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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男外母中招 累 11 醫護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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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前曾接受骨科手術 術後發燒始知有親人確診

■首次有外傭確診感染
首次有外傭確診感染。
。
資料圖片

■港府最新疫情記者會
港府最新疫情記者會。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徵。第六十一宗確診個案則為本港首
宗「由陰轉陽」確診個案，亦是首位



◆2 月 2 日：出現咳嗽及發燒，自行服
藥後自覺康復

是第五十二宗確診個案，曾出席海鮮

◆2 月 8 日：曾到香港大會堂外的露天
地方，與十多名朋友聚會約 1 小時，
各人有戴口罩，其間沒有進食

酒家的 29 人聚餐，衛生署指該菲傭無
參加該聚會，相信屬家居傳播。第六十

◆2月13日：被查詢下提及早前曾有不
適，獲安排入院檢查
◆2月14日：凌晨入院，對新冠肺炎快
速測試呈陰性，但肺部X光有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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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途徑無必然關係。
播途徑無必然關係。
香港文匯報製圖





曾聚餐；
曾聚餐
；患者編號是官方
 


按病發先後而編定，
，與傳
 按病發先後而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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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菲律賓早前出現首宗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後，當局
實施臨時旅遊禁令，禁止外國人經香港及澳門入境，並限制菲律賓公民出境到中
國內地、香港及澳門，導致大批返鄉度假的傭工滯留該國無法返港工作，不少香
港家庭苦不堪言。經各方商議多天後，菲律賓外交部官員終於昨日宣佈，所有滯
留當地的菲傭可以返回香港及澳門工作。
菲律賓外交部副部長杜萊（Brigido Dulay）昨日在Twitter上表示，已經豁免
數千名在港澳工作的菲傭的出境旅遊禁令，意味着他們可以返回港澳工作。菲律
賓總統杜特爾特發言人補充，回港澳的菲傭必須簽署書面聲明，表明理解前往港
澳的風險。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馬珊兒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有關消息對僱主來說無疑是喜訊，並透露單是其協會已累積收到超過300名
香港僱主求助。不過，有業界人士透露，現時菲律賓航空及宿霧太平洋航空往來
香港及菲律賓的航班幾乎全部取消，只餘下國泰港龍及香港航空每日仍有正常班
次，故預料即使禁令放寬，滯留馬尼拉的菲傭仍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取得機位返
港，而機票價格水平以及相關開支由誰支付亦令人關注。
香港特區政府勞工處發言人則指，正與菲律賓駐港總領事館跟進，了解菲律賓
政府有關解除臨時禁令的最新安排及詳情。就菲律賓政府於2月2日公佈暫時禁
止其國民前往內地及港澳一事，截至2月17日，勞工處收到253個外籍家庭傭工
僱主就其外傭滯留菲律賓的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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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會長羅少雄則表示，吸收沙士時的經驗，保險
業早在今次疫情開始時發出通告，新冠肺炎確認屬於勞工保險的保障範
圍，外傭或其他僱員在家工作，萬一工作期間感染亦屬保障範圍。
不過，他承認目前仍有灰色地帶：「你點確定佢是否工作期間感染，
還是假日外出時感染？」他促請政府「特事特辦」，將新冠肺炎列為職
業病，這樣就屬於勞工保險全保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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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傭

第六十二宗個案為一名58歲本港男子，獨居於觀塘康寧道金僑華廈。他自2
月11日起出現發燒和發冷，於2月15日出現咳嗽，曾於2月11日及13日向同
一名私家醫生求診，前日到聯合醫院求診並入院接受治療。他於1月23日至2
月2日曾到中山探望居住當地的妻女和2月5日前往澳門工作並即日返港。
昨日有兩名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患者康復出院，包括第六宗的47歲男病人和
第十四宗的「鑽石公主號」80歲男病人，他們出院後，將獲安排於兩星期後
覆診。此前，2月12日，第十八宗確診個案24歲男患者治療9天後康復出院；
2月16日，第二十七宗個案的24歲男患者出院。醫院管理局昨晚表示，至今
共有4名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患者康復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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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期間」
感染 勞保定義模糊

   數千滯鄉菲傭可回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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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樓群組染疫患者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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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男子曾赴中山探妻女

  

◆2 月 18 日：確診患上
新冠肺炎


  

%   % 
 
 %   

第六十一宗個案為一名於前晚初步確診的32歲菲籍女子，為日前第五十
二宗確診個案67歲女子的家傭，居於鰂魚涌康景花園D座。衛生署衛生防護
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指，該菲傭於2月2日出現發燒和咳嗽，自行服
藥後病徵消退，當時沒有向私家醫生求診，至2月14日被中心在進行流行病學
調查時轉介到東區醫院接受隔離治療，其間她的呼吸道樣本對新冠肺炎病毒呈
陰性反應。
由於該菲傭臨床病徵持續，所以進行進一步呼吸道樣本檢測，昨日證實對新
冠肺炎病毒呈陽性反應。她在潛伏期內沒有外遊，也沒有出席1月26日其僱主
於北角的家庭聚餐，相信屬家居傳播，而其密切接觸者包括僱主夫婦及其子女
早前已被安排接受檢疫。
張竹君指，該菲傭於2月2日已發病，自行服藥後，自覺已康復，2月9日曾
到過大會堂與十多名朋友聚會，當時他們沒有進食，全部人有戴口罩。在其僱
主2月13日確診後，該菲傭獲安排入院，首次檢測對新冠肺炎病毒呈陰性，但
由於肺片顯示肺部「有花」，前日再作覆檢，化驗結果呈陽性，為首宗「由陰
轉陽」確診個案。張竹君解釋，「由陰轉陽」有多項因素影響，包括病人於發
病後相隔一段時間才取樣本檢測、樣本是否取得準確、該批樣本的病毒量是否
足夠、病人病毒量在發病早期還是晚期等，均影響化驗結果，因此醫生會觀察
病人的病徵，以作臨床決定，是否需要覆檢。

資料來源：衛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2 月 17 日：重新抽取上
呼吸道樣本化驗

術後出現發燒，並得知她與早前的確診者有聯繫，故為她作病毒檢測。她
接受手術時，沒有發燒及上呼吸道感染等病徵，及後醫護發現她的女婿
及女兒先後確診，隨即把她送到隔離病房，昨日初步確診。

檢測陰轉陽 菲傭首確診

◆2 月 18 日：確診患上新冠
肺炎

◆2 月 15 日：接受電腦掃描後，
發現肺部出現問題

居於太古城第五十七宗確診個案患者的83歲外母，昨日的新冠肺炎化驗
結果初步呈陽性。消息指，她日前曾於屯門醫院接受骨科手術，由於手



◆2月13日：再向私家醫生求診
◆2月15日：出現咳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2月11日：出現發燒、發冷發
熱，向私家醫生求診

◆2 月 17 日：前往聯合醫院
急症室





期內曾到中山及澳門。昨日另增一宗初步確




二宗確診個案為一名 58 歲本港男子，潛伏



◆2 月 5 日：前往澳門工作，即
日返港





層住戶患者阿姨的菲籍家傭，其僱主



◆1 月 23 日至 2 月 2 日：前往中
山探望居住當地的妻女



在港確診的外傭，她是青衣康美樓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首次有外傭確診新冠肺炎，
引起社會再度關注30多萬名外傭的防疫保障、措施和意識是否
足夠。雖然勞工處上月曾呼籲外傭在休息日應留在家中，避開在
公共交通工具或公眾場所聚集，以保障個人健康並減低社區傳播
的風險，但香港文匯報記者過去兩個星期日於外傭聚集地點如銅鑼灣
維園、怡和街行人天橋等巡察，仍是人滿為患。有僱主組織表示
「無計」，因外傭有外出的權利，但坦言擔心外傭「中招」將
病毒帶返家中。有組織建議僱主盡可能向外傭
「買假」，使她們繼續在家工作。
過去兩星期的假日，市面明顯較以往冷
清，惟銅鑼灣維園、怡和街行人天橋等地仍
是坐滿了外傭，慶幸的是戴口罩者顯然多了
不少。至於為何不願留在家中？有外傭表示，
一周只有一日休息，可以離開僱主家外出和朋友
相聚、返教會或處理個人事宜；有外傭指若留在
家中，可能被僱主要求做家務。有外傭則說，僱主
平日都會出門，同樣有機會在街上攜帶病毒返家，認為
只要注意衛生就不必太過緊張。
外傭聚集，最令人擔心的是增加病毒傳播的風
險，以最新一宗確診病例為例，中招的菲傭於上周
日
（9日）
曾到過大會堂與十多名外傭朋友聚會，或
傳染到該批外傭，甚至她們工作的家庭。對此，
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會長容馬珊兒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直言，僱主們都十分擔心：「外傭會唔會喺姐妹度
感染到呢？大家同一屋簷下，佢中
（感染）
全家都會中。」
香港外傭僱主關注組召集人徐曉彤則建議僱主向傭工「買
假」，或讓外傭調假：
「如果僱主不想外傭放假時到人多地方，
可讓原先星期日放假的外傭改在星期一至六放假，減少參與人多聚
集活動，又或者用薪金買她們的假期，讓外傭留在家中休息。」

第六十二宗確診個案：
◆58歲男子
◆住址：觀塘康寧道金
橋 華 廈（每 日
步行上班）



僱主組織倡
「買假」
留外傭在家工作

 

護昨日開始要接受隔離，暫未出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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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手術，但事前未告知院方有家人確診。該醫院 11 名醫



男」的外母化驗結果初步呈陽性，消息指她曾於屯門醫院



第六十一宗確診個案：
◆ 32 歲女子（菲籍家
傭，僱主為第五十
二宗確診個案的 67
歲女病人）
◆住址：鰂魚涌康景花園
D座


    

案，累計確診個案達 62 宗，而第五十七宗確診個案「太古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擴散，昨日再增兩宗確診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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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個案，以及兩名患者康復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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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退化忘隔離令 老翁搭巴士去上水
■ 防疫人員尋回
老翁。
老翁
。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名較
早前曾返內地、需遵守 14 天隔離令的老
翁，疑因患腦退化忘記自己不能離家，擅
自離開藍田寓所，乘搭九巴到上水清河
邨。有乘客聽見他講電話時透露需接受隔
離，於是報警，身穿保護衣的警員和衛生
署人員到場調查，一度引發居民及乘客驚

恐。該名老翁被送回家繼續隔離。接載他
的九巴雙層巴士駛回車廠全車消毒。
昨晨約 8 時 45 分，九巴一輛 277E 線巴
士上有乘客報警，要求警員到場協助一位
需家居隔離的男乘客。巴士駛至清河邨巴
士總站時，車長安排乘客下車及等候警員
到場處理。現場消息稱，該名老翁家住藍

田，上周六（15日）從內地回港後需接受
家居隔離。
惟他昨晨突然離開寓所，其子發現後報
警求助，並不斷致電父親。而老翁坐在巴
士下層，有乘客聽見他與兒子講電話時大
聲爭吵，對話內容提及隔離令，乘客連忙
通知車長報警。

巴士即回廠消毒
多名警員身穿保護衣趕至清河邨巴士總
站，圍着該名戴口罩老翁做調查。至中午
12時許，衛生署人員到場接走老翁，送返
藍田寓所繼續接受家居隔離。九巴該輛巴
士則隨即返回車廠進行徹底清潔及消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