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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冠肺炎確診個

案持續增加，香港中文

大學醫學院研究團隊分

析香港首56宗確診個

案，發現九成個案均在病發後出現「堵截延誤」的情況，即由

首次病發到確診、接受隔離需時平均為6.5天，最嚴重的個案

延誤了14天，而大部分患者求醫次數多於一次才被識別為患

者，求醫中位數為3次。目前，基本傳播系數平均數傳播率不

足1，仍未出現「超級傳播者」。此外，有98%受訪市民對疫

情感焦慮，平均焦慮指數為8.82分，屬達臨界點水平。

九成確診個案太遲堵截
病發至隔離平均6天半 98%港人焦慮疫情瀕爆煲

A8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曲 直

20202020年年22月月1919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0年2月19日（星期三）

2020年2月19日（星期三）

中大醫學院分析香港首56宗確診個案，
發現九成個案均在病發後出現「堵截

延誤」的情況，患者經多次求醫及檢驗後才
確診，增加社區傳播的風險。
中大醫學院研究發現，患者由首次發病到

接受隔離平均日數為約6.5天，其中本地個
案平均7.62天，輸入個案則平均1.7天，最
嚴重的個案延誤了14天。
中大醫學院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

院助理教授郭健安昨日表示，延誤個案中，
至少有3個在感染後和確診前曾多次求診，
而求診次數中位數為3次，才能被確診和隔
離。倘出現更多感染源頭不明的個案，政府
或需考慮進一步暫停公共服務或關閉商場
等，以減少交叉感染的機會。

平均求診3次才確診
中大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系主任許樹昌指

出，新冠肺炎的感染力比沙士更強，故新冠
肺炎患者的病毒量於發病後兩三天已達高
峰，即早期感染力極強，容易在家庭群組傳
播。
他指出，若出現持續高燒，或者退燒後再

發燒的情況，應該要小心，該類人士應做快
速測試，並建議家庭醫生遇到這類個案，可
考慮幫助病人抽血，觀察淋巴細胞、白血球
有沒有偏低。

被問及香港現時是否已經出現社區爆發，
郭建安指出，根據現時基本傳播系數平均數
為0.319，低於1，意指一名中招病人平均感
染0.319人。

未現社區爆發 勿掉以輕心
雖然數據有滯後，但現時未算是社區爆

發。他強調，大眾不應掉以輕心，要加強實
施個人預防措施如減少社交聚會、戴口罩

等。
中大醫學院在1月24日至2月5日期間，

在網上訪問了1,168名市民對是次疫情的風
險感知及心理行為反應。調查結果顯示，市
民對疫情風險感知屬高水平，88%受訪者自
覺很大可能受感染，而98%受訪者認為新型
冠狀病毒可致嚴重症狀。另外，有98%受訪
者對疫情感焦慮，平均焦慮指數為8.82分，
屬達臨界點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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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疫情停課下，幼稚
園營運大受衝擊，由17個幼教團體近日聯合進行的
調查顯示，多達84%受訪幼稚園有家長拒交學費或
退學問題，以2歲學前N班最為嚴重。有校長直言，
幼教界目前情況慘過沙士，若3月持續停課，隨時出
現倒閉潮。
是次調查訪問了205所幼稚園，84%指遇到家長拒

交學費或退學，逾六成學校認為N班最為嚴重。在受
訪幼稚園中，65%直言學校財政受到明顯甚至嚴重影

響，64%指教學團隊穩定性因此受威脅。
資深幼稚園校長鍾嫻英指，業界面對的困難前所

未有，比沙士時期更嚴峻，她提到，教育局上星期提
出會按1月學生人數向學校發放資助，方向雖好，但
因家長仍要繳付停課期間學費，拒交學費及退學潮難
以遏止，且重災區的N班不受教育局資助，學校無法
受惠。若3月仍不能復課，幼園的財政危機將肯定迅
速惡化，勢將嚴重影響教學質素，削弱幼稚園教育計
劃累積的成果。

團體聯署促政府代繳
調查發起團體之一的香港保護兒童會總幹事蔡蘇

淑賢指，疫情下不少幼兒家長也陷入財困，有人在
放無薪假或辭職照顧停課幼兒，甚至因市況轉差而
被辭退，拒交學費或退學都是無奈的選擇。多個幼
教團體已聯署去信特首提出建議，包括由政府代幼
園家長繳付停課期間學費，與家長及幼教共渡時
艱。

84%幼園遇拒交費 N班成退學重災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聶曉輝）律政司司長
鄭若驊昨日到訪元朗區，向
有需要的家庭派發口罩及健
康資訊單張，並呼籲市民與
政府攜手做好疫情防控的工
作。
鄭若驊聯同博愛醫院的社

工昨日下午前往朗善邨探訪
長者家庭，並向他們派發口
罩、食物、健康資訊單張及
其他物資。鄭若驊表示，特
區政府明白市民購買口罩面
對不少困難，因此決定將近
日捐贈給特區政府的口罩全
數轉贈非政府機構，再由它
們派發給弱勢社群等有需要
人士，希望社會團結一致，
共同抗疫，並呼籲市民保持

個人衛生的良好習慣，防止
疫情擴散，共同為香港打贏
這場抗疫戰。

羅智光為義工打氣
另外，公務員事務局早前

鼓勵同事和已退休的公務
員，以自願性質參與對抗疫
情的義務工作。公務員事務
局局長羅智光前日專程到資
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監察檢疫
人士中心，了解其中一些抗
疫生力軍的工作，並為他們
打氣。
他說，感受到大家希望盡

自己的一分力去抗疫的心
意，「看見眾多同事發自內
心的無私貢獻，着實令人鼓
舞。」

鄭若驊訪元朗派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面對新冠肺

炎疫情持續，社會各界人士近日紛紛捐物捐
款，與全港市民共同抗疫。其中香港深圳社
團總會昨日向「全港社區抗疫連線」捐贈
200萬元和10萬個口罩，支持抗疫工作；港
鐵亦宣佈將捐出10萬個口罩。
「全港社區抗疫連線」發言人陳振彬表

示，鑒於近月有很多長者為了購買口罩而冒
着嚴寒排隊，他們會上門向長者派發口罩，
並會與社福團體合作，再將口罩分發給有需
要人士，並正研究購買口罩生產線，冀可在
3月成交，而生產出來的口罩將通過網購形
式以成本價售予香港市民。
港鐵昨日則宣佈將會捐出10萬個口罩，並

透過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轉贈給長者
及其他有需要人士，稍後會與社聯商討交收
安排及其他細節，並會特別向每名員工額外
派發15個口罩，供員工或家人使用。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琼及葛珮帆，昨日

向「香港病人組織聯盟」、「香港罕見疾病
聯盟」及「同路人同盟」，轉贈由熱心人士
所捐贈的防疫用品，包括30,000多張酒精消
毒抹紙及約10,000個口罩，以解病友燃眉之
急，並重申特區政府有責任盡一切能力確保
防疫用品價格及供應穩定，包括運用《儲備
商品條例》及緊急法等。
「九龍西潮人聯會」昨日到大角咀埃華街

公園為油尖旺居民派發口罩，每人可獲發5
個大人口罩及兩個小童口罩，1,400 份共
9,800個口罩不消一小時既迅速派完。
九龍樂善堂早前成立的「樂善堂口罩銀

行」由昨日起陸續向長者、劏房戶、低收入
家庭及長期病患者等人士，派發收集到的13
萬個外科用口罩，預計受惠人數達13,000
戶。
香港青年總裁協會則聯同兩間私人機構昨

日向博愛醫院捐贈兩萬多個口罩、消毒用品
及現金一萬元協助抗疫。

各界捐資贈物同心抗疫

新冠肺炎肆虐，泛暴派
仍借「口罩荒」作各種政
治投機，令人心寒。泛暴
議員朱凱廸日前喺facebook
上載多張布口罩作坊照片

「領功」，點知就俾人踢爆話布口罩功能
同真正嘅外科口罩差好遠，朱凱廸咁大肆
宣傳話布口罩有幾掂，隨時誤導人，帶來
感染危險。
朱凱廸近日就向排隊領口罩的老人家宣

傳他們所製作的布口罩，更稱如果夠多人
製作和派發，令布口罩成為「真選擇」，
使用率便有機會增加，市民一起為可能更
困難的3月作好準備。「布口罩作坊已遍
地開花，不日就可將成品於社區派發。請
關注。」

包着外科口罩重用易藏菌
唔少網民都覺得朱凱廸幫自己推銷政績

時講得唔清唔楚，有誤導之嫌。網民
「Leo Tong」揶揄：「真心唔明整啲布口
罩比（畀）街坊做乜，除左（咗）比
（畀）街坊以為有用，其實吸晒啲病
毒。」「Tang Sze Wing」就鬧朱凱廸：
「你最大問題係叫人用布口罩套著（着）
外科口罩用，比（畀）人錯誤訊息可以用
多個外科口罩幾次，其實仲危險。」
布口罩除了過濾病毒效果成疑外，缺乏

防菌功能物料在吸收水分後，更有可能淪
為細菌病毒溫床。若因冇講清楚，令長者
重複佩戴這類口罩，唔只無法防疫，甚至
令呼吸道感染風險增加。
「Tam Wai Kan」批評：「根本唔應

該推行布口罩，好多人一知半解以為有
用，會害死人。」「Davina Woo」就鬧
朱凱廸：「如果係政府整布口罩派俾
（畀）市民，你班政棍就會抹黑話政府想
害死香港人。嚴政府寛（寬）己。」

被網民圍插先認衰
朱凱廸好快就喺facebook急急認錯，話

自己嘅「口罩作坊」帖文，「給人布口罩
可以完全取代外科手術口罩的印象，這並

非我們的本意。」唉！「假的真不了」，邊個叫你領
功時唔講清楚布口罩只能喺無選擇時頂住先，畀網民
踢爆誤導，就厚選顏出嚟打倒昨日的我，將自己反覆
本性盡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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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凱廸日前喺facebook上載多張布口罩作坊照片
「領功」。 朱凱廸fb截圖

■研究發現本港九成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在病發後出現「堵截延誤」情況。
圖為日前一名60歲確診者被送往瑪嘉烈醫院。 資料圖片

■研究指98%受訪市民對疫情感焦慮，平均焦慮指數為8.82分，屬達臨界
點水平。圖為兩名市民走過一家有售賣口罩的店舖。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新冠肺炎疫情持
續，為幫助弱勢群體對抗疫情，減少對日常生活影
響，民建聯港島團隊成立一站式「港島抗疫平台」，
首階段將提供物資轉贈、物資團購、免費送飯、買餸
送上門、疫情資訊及線上醫生等6項服務。目前該平
台已經募集了10萬個口罩，中西區已每日為300多
位街坊免費送飯。

張國鈞：線上線下可登記
民建聯港島團隊昨日正式成立一站式「抗疫平

台」。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表示，此前許多派發口罩
活動未必能惠及真正最需要的人士，部分求助長者因
買不到口罩感到徬徨。為此，民建聯港島支部決定整
合社區物資及人力資源，居民可通過線上或線下方式
在平台登記信息。
民建聯並將聯絡大廈法團提供有需要人士的名

單，相信可以將物資帶給最有需要的人。張國鈞強
調，待平台成熟後會擴大服務範圍。
在物資轉贈方面，民建聯將積極尋求各方捐助，

目前已經募得10萬個口罩，將按需向登記市民派發
口罩、漂白水、消毒搓手液等抗疫物資。
抗疫平台還包括為居民提供團購。張國鈞指出，

幫居民團購抗疫用品及日用品時，一定會「幾錢入，
幾錢出」，希望市民在物資短缺的情況下也能夠以合
理價錢獲得相關物品。

陳學鋒：每天送飯逾300人
平台並會為有需要街坊提供免費送飯服務，民建

聯副主席陳學鋒表示，因為不少長者和弱勢社群不敢

外出買菜煮飯，平台特別聯繫了一些良心酒家食肆，
每天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免費送飯服務，更有「餐牌」
可選，中西區已經開始為長者送飯，每天可送逾300
人。

鍾嘉敏：逾30義工「為你餸」
同時，平台也將為居民提供買餸送上門服務，民

建聯灣仔區支部主席鍾嘉敏表示，灣仔區已經開始了
「為你餸」的速遞餸菜實驗計劃，預計居民今日就可
以落單，明日即可開始配送。
她又展示了「為你餸」的餐牌，數量達21種，包

括冰鮮雞、新鮮雞蛋、免治牛肉等，已有30多名義
工隨時待命，每天可配送300單至500單。
除了補給物資，更重要的是補給疫情資訊。該平

台會透過不同媒介發放最新、最準的疫情資訊，更會
安排醫生提供各種專業而實用的抗疫醫療知識。平台
亦提供其他服務，包括研究推動老人中心的「線上醫
生服務」，讓長者用視像通話方式遠程看診，減少在
疫情嚴峻時刻進出醫院或診所，降低感染的風險。
張國鈞還促請特區政府設法提供更多隔離中心的

設施，同時必須要顧及每個地區居民的憂慮，同時呼
籲市民齊心抗疫。

民記港島抗疫 派罩送飯敬老

■平台為居民提供買餸送上門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