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酒吧群組新個案
個案編號 年齡 性別 備註

904 44 男 All Night Long酒吧職員

905 35 女 All Night Long酒吧顧客（個案411）的女友
（第三代傳播）

906 56 男 另一間酒吧的職員

912 3 男 All Night Long酒吧職員（個案447）的兒子
（第二代傳播）

913 8 男 All Night Long酒吧職員（個案447）的兒子
（第二代傳播）

資料來源：衛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前線醫生：不理病人？我做不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當我穿
上醫生袍那刻，一樣怕中招，一樣怕影
響家人，但唔通因為驚而唔理病人？我
做唔到。」面對頑強的病毒，源頭堵截
是戰勝的關鍵，參與這場圍堵戰、到機
場為抵港者檢測病毒的周醫生與許多人
一樣有家人、有許多未完成的夢、有許
多人生計劃……但他沒有畏縮的資格，
因為他太清楚香港一個都不能少，故選
擇與許多醫護一樣披着保護衣站在防疫
最前線，抵擋隱形病人進入社區，保護
每一名香港人。
上周的一個晚上10時半，周醫生搭乘機

鐵時渾忘了在公立醫院連續當值多日的疲

憊，「機鐵車廂空無一人，這個旅程令我
很深刻，有些感動和好有意義……因為我
作為醫生、作為一個香港人，在這個時候
一定要出一分力去幫助社會、幫助香港，
使香港盡快重回正軌。」

旅客無怨言 抗疫一條心
他坦言，作為一名醫生可以改變到的

事有限，「只希望用自己的一些態度，
用一些努力，感染其他醫生同事繼續以
醫治的精神去挑戰難關……我也一樣怕
中招，一樣怕影響家人，但也要堅強，
無私，難道可以把病患放在旁邊不理？
我就真的做不到。」

當晚他從11時許忙到凌晨2時半才能休
息片刻，其間醫管局準備消夜慰勞所有當
值的醫護，熱燙燙的一碗麵暖入心。之後
又繼續通宵當值，最少為十多名旅客看
診，以及處理許多的確診和陰性報告，
「他們（旅客）其實都知道檢驗要等6句
鐘至8句鐘，或者10句鐘才會有報告，但
他們也沒有半點怨言。我真的覺得大家齊
心抗疫，香港一定會成功！」

醫局送車票 通勤更方便
直至當日早上8時，周醫生終於完成

任務，臨放工前他與兩名接班的醫生講
解運作，雖然遲了半小時才離開，但周

醫生仍十分欣慰，「這裡的工作既有意
義可以幫到香港人，也可以與不同的同
事們好好合作，他們也是懂互相尊重的
人，會一同為做好工作而有商有量。我
感覺到大家也是想一同抗疫幫助病人、
幫助香港的人，並盡力做到最好，所以
特別高興和有鬥志！」
保護家人、保護社區人人有責，為免

將病毒帶回社區，周醫生離開亞博館前
徹底沖涼才拖着疲勞的身軀回家，發現
原來醫管局為員工安排周到，「提供一
張機鐵即日來回車票，以便往返工作地
點，我覺得這樣其實很貼心，很期待下
一次再來幫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本港昨日新增24宗新冠肺炎確

診個案，累計914宗。新增個案

中，僅6人無外遊記錄，其中5宗

與酒吧有關，包括兩名兒童，他

們的母親是All Night Long酒吧職員，屬第二代感染；該酒吧一名早前確

診的顧客亦將病毒傳給女友，衍生第三代傳播鏈。另有一宗個案是皇室堡

馬莎超市的售貨員，早前曾與同事唱K，其太太早前也已確診。衛生防護

中心表示，部分群組成員無戴口罩活動，短短數小時已造成多人中招，提

醒市民要減少聚集，保持社交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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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住鼻水唱K 病毒即傳同事
售貨員有病徵照返工 無戴罩數小時感染多人

博愛病翁疑共用醫療器材染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博愛醫
院一名93歲老翁日前疑在住院期間，被
院內一名「隱形病人」傳染新冠肺炎，
成為首宗懷疑醫院內傳播個案，猶幸老
翁的家人、同房病人及照料他的醫護，
有病毒測試結果的都呈陰性。博愛醫院
行政總監莊義雄昨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
時表示，不排除是因為老翁與「隱形病
人」共用血壓計等醫療器材而被傳染，
並指出該院內科病床使用率不時超過
100%，如果入住率較低，相信守疫工作

會做得較好。
93歲老翁出院第三天發燒，疑被同房

的「隱形病人」傳染。莊義雄表示，該
病人很大機會在醫院內感染，不排除是
透過共用醫療器材，或者醫護接觸確診
者後未有徹底洗手，令患者之間出現間
接接觸而被傳染。

尚有5醫院職員等結果
老翁4名家人和同層病房的72名病

人，檢測結果全部呈陰性，與患者同病

房但已出院的11名病人，結果也是呈
陰性。曾接觸老翁的270名醫院職員，
當中188人已接受檢測，除5人仍等待
結果外，其他人全部陰性，其他醫護亦
會陸續接受檢測。在病房內採集的18
個環境樣本，亦全部呈陰性。
對於如何分隔「隱形病人」和普通病

人，莊義雄表示最理想的方法是高危人
士對病毒檢驗呈陰性反應後，讓該高危
人士繼續留在負壓病房，再接受下一輪
檢驗較為穩陣，惟現時病房供應緊張，

需要權衡輕重，由醫護臨床判斷高危人
士是否需留在負壓病房。
莊義雄承認，博愛醫院的內科病床使

用率高，不時超過100%，相信如果入住
率較低，守疫工作會較好，並認為病床
相距6尺已經足夠。他強調，會再三提
醒醫護人員提高警覺，做好標準防護程
序，包括勤洗手和消毒器材等。而檢驗
結果呈陰性的醫護人員，仍須接受28天
醫學監察，包括每日量度體溫和留意是
否出現病徵，仍可如常上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近兩星期香港的新冠肺炎確診個
案每日維持雙位數增幅。醫管局
行政總裁高拔陞昨日表示，若短
期內確診個案大幅增加，會考慮
將病情穩定的個案，轉送到駿洋
邨等社區隔離設施，繼續隔離和
做病毒檢測。他又說，醫管局正
與私家醫院探討將穩定患者轉送
至私家醫院的可行性。
高拔陞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透

露，疫情開始至今，局方一直和
私家醫院緊密合作，轉介部分非
新冠肺炎病人到私院，亦與私家
醫院商討轉介病情穩定的新冠肺
炎確診者到私院治療的可能性。
他表示，近期本港確診個案每日

都有雙位數字增幅，情況令人擔

心，如果個案短期內急增，「（確
診個案）由外地回來人士佔大部
分，而香港仍有個別本地個案找不
到源頭，這亦是我們擔心。」
他又表示，面對疫情，公立醫院

壓力大增，上月起亞洲博覽館為外
地抵港、有病徵人士進行病毒測
試，至今已有逾千人接受檢測。
高拔陞又指，雖然公立醫院已

陸續啟用「第二線隔離病床」，
至今亦有約80名正康復的病人使
用，可以紓緩「一線隔離病房」
壓力，但如果確診個案短時間內
急增，就要考慮將病情轉趨穩定
的病人轉到社區隔離設施，「要
做好準備，無論地點、儀器或配
套要先做好，譬如是鯉魚門度假
村，當然好處就是遠離民居。」

非本港居民入境限制延長

醫局研病情穩定者轉介私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65名滯留秘魯
的港人前日由利馬經英國飛抵香港，全部人隨
即被送到亞洲博覽館接受新冠病毒測試，通宵
等候結果，最終有5人的檢測呈陽性反應，包
括3名星晨旅行團團員，同團的一名導遊及17
名團友因此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須入住檢疫中
心。有返港市民表示，感謝香港特區政府安排
包機協助他們回港，「（中國駐秘魯）大使館
已經盡力幫助我們，很多做到的都幫了，今次
中國大使館、特區政府作出安排，我們才能夠
上機回港。」現時至少仍有4名港人留在秘魯
接受檢疫，特區政府會繼續與中國駐秘魯大使
館跟進。

感謝政府及使館協助
由秘魯回港的捷旅旅行團全部團友的檢測

結果呈陰性，全數可獲准離開亞博館、返家
自我隔離14天。團友鄧小姐指，參加的秘魯
旅行團在當地滯留了多天，她連領隊全部16
人的檢測都呈陰性，「可以返到香港已經好
好，全團人都已經安全出來了，可以自己回
家中隔離。」她又指：「我們在（秘魯）那
邊，盡量消毒、清潔，酒店的安排其實也很
好。」
捷旅秘魯旅行團領隊何先生說，他們滯留秘

魯近半個月，「我們的自我隔離都做得很好，
在利馬的酒店不能出街，所以隔離得很好。」
他感謝特區政府及中國駐秘魯大使館，「政府
已經盡力幫助了，很多做到的都幫了，我們才
能夠上機。」
不過，星晨旅行團3名團員及兩名自由行旅

客對病毒呈陽性反應，該團的一名導遊及同團
17名團友需要入住檢疫中心。

防護中心派定心丸
檢測呈陰性反應的陳先生向在場採訪的媒體

表示，亞博館等候檢測結果期間，與其中一名
後來檢測顯示陽性反應的旅客相隔10米，
「我覺得有很大危險，很是擔心。其中一名確
診者就在我床位後面的兩個位，很近、相距只
有約10米，我們等咗十多小時才有結果。」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指出，亞

博館已經做足分隔措施，「位置坐得好開」，
希望將交叉感染機會減至最低。她相信有關確
診者是在秘魯當地感染，在航班上感染機會
低。她強調，外界毋須過度關注在飛機上和病
毒檢測期間的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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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
示，新增的24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中，18人有外遊記錄，包括3名學生、一
名外籍家庭傭工和 5名從秘魯返港人士
等。確診外傭早前曾與僱主一家前往英
國。外遊個案還包括一名自日本返港人
士，患者下機時已檢測出對病毒呈陽性，
屬日本輸入個案；另有患者自尼日利亞和
阿根廷返港。

酒吧女職員傳染兩兒
6宗本地個案大部分與酒吧和卡拉OK有
關，有3人是早前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
在即將離開檢疫中心前抽取深喉唾液樣本
化驗呈陽性反應，其中兩人在酒吧工作；
較早前酒吧顧客（第四百一十一宗）確
診，其35歲女友昨日亦確診（第九百零五
宗）。
另外兩宗酒吧相關個案分別是3歲及8歲
男童，二人曾短暫發燒。他們的母親（第四
百四十七宗）是All Night Long的工作人
員，早前已確診。張竹君說，至今已有80
多名患者與酒吧群組相關，早前已確認病毒
傳播了三四代，甚至有嬰兒確診，呼籲市民
要小心。

唱K男源頭不明 妻亦中招
餘下一宗與娛樂場所有關的個案涉及唱

K，患者為48歲男子（第九百零三宗），
在銅鑼灣皇室堡馬莎超市任職售貨員。他早
在3月23日已有流鼻水，但病情不太嚴重，
所以一直上班。上月25日他曾與7名同事到
銅鑼灣CEO Neway唱卡拉OK，一名參與
唱K的同事已初步確診。
該男子的妻子早前亦已確診（第八百三

十五宗），她3月27日起感到不適。張竹君
指，因為男子發病早於妻子，相信男子較早
感染，但感染源頭不明。
早前一名駐守西九龍機動部隊的46歲男警

長確診，與其共用警署設施的122名警員須接
受檢疫。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
險管理）何婉霞表示，截至昨日有關警員已
全部入住駿洋邨檢疫中心，其中有兩人出現
病徵，已送去亞博館檢測，暫時未有結果。
昨日有10名患者出院，累計共有210人

出院；668名確診者仍留醫，其中有12人危
殆、8人嚴重、637人情況穩定。張竹君表
示，現時本港每日進行大約四五千次病毒測
試，中心仍希望可以加大檢測數量，並會去
信私家醫生，希望擴大私家醫生的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原訂今日屆滿的非香港居民入境
限制，獲特區政府延長直至另行
通告。有關限制下，從內地、澳
門和台灣抵港的非香港居民，如
在過去14天曾經到過任何海外

國家或地區，亦不准入境；國際
機場停止一切轉機服務；及所有
從澳門和台灣抵港人士，包括香
港居民和非香港居民，和從內地
入境安排一樣，須接受強制檢疫
14天。

■■唱唱KK男光顧的男光顧的NewayNeway昨日大門深鎖昨日大門深鎖。。 中通社中通社

■全套保護衣是周醫生與許多在亞博館工作醫
護的唯一「武器」。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