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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一名居於護養安老院

的88歲老翁日前因肺炎入院，其新型冠狀病毒測

試一度呈弱陽性反應，後經測試才證實並非感

染，事件雖是一場虛驚，但亦令大眾關注院舍有

疫情爆發風險。有院舍負責人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專訪指出，自發生新冠疫情以來，已推出不同

措施降低風險，包括減少家人探訪、即使探訪也

謝絕身體接觸、停止院外活動，以及加強院內的

防疫裝備等。

院舍全面戒備新型冠狀病毒
專家意見

院舍三寶：減探訪禁接觸停活動
加強防疫裝備 勤監測若有異狀即隔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新型冠狀病毒兇猛，
一旦出現院舍爆發，後果不堪設想。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羅致光昨日表示，本港安老院舍已提升防疫措施，例如
很多院舍基本上已經謝絕一切探訪，以免人流太多提升
交叉感染的風險，並指政府已承諾向安老院及殘疾人士
院舍每月提供合共100萬個口罩。
羅致光指出，不論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甚至是過往流

感高峰期的感染，安老院舍或殘疾人士院舍院友的身體
狀況均屬高風險，尤其現時處於疫症情況，因此安老院
舍已提升防疫措施，包括謝絕探訪以減少交叉感染風
險。
他續說，政府已承諾向安老院及殘疾人士院舍每月提

供合共100萬個口罩，相等於4萬名員工每月平均上班
25天的數量。羅致光指出，由於院友比較少外出，實際
上風險不高，但員工上下班的風險較高，能向他們提供
足夠口罩相當重要。
另外，羅致光承認隨着未來數天大班港人從武漢返

港，對檢疫工作是一個頗大挑戰，但社會福利署手上仍
有一些義工名單，如接受檢疫人士的福利支援工作難以
由現有同事應付時，也可動員義工協助，特別是支援居
家檢疫者，或較多由義工負責。

政府允百萬罩贈安老院

基督教靈實協會高級行政經理、靈實護養院前院長林玉
貞表示，靈實的院舍向來有良好系統監測院友身體狀

況，例如當他們出現上呼吸道感染症狀及發燒等情況，便會
即時被安排入住獨立房間隔離3天至5天，而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的應對方法也是建基於該系統之上，「這可令我們迅速
分辨到較高感染危機的情況。」
她以靈實護養院為例指出，該資助院舍約有270名長者，

當中約70%為80歲以上，由於屬高度護理院舍，故有多達
190名員工。她又表示，自1月底疫情明顯爆發開始，院方
已向院友的家屬發信，表明若他們在過去一段時間曾到內
地，或出現發燒情況，均不允許他們到院舍探訪；另外，家
屬探訪前也必須通過量體溫的檢測，希望可藉此減少高危人
士進入院舍。

安排視像會面 探望後即洗澡
林玉貞續說，及至2月初，院方再加強防疫措施，基本上已
停止探訪活動。她表示明白有家屬十分擔心院友的健康情況，
故亦盡可能會安排他們通過視像方式會面，個別情況亦可安排
雙方每周一次於院舍內某指定地點見面，而每次只限一人探
望，並限時約20分鐘，「見面時要戴口罩，家人要穿保護衣，
雙方不可以有身體接觸，長者於見面後會即時洗澡。」
她又表示，院友平日有逛商場等戶外活動，如今亦已一律
取消，但他們可在員工以「一對一」陪同的情況下到院舍的
小型花園逛，「至於院舍內的活動則不可以沒有，但會減少
院友間的接觸，例如大組變小組、彼此不會對坐及設備用完
即時消毒等。」她透露，部分長者見不到家人會有脾氣，
「我們會盡量滿足他們，例如有長者吃慣家人從酒樓帶給他
的點心，我們便盡可能買給他，甚至在院舍內弄這些食物；
家人也要理解院方所做的所有措施，都是為老人家着想。」

潔手液保護衣口罩供員工
至於員工方面，林玉貞指出，院方已向他們提供足夠的病毒
傳播途徑及防疫教育，讓他們減低恐懼，「其實院舍內不會存
在病毒，如果受到感染也是外方傳來，因此同工的防護至為重
要，所以我們已在每張床的床頭櫃及院內多處擺放潔手液，其
他如保護衣及口罩等裝備也絕對足夠，相信只要同工養成良好
的潔手及防感染習慣，定能將院內感染機會減至最低。」
她並強調，如有員工出現發燒及上呼吸道感染症狀，即不
允許上班；院方亦跟足衛生防護中心的指引，若員工有家人
確診或曾與確診者接觸，必須按機制完成隔離或醫學監測才
可以上班。

香港的新型冠狀病毒
感染個案已破百宗，不
少確診患者也是較年長
人士。香港感染及傳染
病醫學會學長黃天佑昨

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年紀大及有長期病
患的人士，一旦染上新型冠狀病毒，有更大
的死亡風險。他認為，安老院舍屬不少長者
長期的住處，未必可如醫院般嚴格限制人
流，需要加強防感染措施，除加強日常環境
清潔外，職員為不同的病友處理胃喉及換片
時亦要小心防止交叉感染，又認為院舍可考
慮安排院友分開用餐，以保持社交距離。
黃天佑指出，根據內地數字，約50歲的

新型冠狀病毒患者死亡率為0.3%，70歲以
上患者死亡率則為8%，而80歲以上死亡更
高達15%，因此安老院舍必須加強防感染措
施。

復工後社交增 確診數或升
他續說，由於部分確診個案未知感染源
頭，或反映社區已有受感染患者流傳，相信
隨着復工後社交增加，確診宗數或會上升。
他指出，雖然特區政府已努力作圍堵措施，
一旦有確診個案即時追蹤及隔離檢疫，惟病
毒傳播性十分高，相信持續出現傳播的機會
不小。
黃天佑續指，美國疾控中心已警告新型冠

狀病毒全球大流行已迫在眉睫，縱使世衛組
織未有公佈，但病毒傳播性高，加上旅遊頻
繁，病毒經無病徵患者帶到另一國家亦不出
奇，「現時好多專家都認為（新冠肺炎）將
成流行病，但不代表要停止防控工作，反而
應加以控制，爭取時間製造疫苗及有效藥
物，減少受影響人士以至死亡人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林正財：防疫做得好 院舍非高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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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安老院舍抗疫情況備受關
注，行政會議成員、安老事務
委員會主席林正財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承認，近日美國出
現院舍院友感染新型冠狀病毒
的情況，確令香港院舍更為緊
張。但他同時指出，現時香港
的感染個案主要仍來自社區，
且口罩供應也不如疫情初爆發
時般緊張，相信只要防感染工
作做得好，院舍也並非想像中
高危。他並透露，特區政府正
研究擴闊病毒測試範圍，期望
就算出現感染也能及早發現，
做好應對。

港社區家居感染居多
林正財表示，美國出現院舍

感染個案確令香港安老業界擔
心，尤其是院內空間較窄的私

營院舍。但他亦指出，現時香
港的個案以飯局或佛堂等社區
感染及家居感染居多，且絕大
部分院舍已做足謝絕探訪等防
疫措施，院友亦減少覆診而以
取藥代替，相信只要同工做足
培訓、戴好口罩，防感染工作
做得好，院舍並非想像中高
危。
他說：「在人手吃緊的情況

下，當然院舍同工的工作更加
辛苦，但部分機構由於暫停個
別服務，可適度調配人手，且
社署亦向院舍提供更多資源以
獎勵員工及添置防感染裝備，
令院舍更安心。」
至於口罩供應方面，林正財

表示，疫症初期院舍供應量確
較緊張，現時則有較多來貨，
且開始有本地製造，也有個別
有心人向院舍捐贈口罩，令情

況得以改善，「當然，疫情或
持續一段時間，未來於裝備上
的挑戰仍大」。
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陳志育昨

日亦指，各院舍於1月起已通知
長者家屬避免探訪，探訪人數
之後已大減90%。上月初，各
院舍的口罩存量嚴峻，有院舍
曾只得數日存量，上月起在政
府及社會各界的協助下，供應
量得以紓緩，但仍然緊張。
另外，鑑於不少院舍暫停探

訪而令院友未能與親友相聚，
SmarTone與香港路德會社會服
務處合作，向旗下安老及特殊
院舍免費提供平板裝置連本地
流動數據服務，讓院友透過視
像形式與親友對話，在疫情期
間仍能保持緊密聯繫，長者亦
可同時學習以平版電腦於網上
瀏覽新聞及其他最新資訊。

受黑色暴力和新冠肺炎疫情夾擊，
本港經濟遭受重創，打工仔飯碗難
保，中下階層生活雪上加霜。勞福局
局長羅致光估計，失業率未來至少會
升至 4%至 5%，政府會透過關愛基金
向非永久居民派發 1 萬元，為預算案
補漏拾遺。紓困救急是當務之急，亦
要令大多數基層市民受惠。新來港人
士、少數族裔同樣是港人的一分子，
對香港有感情有貢獻，當中不少人從
事受衝擊最嚴重的服務性行業，政府
照顧這些非永久居民合情合理，彰顯
關愛。除派錢之外，政府要拿出新思
維撐企業保就業，各界出錢出力，協
助市民渡過難關。

預算案公佈之後，不少人指出政府
的「全民派錢」措施，未能惠及非永
久居民。羅致光表示，會向包括少數
族裔、單程證新來港人士等居港未滿7
年的非永久居民派發 1 萬元，透過關
愛基金實施。非永久居民以新來港人
士為主體，這些人已經以港為家，政
府紓困當然不能漏了他們。而且新來
港人士中，從事旅遊、餐飲、零售等
行業的為數不少，而這些行業受到黑
暴和疫情影響首當其衝，很多人手停
口停，一些人連「穀種」都沒有，要
靠借貸過活。參考政府2011年透過關
愛基金派發6,000元的經驗，當年的紓
困需要做資產審查，目前的情況是近
10 年來最差，既然政府「派糖」濟
民，急民所急，應簡化審批程序處

理，以盡快讓市民受惠為第一原則。
疫情仍在全球蔓延，黑色暴力未見

止息，本港經濟短期內復甦難度不
小，企業結業、裁員潮恐陸續有來。
羅致光估計，本港整體失業率不斷上
升。這是意料中事。既然政府已看到
問題所在，應盡快制定措施，協助受
影響的企業和員工。

首先要撐企業、保就業。政府早前
推出抗疫基金，為行業提供 8 萬至 20
萬元一筆過津貼，多家銀行亦紛紛推
出中小企支援措施，但這些只是「吊
命錢」，未必能助企業走出生天。授
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政府應思考如
何支援企業加強創新能力，例如資助
企業加強員工培訓、採用更先進的技
術，增強本港企業的競爭能力，從而
為打工仔保住飯碗。

其次要助打工仔渡過難關。工聯會
多次呼籲政府設立「失業救濟金」，
直接幫助被裁員和失業的打工仔。民
建聯已成立「愛心基金」，由黨內13
名立法會議員合共捐出 300 萬元起
動，向每戶失業家庭派發一筆過2,000
至 5,000 元津貼。工聯會亦決定籌備
「緊急失業救濟基金」，幫助失業人
士。

本港雖然有失業綜援，但申領要求
嚴格，過程需時，未必可以即時幫助
處於水深火熱的市民。在特殊時期要
用特殊辦法，政府應大膽推出靈活措
施，支援失業和半失業的市民。

惠民紓困需及時 各界合力渡難關
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昨日世衛公共衛生緊急

計劃執行主任瑞安點名讚揚香港及新加坡雖無全面
封關，仍能有效應對疫情，值得借鑒。國際疫情變
化迅速，內地和本港的疫情逐步受控之際，歐美的
情況卻不容樂觀，有大爆發之虞。本港與歐美交往
和人員流動頻繁密切，疫症由歐美輸入的風險越來
越高，特區政府有必要密切關注疫情變化，適時加
強針對由歐美入境人士的檢疫措施，尤其要做好香
港國際機場的檢疫管控，嚴防死守，避免輸入性個
案及傳染令本港疫情出現反覆。

目前，內地除湖北外的新冠肺炎新增確診個案
持續減少，本港也沒有出現新的傳染源頭和群體，
防疫形勢積極向好。本港沒有採取「全面封關」的
極端措施，堅持科學防疫，加強口岸的人流管制，
減少與內地的人員往來，及時發現和追蹤確診個
案，並且採取了有力的隔離檢疫措施，成功防止疫
情社區傳播。但現在還不是放鬆警惕的時候，因為
在全球一體化之下，各國聯繫緊密、國際交往紛
繁，新冠肺炎具有潛伏期長、病徵不明顯、傳播力
強等特點，防不勝防，新的疫情輸入風險正在迅速
上升。

目前，除了亞洲的日韓、伊朗確診個案以驚人
速度增長之外，歐美多個發達國家亦出現不少個
案，已淪為疫情傳播的「高危」地。港大醫學院院
長梁卓偉認為，新冠肺炎已在全球大流行；醫學會
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亦指出，2003 年的
沙士未有在歐美大規模爆發，當地人民對疫情的重
視程度較低，大部分市民外出時都未有戴上口罩，
更未有減少社交接觸，社區交叉感染風險大增，令
疫情在歐美迅速惡化。

在短短時間裡，新冠肺炎在歐洲經意大利傳向
多國，逾30歐洲及周邊國家出現病例，確診個案

超過2,700宗，意大利已佔逾2,000宗，死亡人數增
至52人；德國、法國疫情擴大，西班牙確診數字
也突破3位數，法國的確診病例在兩日之內以接近
翻倍的數目增加，總數達到191宗。美國的疫情亦
不容忽視，確診病例突破100人，死亡人數增至6
人，疫情延至13州。更令人憂慮的是，據媒體和
專家評估，不少歐美國家在應對疫情大爆發方面，
並沒有做好充分準備。

由於日韓、歐美等地疫情惡化，內地開始擔憂
海外輸入個案會帶來反向傳染，導致確診數字出現
反彈。浙江省、北京市、深圳市已出現境外輸入的
確診病例。本港作為高度自由的國際城市，遊客出
入自由，對外開放程度高，與歐美交往密切，較內
地有過之而無不及。過去兩日有合共47班航班從
歐美地區抵港，過去7日從機場入境的國際旅客更
近1.3萬人次，面對內地已經出現海外輸入個案的
警號，本港更不能掉以輕心。

目前，本港防止疫症傳入的措施只是針對內
地、韓國、伊朗及意大利部分疫情較嚴重地區，對
歐美大多數國家的入境限制還是相當寬鬆，並未啟
動特別的防疫措施。為今之計，應該針對最新國際
疫情形勢，因應歐美的疫情變化，因時制宜調整防
控政策，採取更嚴格的口岸檢疫措施，要求從歐美
一些疫情集中爆發地區入境的人士接受14天強制
檢疫，甚至拒絕入境；必要時減少乃至停飛往來疫
情集中爆發地的航班。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表示，目前本港的疫情仍然
可控，但不能掉以輕心，政府已因應疫情蔓延多
國，對相關國家採取旅遊限制，強調特區政府的防
控工作不會放鬆。希望政府言出必行，對市民負
責，提高防疫警覺性，防止疫情由海外輸入，以免
加重本港防疫壓力，加劇社區傳播的風險。

歐美疫情惡化風險增 檢疫政策須及時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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