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

要聞

A6

■責任編輯：黃健恆

2020年8月1日（星期六）
2020年
2020
年 8 月 1 日（星期六）

確診女離家播疫兩句鐘
2020年8月1日（星期六）

張竹君：
「隔離令」不適用於待入院者 患者應自律
第三波新冠肺炎肆虐



下，香港昨日已連續十天

(

錄得逾百宗新增確診個
案，公立醫院床位供不應

求瀕臨「爆煲」，數以百計確診者未獲安排入院，被迫滯留家中
等候入院，增加社區感染風險。其中，旺角太平花園一名等候入
院的女確診者，前日深夜由親友陪同離家，被大廈保安員發現後
通知立案法團報警，患者在社區遊走「播疫」兩小時才返家，並
於昨晨由救護車送院。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回應事件時表示，患者解釋外出的原因是要購買物資準備入院，
她又承認「隔離令」不適用於待入院確診者，只能呼籲患者自律

▲太平花園確診女住客離家，驚動警方到場尋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防止病毒散播。

◀太平花園確診女子乘救護車到醫院接受隔離治療。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文森

據衞生防護中心資料顯示，旺角
太平道 2 號太平花園該名 37 歲女
確 診 者 ， 個 案 編 號 2974， 為 香 港 居
民，於7月22日發病，至7月29日證實
確診，但未能第一時間安排入院，暫時
要居家隔離等候入院治療。據了解，前
晚深夜約 11 時 45 分，女患者在一名男
親友陪同下，離開寓所外出，大廈保安
員發現後，通知立案法團及報警求助。
身穿保護衣的警員接報到場調查，
並根據登記資料致電女患者手提電話，
但電話未能接通，惟有暫時收隊離去。
直至昨日凌晨 2 時許，女患者自行返回
家中，大廈管理處隨即通知有關部門，
並加強在大堂等地方的清潔消毒。

根

管理處已消毒樓層
昨晨 8 時許，消防處派出「特別支援
隊」救護車到達太平花園樓下，女確診
者頭戴鴨舌帽及用藍色氈蒙頭，由穿着
保護袍及眼罩救護員陪同登上救護車送
院；至於與她密切接觸的男親友則須留
在家中，等候衞生署安排送往隔離營觀
察。同一時間，隨即有清潔工人在太平
花園對開一帶清洗街道消毒，防止病毒
傳播。
太平花園管理處接受傳媒查詢時表
示，不少居民非常擔心大廈消毒問題，
但強調管理處已安排將確診者居住的樓
層及附近樓層進行徹底清潔消毒，以確
保大廈衞生。此外，公司已安排曾經接
觸確診者的保安員暫停工作及強制進行
病毒檢測，直至檢測結果呈陰性始能上
班。

張竹君回應事件時表示，患者向衞
生署解釋外出的原因是得悉要被送入
院，遂外出購買日用品。

醫局籲搵家人助買日用品
香港的新冠肺炎單日確診數字連續
十天超過逾百宗，醫管局資料顯示，截
至昨晨 9 時共有 1,187 名確診病人分別
於 16 間公立醫院及位於鯉魚門度假村
的社區隔離設施內留醫，其中 43 人情
況危殆，656 間一線隔離病房和 1,236
一線負壓病床的使用率分別達 79.6%和
75.8%，而二線隔離病房和社區隔離設
施亦分別收治了約 300 和 200 名病情穩
定的病人。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
及風險管理）何婉霞表示，仍有約 100
名確診者留在社區各處等候安排入院，
再次呼籲未獲安排入院的患者在家中耐
心等待，建議等候入院的病人如果有需
要，應該尋求家人或鄰居協助張羅日用
品，不應自己外出。
何婉霞又表示，醫管局已申調原本
為出院患者提供支援的「護訊鈴」人手
開設新專線，致電等候入院的患者，向
他們提供支援，熱線在開通首日已聯絡
約 100 名患者，其中一名患者透露病情
不太穩定，獲建議到急症室求診。
另外，設於亞博館的社區治療設施
今日會投入使用，何婉霞指設施是新服
務形式，初期較嚴謹，以確保醫護人員
和病人的安全，之後再逐步增加接收人
數，相信病人獲安排入院的時間會隨着
更多不同設施投入使用而縮短。

城大模型析疫：社交接觸需減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本港新冠
疫情第三波大爆發，情況令人憂慮。城市大
學的專家小組就此建構全面電腦模型並進行
分析，指出近日多次收緊社交措施雖然壓制
了疫情增長速度，然而並未「把曲線變
平」，強調目前是關鍵時刻，需要減少50%
社交接觸，避免未來新增病例以幾何級數倍
增。

若未來幾天未放緩或幾何級數增長

由城大生物醫學系助理教授阮相宇及神經
科學系講座教授 Colin Blakemore 等組成的
傳染病建模小組指，政府上月先後三次收緊
社交距離措施，雖然能壓制疫情增長，惟並
未「把曲線變平」，難以確定第三波疫情是
否已到高峰；而電腦模型也表明，如未來幾
天增長沒放緩，傳染指數有機會幾何級數上
升，新病例或隔幾天增一倍，此刻最為關
鍵。
據電腦模型預測，需要進一步減少50%社
交接觸，才能有效控制疫情，令增長曲線變
平。小組指從傳播風險角度，禁止堂食始終
是最有效措施，對於政府昨日調節禁令後社
交隔離是否足夠，小組深感關注。
小組又表示，現時香港疫情面臨兩大重要
因素，其一為醫療系統承受巨大壓力，包括負
壓病房病床短缺，密切接觸者測試結果亦有延
遲，致令隔離感染個案遭延誤，導致持續有新
一組接觸者出現；另一因素則為難以有效追蹤
接觸者，多宗個案如的士司機，因工作關係與
大量其他難以識別的人接觸，亦有個案曾在市
內到處活動及到不同食肆用膳，現有追蹤系統
無法追上每天的大量個案。
小組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加設深切治療病
床、增加病毒測試，長遠亦要研發協助追蹤接
觸者的應用程式，以保護香港免受第四波疫情
衝擊；而市民則可從小處入手，限制及記錄自
己的活動，集中在一兩家食肆用膳或買食物，
並用同一家送貨公司，對情況都有幫助。

防疫存漏洞 外出
「無王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公立醫院「迫
爆」下，太平花園有新冠肺炎確診者在等候
入院期間一度外出，為社區帶來「播疫」風
險，但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卻未有違法。衞
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解
釋，衞生署要在病人入院後才能發出「隔離
令」，但對於未入院的確診者則「無符」，
該署亦不會向他們派發電子手帶監察行蹤，

但她表示之後會加強勸誡確診者，在等候入
院期間不要外出。
政府現時要求大部分入境人士在家檢疫期
間不能外出，違者可以被罰款及判監，但原
來香港現時並未有法例禁止已經確診的人士
在等候入院期間不能外出，太平花園的女患
者前晚外出「播疫」，也未有違法。
張竹君解釋，衞生署需要知道患者已入

住哪間醫院才能發出隔離令，入院前則無
法發出隔離令，她承認患者在入院前的行
為不受法例規管。
被問及為何不可能提前在確診時同步發
出隔離令，她解釋因為一旦發出隔離令要
求患者留在家中，他們的同住家人亦不准
進出住所，有機會令病人獨自被困家中而
沒有人照顧，不符合實際需要。
目前也沒有法律依據，要求確診者佩戴電
子手帶，張竹君再次呼籲患者為了自己及家
人應避免外出。

「疫廈」人心惶惶 促將確診者送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新冠病毒確
診個案愈爆愈多，大批患者確診後仍未獲安
排送院治理，需留守家中等候，倘再有病人
不守規則擅自離家，恐加劇社區爆發危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多個可能仍有確診病
人滯留的「疫廈」訪察，其中旺角有舊式大
廈，居民及樓下店舖工作人員均對有確診病
人毫不知情，亦從未有政府人員通知和徹底
清潔，故促政府盡快將確診患者送院，並在
大廈及附近進行大清洗，令市民安心。

舊式大廈無告示提醒有個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有確診患者報稱居
住的旺角南頭街 3 號查察，據衞生署衞生防
護中心資料顯示，一名 34 歲居於大廈的女患
者上月 22 日發病，翌日（23 日）確診，屬本
地個案。由於過去 10 天確診宗數每日也逾百
宗，相信近日不少確診患者至昨日仍未安排
送院。記者發現，上址是一幢樓高五層的舊
式大廈，沒有升降機，與南頭街 5 號屬一梯

兩伙，亦沒有管理員，未有張貼告示提醒居
民有確診個案。由於大廈鄰近旺角街市，加
上天雨路濕，附近衞生環境欠佳。
居於該樓宇的曾女士表示，她不知有確診者
在上址大廈居住，也沒有政府部門人員通知居
民，得知後感到十分擔心，因以往不時上天台
晾曬衣服，現將暫停一段時間，進出大廈時也
會做足防疫措施。在大廈樓下鮮魚檔工作的譚
女士同樣表示不知情，也感到憂心，但表示魚
檔一直有做足清潔程序，日後會加強。她們均
要求政府盡快將病人送院，並在大廈及附近環
境進行大清洗，令市民安心。
記者到訪另一名 61 歲女患者報稱的旺角塘
尾道 50 號至 52 號裕耀工廠大廈。患者周二確
診，現時仍是「待入院」。大廈內主要是迷
你倉及有多間公司。一位在大廈工作的人員
表示，知悉大廈有確診患者，但不知其是否
已送院，管理處前兩天曾在大廈進行徹底清
潔。他雖然也擔心，但為了工作也要上班，
只好自己做足防疫措施。

■土瓜灣大
龍樓居民表
示，得知大
廈有確診患
者，雖擔憂
也 沒 有 辦
法，唯有減
少外出。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土瓜灣落山道 72號至76號大龍樓共四人本
周三確診，分別為一名 64 歲男子、一名 63 歲
女子、一名10歲男童及一名3歲女童。記者到
上址查訪，發現管理公司本周一在閘外張貼告
示，引述一名住戶指其一名家人初步確診，管
理公司則已在全幢大廈進行消毒。有大廈居民
表示，從告示得知大廈有確診患者，雖擔憂也
沒有辦法，唯有減少外出，回家後即更衣消
毒，出入必定戴上口罩，以保護自己。

警嚴打
「犯聚」
除罩票控 19 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為阻
止「犯聚」和不戴口罩令社區增加新冠肺炎
的傳播風險，前日在深水埗區展開大規模巡
查行動，打擊違反「限聚令」及「口罩令」
的市民，最少 19 人因涉違例被發出定額罰
款通知書。
前晚約10時，深水埗分區軍裝巡邏小隊巡
邏至石硤尾邨23座地下時，發現有四人在上
址聚集，涉嫌違反「限聚令」，人員遂向該
四名年齡介乎47歲至71歲男子，發出定額罰
款通知書。另外，同日深水埗分區軍裝巡邏
小隊、雜項調查小隊及特遣隊亦巡邏區內多
個地點，包括石硤尾邨、石硤尾公園、通州

派 樣 本 瓶

街、南昌街、荔枝角道、西洋菜北街及白楊
街進行執法行動；行動中，人員分別發現有
人違反「限聚令」或「口罩令」，共向13男
兩女（年齡介乎24歲至76歲）發出定額罰款
通知書。
警方提醒市民，現時《預防及控制疾病
（禁止羣組聚集）規例》（第 599G 章）訂
明，禁止於公眾地方進行多於二人的群組聚
集；《預防及控制疾病（佩戴口罩）規例》
（第599I章）則指明所有公眾地方及公共交
通工具上須佩戴口罩。警方強調會繼續加強
巡查及持續執法，以減低病毒在社區傳播的
機會。
■警方在石硤尾邨票控「犯聚」人士。

警方圖片

民政事務總署日前開始為第三波疫情重災區的慈雲山多個屋邨居民，安排免費病毒檢測，繼先前為慈樂邨樂旺樓、樂信樓和
樂歡樓居民派發檢測樣本瓶後，昨日再到樂合樓和樂滿樓派發樣本瓶，居民要出示電費單或水費單等住址證明登記身份。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