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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冠確診個案愈升愈有，昨日再創

單日新高，錄得149宗確診個案，是連續第

九天單日有逾百宗確診個案，另再有一名

患者不治，令累積死亡個案增至25宗。確

診宗數持續高企，公立醫院的隔離設施不

敷應用，確診者「有病無床位」，不過，

醫管局仍一直對有多少名確診者未獲安排

入院避而不談，昨日亦繼續輕描淡寫地

說：「約百零二百人。」香港文匯報記者

統計確診人數、康復出院、留院，以至死

亡個案推算，截至昨日有近300名確診者疑

滯留在社區，甚至與家人一同起居飲食，

家人隨時染疫，及更會將病毒帶到社區，

令社區感染爆不停。

有病無床位 三百患者留社區
專家：確診者未安排入院 或令社區持續播疫

李嘉誠基金逾億再助醫療社福界抗疫
香港文匯報訊 李嘉誠基金會於2019年成功推
出1億元「愛能助」醫療計劃，昨日宣布第二期計
劃詳情，再增1.01億港元資助，除香港醫療服務
外，範圍將擴至社福界。
2019「愛能助」計劃資助了4,218宗需要使用支架
的冠狀動脈介入治療術（PCI）及1,077例正電子電
腦斷層掃描（PET-CT），預計至今年9月將有超過
6,000人次受惠。同時，由基金會捐助於屯門醫院設
立的新界西醫院聯網「正電子電腦斷層掃描
（PET-CT）中心」將於第四季投入服務，覆蓋人口
達110萬。今次「愛能助II」加碼1.01億元的資助，
其中4,800萬元支援醫管局病人。承接第一期計劃，
今期撥款4,000萬元資助冠狀動脈介入治療術（PCI）
及新增的左心耳封堵術（LAAO），對每個合資格
自費個案資助10,000元。
為減輕患有心臟病的夾心基層接受自費手術之

經濟負擔，撥款800萬元資助指定用於介入程序
的醫療裝置，包括經導管微創主動脈瓣植入術
（TAVI）等，預計80人次受惠。

2080萬供醫學畢業生勉留港服務
同時，2,080萬元則用作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畢業生第一期獎勵金，鼓勵醫學畢業生留港服
務，李嘉誠醫學院應屆及其後一屆醫科畢業生，
每人可獲5萬元；及1,000萬元增援養和醫院「心
臟導管介入資助計劃」。
今次「愛能助II」亦擴至社福界，疫情下不少

社福機構收入大受影響，基金會捐資2,200萬元，
支援12家非政府組織（NGO），讓社會服務得以
持續，涵蓋對象包括視障、傷健者、自閉症兒
童、長者及基層家庭等。
面對新冠病毒一輪又一輪的挑戰，基金會主席

李嘉誠感謝每一位醫護人員：「感謝你們在不同
崗位上發揮專業精神，我們每人定要發揮自律精
神同心抗疫；社福界在困境下維持服務，我們要
珍惜和支持這種專業的貢獻。」
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代表受惠病人感謝基金

會推出「愛能助」資助計劃，亦歡迎基金會加碼
推展第二期計劃，幫助更多有需要的病人。
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昨日與李嘉誠進行雲端對

話，感謝李嘉誠對醫學院的支持，該院畢業生都為這
份心意而感動，並指醫學院將會藉今次資助引入「低
溫電子顯微技術」這項全新技術，以前所未有的方法
研究蛋白質結構，有助研發藥物用以治療癌症、傳染
病、腦神經退化以及多種難以治療的疾病。
李嘉誠則表示，培育醫療人才十分重要，特別

是當下疫情為香港帶來重大挑戰，廣大市民都感
謝醫護人員的專業精神、付出及貢獻，他並勸勉

大家：「人人都要自律，一起同心抗疫。」
全球努力抗疫，李嘉誠基金會一直在全球捐出

資金及高規格防護物資，力撐各地醫護人員，迄
今以大約1.8億元支援全球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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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錄149宗確診
截至昨日上午9時，全港16間公立醫院和設於鯉魚

門度假村的社區隔離設施合共收治1,168名新冠肺炎
患者，656間一線負壓病房和1,236張一線負壓病床
的使用率分別為80%和77%，並有270名患者被安排
轉入二線隔離病床，而社區隔離設施亦收治了162名
病情穩定的病人。
近日不斷有確診者投訴，在家中等候多時仍未獲安
排入院，但到底滯留社區的患者為數幾多？醫管局總
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險管理）何婉霞連日來被記
者追問時，均只籠統地回應。昨日再被問及有關問題
時，她只說：「約百零二百人。」當被追問患者滯留
社區多久？她則拋出「標準答案」說：「我們沒有這
方面的統計。」
香港文匯報記者遂為確診者點人數，截至昨晚，香

港累計有3,151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以及一宗疑似
個案，扣除25名死者和1,660名康復者，發現全港仍
有1,467名患者未康復，醫管局截至昨晨9時的數據
顯示，留醫人數只得1,168人，換言之有近300名患
者未留醫，疑滯留在患者家中。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直言，有關情
況並不理想，指患者未獲安排入院不單影響病人的治
療，更可能令病毒在社區持續傳播。
對於何婉霞日前建議，在家等候入院的患者要時刻

戴上口罩及常洗手，及盡量與家人使用不同的洗手
間，食飯時亦要與家人分開，梁子超質疑有關措施的
成效，「如果簡單的措施就可以避免受感染，香港的
疫情就不會惡化成咁樣，做法雖然可以稍為減低風
險，但我不相信完全能避免感染！」
梁子超強調，同住的家人難免需要照顧患者，易有
緊密接觸，有機會因而受感染，患者同住的緊密接觸
者在獲安排入住檢疫中心前更可能要外出購買生活必
需品，存在將病毒帶入社區的風險。

梁子超：初期患者播疫力最強
設於亞博館的社區治療設施即將啓用，首階段提供
約500個床位，梁子超雖然認為設施投入使用可以改
善患者遲遲未能獲治療的問題，但擔心亞博館的病床
很快會再次爆滿。
他指出，患者發病初期是病毒傳播力最強的時間，認

為最理想的情況是患者可以在發病後三天內被識別隔離，
令衞生防護中心可以及早展開追蹤，政府必須改善現時
檢測、追蹤和治療等方面的滯後問題，及早將患者隔離
才能控制疫情，「現時政府的做法等同放棄圍堵的防控
策略，世界上沒有單靠拉遠社交距離，就能成功撲滅新
冠病毒的例子，如果政府最終像歐美一樣在壓力下放寬
相關規定，疫情必定會出現反彈。」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
風險管理）何婉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社區湧現大量新
冠肺炎隱形患者，使公立醫院防不勝防，更惹來醫
院爆疫疑雲，北區醫院、明愛醫院、瑪嘉烈醫院及
伊利沙伯醫院均有病人或醫護人員染疫，醫管局總
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險管理）何婉霞強調，局
方將進一步加強對入院病人進行病毒篩查。
明愛醫院一名4歲男童前日因發燒和嘔吐被送

入監察病房，昨日初步確診。由於該病房的病床
距離較遠，同房另外兩名病童及其家人不算密切
接觸者，但一名照顧該男童的病人服務助理因為
未有穿上合適的個人保護裝備需接受檢疫。
伊利沙伯醫院昨日有兩名因為心臟問題入院的

病人先後對新冠肺炎呈初步陽性反應，當中一名
64歲男病人入院後初步確診，他最先入住的病
房內有8名病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當中一名病
人已出院，他們全部需要接受檢疫。
北區醫院和明愛醫院亦有類似事件，北區醫院

前日凌晨2時接收一名因貧血入院的70歲老婦，

她當時無發燒，其後醫生為她檢查發現肺部有
花，味覺有轉變，於是在同日傍晚轉入監察病
房，昨日初步確診，6名曾與她入住同一病格的
病人需要隔離。

瑪嘉烈四員工證染疫
另外，前日初步確診的四名瑪嘉烈醫院支援職

系員工，昨日全部轉為確診，正接受隔離治療，
情況穩定。院方為與他們有接觸的58名病人及20
名職員進行檢測，暫時全部結果呈陰性反應，但
仍有14名病人和26職員的檢測未有結果。
多間公院均有初步確診新冠肺炎的患者入住過

普通病房，何婉霞指情況與社區存在大量隱形患
者有關，「即使同事小心把關，也很難避免一些
沒有明顯病徵的病人進入普通科病房。」為免隱
形患者引起院內感染，局方進一步加強入院篩
查，沒有病徵、高危群組病人也要接受病毒檢
測。

續有醫護中招
醫局增入院病人篩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衞生防護中心昨
日公布的確診個案中，續有多宗涉及地盤或在辦
公室範圍感染的個案，其中前日得悉初步確診的
麗豪航天城酒店地盤三名地盤工，昨已證實確診
染疫。另外，上水屠房及新城電台群組，則分別
再有確診或初步確診個案。民政事務局及康文署
昨日亦分別公布有員工確診或初步確診。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麗豪

航天城酒店地盤群組除了三名工人染疫，另有一
名相關家人確診，該地盤暫已關閉進行清潔，未
見有大型爆發。
上水屠房則新增兩宗確診個案及三宗初步確診

個案，患者為文職人員或運輸司機。張竹君表
示，初步認為有機會是環境污染，未必因患者間
有緊密接觸傳播。
另外，新城電台早前亦有職員與嘉賓確診，張

竹君表示，該群組日前有六人確診，昨日再增一宗
初步確診，源頭疑是有人到電台訪問時無戴口罩。

「關愛基金」秘書處一助理染疫
民政事務局則表示，一名關愛基金秘書處工作

的項目助理確診。該職員於旺角始創中心16樓
負責文書工作，工作期間無接觸公眾人士，其工
作的辦事處自本月20日起已暫停對外開放，並
改以其他方式維持有限度服務。她最近一次上班
日期為本月23日，因家人為確診者，進行病毒
測試發現確診。
康文署亦指出，一名於南蓮園池辦公室工作的

文職人員初步確診。該辦公室不對外開放，患者
最近一次上班日為本周一，患者同日發燒求醫，
翌日獲通知初步確診。

「航天城」三地盤工確診 上水屠房增兩人中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本港新冠病毒疫情持
續，院舍繼續成爆發的高
危地點。衞生署衞生防護
中心昨日公布，再發現西
營盤高街明愛恩翠苑一名
照顧員初步確診；另外，
屯門康和護老中心黃金分
院及李鄭屋邨敬福護理
院，則分別再增加一人確
診，其中康和群組已累計
增至34人確診。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

主任張竹君昨日在疫情簡
報會上表示，接獲社會福
利署通知，為院舍員工進
行病毒檢測時，發現西營
盤高街明愛恩翠苑一名照
顧員初步確診，中心將跟
進情況，為院友及員工檢
測。
明愛安老服務負責人回

覆傳媒查詢時指出，恩翠
苑有 71 名全職員工及約

150名院友，政府早前為大
部分員工進行新冠病毒檢
測，結果發現該名護士對
檢測呈初步陽性，其他人
均呈陰性，而有關的護士
現已按當局指引回家隔
離，等候入院。
負責人指出，該名初步

確診的護士平日較多負責
行政工作，不過會穿梭院
舍所在的兩樓層工作，目
前並無其他院友或同事出
現病徵。
張竹君則表示，屯門康

和護老中心黃金分院再增
一人確診，而李鄭屋邨敬
福護理院早前的初步確診
個案轉為確診。她指出，
已視察敬福護理院，該院
舍共兩層，確診者居於一
樓，同層約20名院友及院
舍的職員需要檢疫，現正
等候檢測結果，並建議將
居於該層的院友搬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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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第三波新冠病毒疫情再添
新亡魂，伊利沙伯醫院昨日公
布，一名感染新冠病毒的80歲
男病人（個案1936）昨日晚上
離世，令本港累計在公立醫院
死亡的染疫人士增至25人，而
單是第三波疫情本月爆發至
今，半個多月內便有18人不
治，且全部均是超過70歲的長
者。
昨晚不幸離世的80歲男病

人，乃是慈雲山慈樂邨樂仁樓
的居民，為不明源頭個案，他
本月18日發病，因發燒入住伊
利沙伯醫院接受治療，至上周
一（20日）確診染疫。
伊利沙伯醫院發言人表示，

病人有長期病患，其入院後情

況持續惡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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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延至昨晚
8時07分離世。院方對病人離
世感到難過，會為家屬提供適
切協助。
連同上述個案，至今有25名

確診病人於公立醫院離世，而
第三波疫情爆發以來，死亡的
人數在短短半個多月內便達18
人，新一波疫情的首名死者是
7月9日確診的95歲女長者，
她13日不治，之後陸續有70
歲以上長者死亡，而連同這宗
新增個案，伊利沙伯醫院已有
6名確診病人去世，東區醫院
及聯合醫院則各有兩名病人不
治。

伊院八旬男患者離世
半月添18亡魂

■衞生防護中心表示，上水屠房新增兩宗確診，
另有三宗初步確診。 中通社

▶何婉霞表示，醫管局將進一步加
強對入院病人進行病毒篩查。圖為
瑪嘉烈醫院急症室。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李嘉誠基金會再捐1,000萬元，增援養和醫院
「心臟導管介入資助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