫 14 天，無論是郵輪上的港人，抑或將來從湖北省
返港的港人，都可能面對檢疫中心不足的問題。

擇，希望市民諒解、包容。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駿洋邨觀察環境，發現

2020 年 2 月

2020年2月19日（星期三）

學者：營滿可「10+4」檢疫

機接載泊於日本橫濱的「鑽石

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機上港人返港後必須接受 14 天的強制隔離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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駿洋營播毒風險微
他續說，由於目前檢疫中心場地緊張，「萬一地方不夠用，那
些不屬於密切接觸者人士，頭 10 天在政府提供的場所進行隔離檢
疫，最尾的 4 天可回家做隔離，但不是個個都可以回家，前提是
他們是獨居，沒有其他家人同住，又或者整個家庭一班人都去過
該郵輪旅程。」
許樹昌表示，有關回港檢疫安排是應對日後可能有大批港人獲
安排回港，及在檢疫中心容量不足的情況，如果檢疫中心有足夠

位置，仍然建議所有人在檢疫中心完成檢疫。
對有人反對駿洋邨作檢疫中心，許樹昌強調，駿洋邨距離民居
有數百米，不會有飛沫傳播到民居的風險，而地區指定發燒診所
亦會分開樓層處理病人，他呼籲市民毋須擔心。

籲抗疫勿混淆視聽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昨日被問及以駿洋邨用
作隔離營時也表示，該選址值得市民去考慮，特區政府需要做的
是找專業人士去檢視下該屋邨，主要關注排污渠、通風等各方面
會否構成潛在風險。在有了專業諮詢及完成相關測試，巿民才會
有信心。
何栢良表示，「鑽石公主號」上疫情爆發不可收拾，已完成檢
疫的一半船上人士當中，有四分之一確診，前日再有 99 宗確診，
爆發情況甚至比當年淘大花園更嚴重，「郵輪已算是疫區，估計
乘坐包機回港人士中，有機會有一成至三成人受感染，最壞的情
況可能有100人回港後確診感染要入院，醫院應做好準備。」
他強調，無論香港發生什麼事，最緊要個心夠定：「香港無雷
神山、火神山，但要記住香港有獅子山（精神）。」他呼籲即使
發生任何事，大家同心合力，做好個人衛生措施，不要混淆視
聽，不要發放假新聞，明知信息是錯的就不要亂傳出去，「香港
對抗新冠病毒不會輸。」

門診病人現病徵 需交樣本做快測

林鄭月娥在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表示，特區政
府將安排兩架包機，把在日本的「鑽石公主

號」郵輪上的香港居民接返香港，並會在機場安排他
們到檢疫中心接受 14 天的強制檢疫（相關新聞詳見
A7版）。
她強調，檢疫中心是抗疫工作非常重要一環，因為
部分確診者的緊密接觸者或風險較高的人士都需要進
行隔離檢疫，以阻斷傳染鏈。由於目前本港 4 個隔離
中心數量非常有限且接近飽和，如要為大量人士提供
隔離檢疫，必須要設立更大規模的檢疫中心，故未入
伙的公共屋邨成為可行的選項。
她舉駿洋邨為例，表示該邨每一座能夠提供幾百個
單位，足夠應付在「鑽石公主號」郵輪上的 300 多位
香港居民進行檢疫。

林鄭月娥直言，5 座能提供 4,800 單位的駿洋邨是
隔離日本返港居民的唯一選擇。雖然特區政府正在現
有的檢疫中心及度假營中原地加建，並與迪士尼公司
商討，將部分迪士尼第二期用地併入竹篙灣隔離中心
的建設範圍，她還先後視察過鯉魚門度假村、八鄉的
少年警訊活動中心，但因為本月底前難有額外檢疫中
心可供使用，故除駿洋邨外別無後備選項。
至於醫管局的隔離設施，林鄭月娥指有關病房、病
床至昨天的使用率大概是三四成，但醫管局要嚴陣以
待、未雨綢繆，醫管局正計劃增加隔離設施，瑪嘉烈
醫院傳染病中心正進行擴建，希望提供更多設施。
她強調，檢疫中心有嚴格的保護及規管措施，衛
生、環境等方面均有很嚴格要求。特區政府不會容許
在檢疫中心接受檢疫的居民隨意進出，中心還有醫護
人員、執法人員駐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林鄭月娥希望各位市民都能夠諒解和包容，「如果
沒有檢疫中心，需要接受隔離或檢疫的人在街上四處
走動，將會為香港在這次抗疫工作中帶來很大的漏
洞，最終受害的都是香港居民。」
特區政府補充，新冠肺炎確診者以及出現病徵者均
會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不會入住檢疫中心。

自火炭駿洋邨擬用作檢疫中心消息透露後，政府已
全面戒備保護。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火炭駿洋邨實地視察，發現
全邨已封閉，負責「封邨」的警方高度戒備，在整個
屋邨外圍架起水馬陣和設立警崗。
記者由地面和高位觀察所見，位於火炭工廠區的駿
洋邨共 5 座大廈，由桂地街、新竹街和黃竹洋街與工
廈區分隔，可謂自成一角，最近的民居則是山坡上的
桂地新村，兩者有一個山坳相隔，且只有黃竹洋街一
條車路通往桂地新村。桂地新村居民出入一般要乘
車，但乘搭小巴及私家車只會途經駿洋邨，附近居民
根本不會與駿洋邨住戶有接觸。

■駿洋邨單位內配備有枱、櫈和小家電。

檢疫中心單位數目
檢疫中心

原有單位

擬加建單位

（個）

（個）

政府圖片

■駿洋邨單位內床、墊、被、枕齊全。

政府圖片

破解檢疫中心迷思
迷思1：新型冠狀病毒會從檢疫中心傳到社區？
梁子超答：機會微，政府選出的檢疫中心位置均
與附近民居有一定距離，以駿洋邨為例，相隔數
百米，而病毒主要透過飛沫傳播，數百米不可能
傳播到。

黃竹洋街拒無關人車

麥理浩夫人度假村

45

－

駿洋邨外圍昨日已全部裝設水馬圍起，並有警崗把
守。據香港文匯報記者觀察，警方在黃竹洋街設立檢
查站，並手持預先登記名單，進入黃竹洋街的車輛全
部要接受核查，而不相關的車輛無法進入駿洋邨。
記者看見有工人進入駿洋邨架設裝備，樓下則堆滿
裝載電器和防護裝備的空紙箱。連接駿洋邨的未開張
屋邨商場，亦已被警方用水馬沿桂地街全面封鎖，每
隔一段距離便有一個警崗，而警員和警車不斷在封鎖
線外巡邏。

鯉魚門公園度假村

27

350

北潭涌度假村

25

－

迷思2：檢疫者將病毒傳播到社區？

饒宗頤文化館翠雅山房

53

－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

100

少年警訊活動中心

－

100

梁子超答：檢疫中心是封閉式設計，檢疫人士需乘
搭政府安排的交通工具送到中心，不會與附近街坊
一同乘公共交通工具；檢疫人士進入中心後就被隔
離 14 天，過了潛伏期才能外出，全程不可能與區
內人士有接觸。
迷思 3：中心會進行「霧化」治療，病毒透過氣體
傳播社區？
梁子超答：中心不會進行「霧化」檢查或治療。

抗疫基金增至280億 周五立會叩關
250億元的撥款。在經過更準確的評估，
及聽取業界意見後，她決定將基金總撥
款更改為接近280億元。

今日大會 官員面對質詢
她特別感謝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及財委
會主席陳健波的配合，分別在今日召開
大會，讓政府官員回應議員就各方面的
抗疫工作的問題，及於本周五舉行財委
會特別會議處理抗疫基金撥款。

林鄭月娥強調，交給財委會的文件中
會說明基金每一項措施的迫切性及執行
時間表。由於涉及受惠人數眾多，且整
個項目和超過 20 項措施都有迫切性，誠
懇希望立法會議員能夠盡快通過相關撥
款。
她重申，防疫抗疫基金旨在直接幫助
一些受新冠疫情影響的界別、行業和員
工，希望能夠加強香港的抗疫能力，與
財政預算案雙軌進行。

迷思4：中心的職員將病毒帶到社區？

■林鄭月娥表示，防疫抗疫基金將加碼
至近28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對部分界別和市民認為自己未能受惠
其中，林鄭月娥請他們耐心等待財政預
算案的發表，並指財政預算案已經諮詢
大眾一段時間，將一如既往地包含一系
列刺激經濟、支援業界、「撐企業、保
就業」的利民紓困措施。

梁子超答：職員經專業防疫培訓，離開中心前必
須洗滌消毒，政府並安排專門的交通公具接送在
檢疫中心工作的人員上下班，減低與附近居民接
觸機會。
迷思5：家居檢疫更適合？
梁子超答：「鑽石公主號」乘客的風險較其他檢疫
人士高，擔心若他們家居檢疫，或將病毒傳播予家
人，再引致社區爆發，到時不僅「檢疫中心附近居
民」，就連全港市民也人人自危。
註：答問者梁子超為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 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駿洋邨外已加設水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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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時任中西區區議員的郭家麒未有反對政府將西營盤醫療
中心定為檢查密切接觸者的指定診所，僅要求安排交通接載有關
人等到達醫療中心。他亦曾建議用空置居屋安置淘大花園居民。
2020 年：「政府無論計劃將隔離營設於何處都應該與當區居民溝
通，需向居民解釋如何防止病毒傳出社區。」

2003 年：時任西貢區議員的范國威稱，倘確實有效，不反對在區
內設立隔離中心，但政府必須制定配套詳情。
2020 年：「唔明政府為何要用西貢戶外康樂中心為檢疫中心，軍
營才最適合用來檢疫。」

2003 年：時任黃大仙瓊富選區的胡志偉，沒有反對政府改裝鑽石
山瓊軒苑作臨時醫護宿舍。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面對疫
情衝擊，社會各界急須政府推出措施扶
持。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將在
本周五向立法會特別財務委員會提交防
疫抗疫基金撥款申請，金額將由之前不
少於 250 億元加碼至近 280 億元，並懇請
立法會議員能夠盡快通過相關撥款。
林鄭月娥昨日在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
時表示，特區政府早前公佈的防疫抗疫
基金共有 21 個措施，並將申請不少於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劉家獻昨日表示，今日開
始，普通科門診及急症室，18歲或以上出現發燒、呼吸道或肺炎
病徵的病人，雖然不需要入院，但院方會提供樣本樽，讓病人翌
日自行採取深喉唾液，再交回急症室或普通科門診，轉交衛生署
進行新冠肺炎測試。
病人毋須留院等待結果，測試約在兩三個工作天完成，若結果
呈陽性會以電話聯絡病人及安排入院；若呈陰性則會透過電話短
訊通知病人。劉家獻解釋，「病人第二日起身後，唔刷牙、唔飲
水、唔食嘢，立即採取口水樣本。」特區政府已經拍攝短片，供
病人按照程序進行樣本採集，包括收集樣本，安全「包好」樣本
樽，清潔等。
醫管局日前實施加強化驗室監測計劃，為住院的肺炎病人進行
新冠肺炎測試，劉家獻指出，醫管局現時每日平均為 700 名至
800 名病人進行快速測試，一星期後會再檢討計劃，希望可再早
一步識別患者，以及分析社區中病況輕微的隱性患者比例。

監測 9400 患者 確診 20 人

與桂地新村相隔山坳

反對派「照妖鏡」

受檢疫者不能任意進出

及早識別

■駿洋邨外圍已設置警崗
駿洋邨外圍已設置警崗。
。

部分新冠肺炎病人數度求診才被確診，增加社區爆發的
風險。為了做到早化驗、早隔離，醫管局今日起將「加強
化驗室監測」，急症室和普通科門診接獲 18 歲或以上病
人時，若對方出現發燒、呼吸道或肺炎病徵，需在翌日自
行抽取樣本，送返醫院進行新冠肺炎測試，若結果呈陽
性，衛生署會以電話聯絡病人及安排入院；若呈陰性則會
透過電話短訊通知病人。醫管局會在一星期後檢討計劃流
程及成效。

2020 年：黃大仙區議會「反對於各個地區強徵地方用作隔離及檢
疫，政府亦有責任向區議會作交代」。

2003 年：時任中西區區議員的甘乃威在回應西營盤醫療中心時
指，市民的擔心是因為對非典型肺炎的不了解，並贊成由專車接
載密切接觸者，減少在社區上的接觸風險。

2020 年︰中西區區議會上動議反對西營盤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所
定為指定處理新冠肺炎的專門診所，要求另覓合適地點，避免新
冠肺炎在社區傳播及爆發。

■今日起，於急症室和普通科門診的病人，如出現發燒等病徵，需
於翌日抽取樣本進行新冠肺炎測試。圖為伊院急症室。 資料圖片

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表示，現時符合呈報準則的個案，
會在公立醫院接受化驗及治療，自 1 月中醫管局已分階段將計劃
覆蓋更多肺炎病人。由 2 月 1 日至昨日，加強化驗室監測計劃
下，已監測 9,400 個病人，當中 20 人確診，即三分之一確診個案
是透過計劃而發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盲反屋邨做隔離營
泛暴議員被翻舊賬
新冠肺炎傳播性高，與確診患者有密
切接觸的人等需接受強制隔離，不過，
全港檢疫中心近乎飽和，特區政府最近
物色火炭駿洋邨作為檢疫中心，但就被
泛暴議員將問題政治化，借故阻撓。香
港文匯報記者翻查部分泛暴議員 2003 年沙士期間的言
論卻發現，他們前後矛盾。有市民更打電話到電台質問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指他在 2003 年沙士期間未有反
對、甚至「樂見」醫護人員臨時入住空置的公營房屋，
反觀今次疫情他卻罔顧「密切接觸者」可能通街走的風
險，反對設立檢疫中心及指定診所，質疑他雙重標準，
是政治凌駕醫學。
在徵用多個度假村作檢疫中心的同時，特區政府一度
計劃將未入伙的粉嶺暉明邨改裝成檢疫中心，或醫護的
臨時宿舍，最終被黑衣魔暴力衝擊，有人堵路及縱火，
暉明邨受嚴重破壞，胡志偉在接受電台訪問時不單未有
譴責暴行，反聲稱政府的計劃「不負責任」，指將大量
隔離病人放於人煙稠密的地方並不合適云云。
不 過 ， 類 似 措 施 早 在 2003 年 沙 士 期 間 已 經 實 施
過，政府當年亦曾經改裝當時仍未出售，旁邊有富山
邨、新麗花園及瓊山苑等住宅的鑽石山瓊軒苑作臨時
醫護宿舍，讓照顧過沙士病人的醫護入住。當年住在
附近的鄧女士表示，時任當區區議員的胡志偉當年未
曾反對政府的相關安排，「他（胡志偉）很樂意，屋
苑的法團亦很樂意讓醫護人員在此休息，他們是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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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的第一線！」

市民質疑胡志偉
「為反而反」
鄧小姐質疑胡志偉存雙重標準，並對部分人「為反而
反」十分反感，批評這批政客將政治利益凌駕公眾衛生
及生死，相關想法並不理性，「今日的檢疫者是乘車被
送入檢疫中心（過程沒有機會感染別人），但當年的醫
護是自己行路，或乘公共交通工具返回宿舍，風險更
高，他也不反對。」
她批評，經過沙士後，過去 17 年香港人從來沒有進
步，「當年無網絡荼毒人心，但現在網絡卻蒙蔽人的良
知。防疫應該要做好自己本分，不能盲目相信網上信
息。」

郭家麒歪論
「設隔離營要解釋」
類似胡志偉為政治利益反口的政客只是冰山一角，香
港文匯報發現，特區政府在 2003 年把位於沙田、西營
盤、葵涌及石硤尾的 4 間醫療中心定為指定診所，讓曾
與非典型肺炎病人有密切接觸的人等去檢查。時任中西
區區議員的郭家麒當時未有反對，僅要求政府安排交通
接載有關人等到達醫療中心。
不過，今時今日，同樣的情況，身為醫生的郭家麒卻
搬出另一番歪論，聲言：「無論政府計劃將隔離營設於
何處都應該與當區居民溝通，政府需向居民解釋如何防
止病毒傳出社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