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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破三千大關 今起護士主動聯絡支援待入院患者

逾百人等入院 最長 12 天
本港 7·29 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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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群組

新增

進展

確診個案

新冠肺炎疫情爆不停，昨日香港
再 多 118 宗 確 診 個 案 ， 累 積 個 案 突
破三千大關，多達 3,002 宗確診及一
宗疑似個案，也是連續第八日單日
新增逾百宗確診個案，並有 80 人初

有關連

67宗

不明源頭

46宗

輸入

5宗

總數

118宗

步確診。日日確診逾百宗，公立醫
院隔離病房迫爆，據悉昨日仍有逾
百名患者輪候入院；連接收密切接

隔離設施

觸者的檢疫設施也幾近飽和，更有

使用

住在屋邨的確診者因為無床位，發

設施

數量

使用率

病 12 天仍未獲安排入院，其同住的

一線隔離病床

1,236張

78.4%

密切接觸者也未被送入檢疫中

一線隔離病房

656間

80.0%

心，已有兩人中招。醫院管理局再

二線隔離病床

400張
至500張

250張

鯉魚門
隔離設施

約350個

130個

次呼籲患者諒解，局方正努力調配
病床，並於今日起安排護士主動聯
絡仍待入院的患者，向他們提供支

四檢疫中心

援，亞博館的「方艙醫院」也將於
本周六啟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案。醫管局雖然積極改建病房成為二線隔離病
房，並徵用位於鯉魚門檢疫中心單位作為社區
隔離設施，以騰空一線隔離設施接收病情較嚴
重的病人，但杯水車薪，仍未能滿足服務需
求，近日幾乎每日都有約百名患者，確診後未
能第一時間入院隔離治療，要繼續留在家中等
候入院消息。

家屬兩人中招 兩人等結果
一名確診者發病至今滯留在公屋寓所 12 天
仍未獲入院，其間與四名家人起居飲食。該名
患者是本月 18 日開始發燒，之後兩度向私家
醫生求診，並在上周三（22 日）接受新冠病
毒檢測，周日（26 日）接獲診所通知檢測結
果呈陽性反應，衞生署翌日（27 日）亦通知
他確診，但至昨日仍未獲安排入院。
患者的四名同住家人屬密切接觸者，需入住
檢疫中心接受隔離，但也一直未獲安排接受隔
離，過去幾天他們一起飲食，共用同一個廁
所。四名密切接觸者的病毒檢測進度緩慢，只
有兩人有檢測結果顯示呈陽性，另外兩人的檢
測就只有等。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險管理）
何婉霞表示：「我們真是很不好意思，因為我
們都知道很多人確診正等候（入院），所以我
們真的想了很多不同方法。」她透露，14 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疫情
在社區大規模爆發，大批患者確診
後未能即時獲安排入院隔離治療，
醫管局昨日表示，最快會在後日（8
月 1 日）啟用位於亞洲國際博覽館作
為社區治療設施的方艙醫院，以紓
緩公立醫院隔離病床的需求壓力，
亞博館初期將提供約500張床位。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
全及風險管理）何婉霞昨日在疫情
記者會上透露，醫管局正就啟用設
於亞博館的社區治療設施作最後準
備，設施最快可於後天投入使用，
首階段可提供約 500 個床位，之後可
以視乎人手和需要逐步再增加病床
數量。
有別於設在鯉魚門度假村的社區
隔離設施接收康復中的病情穩定患
者，亞博館的社區治療設施主要收
治年紀不太大、有自理能力的病徵
輕微新確診者，醫護人員會在亞博
館內為患者進行驗血和照 X 光等檢
查，如果確定病情穩定則可以留在
設施內繼續治療，有需要時才送院
治理。

東院篩查患者 加快分流
東區醫院昨日起又試行新的過渡
安排，預留一間一線隔離病房內的
兩個病格為年紀較輕而且臨床情況
穩定的新冠肺炎患者進行初步篩
查，確認他們的情況合適後會安排
轉往鯉魚門度假村社區隔離設施，
做法與日後亞博館的做法相近。
何婉霞表示，篩查的目的是要加快
病床流轉，希望可以做更多檢測，以
找出更多適合送往社區隔離設施的患
者，「如果輪轉做得好，其實可以減
低病人的等候時間，改善確診者要暫
時留在社區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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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日逾 80 人初步確
診，包括四名瑪嘉烈醫院支援服務員，當中三人相
信有流行病學關連，惹院內爆疫疑雲，但瑪嘉烈醫
院發言人則指，四人的感染途徑仍有待確認。

二線隔離房已收 250 患者

■何婉霞表示，篩查的目的是要加
快病床流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新增四名員工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公立醫院和鯉魚門度假村社區隔離設施已經合
共接收 1,117 名確診者，合共開設 656 間一線
隔離病房；1,236 張一線隔離病床，使用率分
別為 80%和 78.4%，並提供 400 張至 500 張二
線隔離病床，和350個社區隔離設施單位。

方艙後天啟用
500 病床收輕症

堅城（梁氏）建築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院管理局

■本港禁堂食首天
本港禁堂食首天，
，灣仔的外賣員用單
車送外賣。
車送外賣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她解釋，醫院在病人出院後需要為病房進行
徹底清潔消毒，加上安排病人運送需時，一線
隔離設施使用率達八成是十分高的水平，而目
前二線隔離病房和社區隔離設施已分別接收
250 名及 130 名患者，使用率分別有約一半及
三成多，強調醫管局已經動用了所有可以動用
的資源盡可能增加醫院的隔離設施。
何婉霞表示醫管局理解確診者在家等候入院
時會感到無助，該局已經抽調部分本身為出院
病人提供電話支援服務的護士，今日起主動聯
絡等候入院的確診者，了解他們的情況，並提
供入院前須知和在家等候期間需注意的感染控
制措施等資訊。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亦
表示，大量確診個案令接收密切接觸者的檢疫
設施供應也緊張，現時全港有四個檢疫中心合
共 提 供 約 2,600 個 單 位 ， 約 1,100 個 正 在 使
用，但當局在每次有檢疫人士完成檢疫後，都
需要時間進行清潔和維修，即時可以使用的單
位只得約 500 個，強調相關人員已不斷盡快將
患者的密切接觸者送往檢疫。

多兩名照顧員
及四名院友

約1,100個
(約500個可即用)

瑪嘉烈四職員中招 疑院內爆疫

118 宗新增確診個案中，只有五宗是
昨日輸入個案，更有
46 宗不明源頭的本地個

約2,600個

屯門康和護老中心
黃金分院

■本港禁堂食首天，灣仔上班族買外賣返辦公室享
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慈雲山街巿重開，職員為街坊戴上面罩才買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院內感染老婦不治
累計 24 亡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伊利沙伯醫院 A6 內科病房群
組一名確診的七旬婦人，昨日早上不幸離世。她是第三波疫
情爆發後，第十七名染疫死亡的患者，令在本港公立醫院離
世的確診患者累計增至 24 人。
伊利沙伯醫院發言人指出，該名確診新冠病毒死亡的 76
歲女病人（個案 1776）本身有多種長期病患。她 6 月 30 日
因心臟衰竭引致氣促，入住伊利沙伯醫院內科病房接受治
療，但同一病格出現確診個案，她被列為密切接觸者轉往隔
離病房，本月 17 日監察鼻咽拭子測試的樣本，對新冠狀病
毒病呈陽性反應，其時病人情況穩定。

三人料有流行病學關連

繼屯門醫院眼科中心後昨日再有醫院出現新冠肺
炎感染群組，瑪嘉烈醫院四名支援服務員初步確
診。首名初步確診者是於該院荔景大樓康復病房
R4S 內科病房負責照顧病人的二級病人服務助理，
最近一次上班是上周五（24日）負責通宵更，前一
日（23日）曾經住過醫院的宿舍。
該名員工在本周一（27 日）因身體不適前往威
爾斯醫院職員診所求診，並接受深喉唾液樣本病毒
測試，呈陽性反應，現正等待進一步檢測結果。
一名上周四（23 日）曾與該員工同住在一間宿
舍房間，並在同一病房工作的支援服務員亦出現病
徵，在本周二（28 日）前往將軍澳醫院急症室求
診，接受病毒測試同樣呈陽性反應，現正等待進一
步檢測結果。
瑪嘉烈醫院發言人表示，醫院得知消息後已即時
向相關部門員工提供檢測服務，再發現一名與上述
兩名員工於同一個病房工作的二級病人服務助理初
步確診，該病房現時已暫停接收新症及安排出院。

59 病人測試 16 同事檢疫

發言人表示，三名初步確診的病人服務助理雖然
要為住院病人提供臨床個人護理服務，但他們工作
期間一直穿戴個人防護裝備，工作不涉及高風險程
序，病房沒有病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但醫院已為
該內科病房內合共59位病人安排測試。
不過，事件中仍有合共 16 名醫院職員被列為密
切接觸者需接受檢疫，當中包括 6 名曾與首兩名初
步確診者入住同一宿舍房間的職員和 10 名曾與兩
人一同進食的職員，醫院需徹底清潔消毒三名員工
的工作地點及留宿的房間。
至於最後一名初步確診者則在該院腫瘤科專科門
診工作的三級病人服務助理，他早前因頭痛及喉嚨
不適到瑪嘉烈醫院急症室求診，發病前的最後上班
日期為本周一（27日），其主要工作是門診入口為
病人量度血壓。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
險管理）何婉霞指，該名職員工作期間同樣有戴口
罩，沒有病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何婉霞昨日在疫情記者會上被問及該院是否出現
院內爆發，但她未有正面回應，只是表示醫院感染
控制組會留意情況， 從人流和清潔等方面檢視宿
舍安排。

家屬同意不施心肺復甦

明愛兩患者曾住普通房

醫院為病人提供抗病毒藥物治療，但病情未有改善，反於
上周四（24 日）轉差，醫院調整藥物並為病人提供氧氣支
援。病人其後情況持續轉差，醫院就病人的病情與家屬溝
通，家屬同意若病人情況再轉差時，不為病人施行心肺復甦
術，病人延至昨早 8 時 11 分離世。院方對病人離世感到難
過，會為家屬提供適切協助。
根據資料，該名女病人本月 18 日確診，她本身居於長沙
灣麗翠苑麗森閣，但並非在社區感染，而是在伊院 A6 內科
病房同一病格，有一名 92 歲女病人（個案 1513）本月 13 日
確診，同一病格的一名 77 歲婦人（個案 1563）及一名 64 歲
女子（個案 1602）也先後確診，該名 76 歲女死者遂被列為
與該三名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

另外，醫管局並證實，明愛醫院日前曾有兩名新
冠肺炎患者一度被安排入住普通病房，個案編號
2604 和 2688 的兩名病人在上周五（24 日）入院
後，先後於上周六（25 日）及周日（26 日）確
診。
何婉霞表示，兩人確診後已即時獲安排轉入隔離
病房，與他們入住同一病格的 15 名病人獲安排接
受病毒檢測，結果全部呈陰性反應，而醫院亦已為
病房進行徹底清潔及消毒。她又指，病人在病房時
都有戴口罩，亦未曾接受霧化程序等高風險治療程
序，加上醫護人員工作期間均有穿上合適的個人保
護裝備，沒有醫護人員因而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