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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人中只找到早期發病者 正驗堂內病毒是否活躍

佛堂確診加二
毒源仍未揪出
■張竹君再
次呼籲市民
應減少聚
集。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張防疫人員加強
堂佩消毒。
堂佩消毒
。
資料圖片

北角「福慧精舍」佛堂



再添兩宗確診個案，使香

出院患者覆診 未見病徵復現

第九十二宗個案：
◆70 歲女病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昨日
再有兩名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對於內地
◆居於將軍澳寶盈花園第四座
增至 93 宗，而與該佛堂相
及日本均日本均有新冠肺炎患者出院
◆1 月 24 日、25 日、2 月 1 日至 8
後再次對病毒測試呈陽性反應，
關的個案也增至 14 宗，但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表示至今仍未找出這個群
日，到過北角福慧精舍佛堂
香港醫院管理局表示，部分本
組的感染源頭，強調會繼續在佛堂抽取更多環境樣本，以檢驗病毒是否仍活
◆2 月 13 日， 開始咳嗽，有痰，
港的出院患者已經覆診，暫
向私家醫生求診
躍，並再次呼籲市民減少聚集。同時，醫管局計劃擴大「加強化驗室監測」計
時未發現有人再次出現病
徵，強調主診醫生有按臨
◆2
月
23
日，病情未有好轉，再次向私家醫
劃，為18歲以下有病徵的求診者收集深喉唾液樣本檢測，及早找到帶病毒者。
床需要決定是否再為康
生求診
復者進行病毒測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2 月 26 日，患者與衛生防護中心聯絡，被送
全港至今累計有
往聯合醫院治理
26 名 患 者 康 復 出
日新增的第一宗確診個案涉及一名 70 歲 病徵的求診者收集深喉唾液樣本檢測，至今收集
◆2月27日，確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院。香港昨日再
婆婆，她住在將軍澳寶盈花園第 4 座， 了2,128個樣本，其中有兩個樣本呈陽性反應。
有兩名新冠肺炎
上月 24 日、25 日及本月 1 日至 8 日均曾到過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險管理）
患者康復出院，
第九十三宗個案：
何婉霞透露，醫管局正與專家商討加強有關計
「福慧精舍」，每次逗留約3小時。
他們分別為第二十
她在本月 13 日開始咳，曾向私家醫生求醫， 劃，將對象擴展至18歲以下人士的執行細節，而
五宗及第四十八宗患
◆89
歲女病人
但病情一直未有好轉，23 日再次求診，至前日 衛生防護中心亦表示，正籌備在約50間衛生署定
者，前者是一名 58 歲男病
◆獨居於北角錦屏街 40 號至 78
因為在新聞報道中得知
「福慧精舍」
有人確診後， 點監測私家診所推行深喉唾液測試計劃。
人，潛伏期內到過珠海及澳
號鴻福大樓
致電衛生防護中心熱線，即時被送到聯合醫院隔
門，曾因含氧量降低而入住
衛署重申應減少社交聚集
離治療，最終在昨日確診，現時情況穩定。
◆1 月 25 日，以及 2 月 1 日至 12
深切治療部。第四十八宗患
張竹君又特別提到街上的食肆仍然有很多顧客
另一宗確診個案的 89 歲女患者有長期病患，
日期間，多次到訪「福慧精
者是青衣長康邨康美樓低層單
光顧，重申市民應減少聚集及社交，以避免感染
獨居於北角錦屏街鴻福大樓。她本周二（25
位的男戶主。
舍」佛堂
日）起出現間歇咳嗽，前日到柏立基夫人普通科 新冠肺炎，「可能大家以為戴口罩後好像很安
在目前仍留院的 63 名患者
◆2月25日，出現間歇咳嗽
門診診所求醫，昨日到診所提交深喉唾液樣本， 全， 但戴口罩只能防止飛沫傳染，有人在你面
◆2 月 26 日，到柏立基夫人普通科
並證實對新冠肺炎病毒呈陽性反應，獲安排往伊 前噴，或者自己有病，可以防止傳染別人，你在
門診診所求醫
利沙伯醫院入院接受治療，現時情況穩定。衛生 街上摸了很多公共設施，未必可以立即洗手。」
防護中心指，她在潛伏期內沒有外遊，但於上月
◆2 月 27 日，深喉唾液樣本證
25 日，及本月 1 日至 12 日期間多次到訪「福慧
實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再
精舍」佛堂。
多兩名「鑽石公主號」港人乘客，在
涉及「福慧精舍」的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增至
資 料 來 源：衛 生 署
日本確診感染新冠肺炎，使累計有 72
14 宗，但衛生防護中心暫時只是找到較早期發
整理：
名港人乘客在日本確診。香港特區政府
病的病人，仍然未能找出群組的感染源頭，中心
香港文匯報
發言人表示，新增的兩名患者是其他港
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有人最早於2月8
記者 文森
人患者的
「密切接觸者」
，在日本的香港衛
日發病，但不止一個病人（在 2 月 8 日發
生署醫療隊伍會接觸港人患者的主診醫
病）。」
生，在情況許可下安排與患者溝通或向其
張竹君補充，衛生防護中心已經與221名曾經
家人了解，評估患者是否得到適切的醫療
到訪「福慧精舍」的人取得聯絡，廿多人送院，
安排。
當中有人已經確診，亦有人正等待化驗結果。另
政府發言人提到，另有一名屬於「密切
外，有 35 人被送往檢疫，其他人則需接受醫學
接觸者」的港人在日本完成檢疫後已返
監察。中心其後會在佛堂抽取更多環境樣本，檢
■ 2 月 23 日晚上
日晚上，
，香
港，由於他由離開
「鑽石公主號」
當天、即
驗病毒是否仍然活躍。
港北角美輪大廈再有一
星期日起計，未滿14天檢疫，返港後已入
人由身穿保護衣的救護
「加強監測」
將納未成年者
住駿洋邨的檢疫中心，完成餘下檢疫期。
人員協助下抬上救護車
醫院管理局上星期起在普通科門診及急症室實
發言人強調，特區政府正繼續積極研究
送院。
送院
。
資料圖片
施「加強化驗室監測」計劃，為18歲以上有輕微
安排滯日確診病人的「密切接觸者」提早

(

港新冠肺炎累計確診個案

昨

中，有一名 96 歲婆婆危殆，需要插喉協
助呼吸，並有另外4人情況嚴重。
被問及其他國家和地區出現出院患者之
後再被發現對新冠病毒測試呈陽性反應，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
（病人安全及風險管理）
何婉霞強調，該局對病人出院有嚴格要
求，患者除了要再無病徵外，還要有兩個
相隔24小時的化驗結果同樣呈陰性反應。
病人出院後還需重返醫院覆診，何婉
霞表示，覆診時的檢查項目包括驗血及
照 X 光等，醫生會按臨床需要考慮是否
為病人再次進行病毒測試，暫時未有覆
診病人再次出現病徵。

港將試用
「瑞德西韋」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
竹君補充，中心轄下新發現及動物傳染
病科學委員會，和感染控制科學委員會
今日將會開會，議程包括如何跟進出院
病人的狀況。另外，醫管局接獲藥廠通
知，可以在香港開始臨床測試以「瑞德
西韋」治療新冠肺炎，但醫管局目前要
先與專家商討用藥方式及篩選哪些病人
可以試用新藥。

「公主號」
再多兩港人中招

海園員工減薪 放四天無薪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因應新
冠肺炎疫情已暫時關閉逾一個月的海洋
公園，昨日向全職員工發通告指，公園
在下月 1 日起實施節約成本緊急措施，
行政級人員減薪三分一，助理行政級人
員每月放 8 天無薪假；其他員工按職級
每月放4天至6天無薪假。員工的月薪以

及薪金有關的福利會被相應扣減。
海洋公園人力資源執行總監符譯文在
通告中表示，這是公園行政總裁發出應
對新冠肺炎危機之節約成本緊急措施，
待公園全面開放後，董事局和管理層將
審視這些措施。另外，網上社交媒體專
頁的一則帖文指，有傳樂園擬於 3 月 16

日重新開放。
此外，政府下星期一起逐步恢復更多
公共服務，部分戶外運動設施，例如網
球場、草地滾球場、緩跑徑等重新開
放，但會實施特別安排，其中維多利亞
公園網球場下周二重新開放後，每個球
場只可容許 4 名人進入，觀眾席、更衣

傳拒交缺勤名單 瑪嘉烈部門主管辭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醫院管理
局員工陣線」
本月初罔顧病人安危鼓動罷
工行動，企圖脅迫政府「全面封關」，
醫院管理局近日陸續向曾參與罷工的員
工發信，表示會保留作出追究的權利，
但據傳瑪嘉烈醫院放射診斷科部門主管

馬嘉輝拒絕提交缺勤員工名單，並辭去
部門主管一職，只擔任顧問醫生。醫管
局港島東醫院聯網總監陸志聰昨日接受
傳媒訪問時指出，現階段最重要的工作
是處理疫情，其他事會在疫情結束後才
處理。據悉，九龍西醫院聯網總監、瑪

嘉烈醫院行政總監謝文華要求該院放射
診斷科部門主管馬嘉輝，提交所管轄部
門的缺勤員工名單，但馬嘉輝拒絕，並
辭去部門主管一職，只擔任顧問醫生。
醫管局發言人昨日在回覆傳媒查詢時
表示，不會評論個別員工的人事安排，

室及淋浴設施會暫時關閉。居屋的選樓
服務將有限度恢復；房委會轄下的所有
屋邨管理處會回復至每星期五天提供服
務；除了提供投遞箱外，屋宇署位於西
九龍政府合署北座的樓宇資訊中心、收
件處及一般查詢處將會重新開放，但會
限制同一時間可接受服務的人士數目。

重申各公立醫院有必要留意不同部門員
工的值勤情況，確保服務運作不受影
響，並在有需要時作出緊急人手調配，
維持必須的病人服務。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
（病人安全及風險管
理）
何婉霞昨日在最新疫情簡報會上亦被
繼續追問該事件，她重申人事部會逐個同
事了解原因，再考慮下一步跟進行動，強
調醫管局有既定人事程序處理事件。

回港的可行方案，但由於他們仍在接受檢
疫，並存在一定的感染風險，政府接觸的
數間航空公司對提供專機接載他們回港有
所保留，強調在日本的入境處人員會繼續
密切關注他們的情況，為他們提供所需協
助。對於日前確診的一對姊弟，其家人在
日本時早已確診，但該對姊弟仍能乘第三
班包機返港，衛生防護中心解釋，他們的
家人早在本月 5 日已經確診，姊弟兩人之
後搬到另一房間，至返港當日已經超過14
日隔離期，並通過新冠肺炎檢測，才獲安
排返港。
至於痊癒的港人在出院前已進行兩次檢
測，兩次化驗結果均是陰性，相信不具傳
染性，衛生署已提醒他們在抵達香港國際
機場時，主動聯絡港口衛生科職員，以便
進行健康評估和14天醫學監察。

17 間投注站下月重開
僅設兌換開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賽馬會本月初因應疫情發展，
暫停全港所有場外投注站運作，但為顧及部分並未登記投注戶
口巿民的服務需要，昨日決定由下月2日起，17間場外投注站
（包括中環士丹利街、尖沙咀漢口道、旺角彌敦中心、上水石
湖墟、屯門市廣場等），將一星期開放兩天，分別為逢周一及
周四上午9時半至下午6時正，提供兌換現金券或彩票、開設投
注戶口及投注戶口存款服務，但仍會繼續暫停提供投注服務。
馬會強調，在不影響公眾衛生的情況下作出有關新安排，而
該17間場外投注站僅會提供上述有限度的服務，並不會提供賽
馬及足球投注服務，也不會顯示賽馬及足球賠率，六合彩獎券
也會繼續暫停。馬會提醒所有顧客在進入場外投注處前，必須
戴上口罩及接受體溫檢查，而此安排亦適用於在場外投注處上
班的員工。同時，場外投注站在同一時間內只會容許有限人數
入內，以免聚集大量顧客，投注站外亦實施排隊入場的措施。
馬會同時宣佈，將於下月 5 日開始推出全新賽馬會電子錢
包，以方便場外投注站的顧客在現階段，可利用這快捷和全新
的方式，開設投注戶口及進行投注戶口存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