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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日前醫管局將一名未確診的女病

人「送錯院」險些送到亞洲博覽館社

區治療設施後，昨日衞生防護中心亦

承認出現「假確診」的烏龍事件，早

前中心公布的個案編號3426及3464

被誤當確診，險些被送入亞博館與其

他確診者集中治療。兩人分別是慈雲

山慈正邨居民及明愛恩翠苑護士；中

心就事件致歉，並表示會檢視流程。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本港醫

療系統頻頻出錯，主要是近期確診個

案增多，人手及資源調配不夠，另外

電子化程度不足亦容易導致出錯，建

議不同部門加快磨合和理順分工。

陰性誤當確診 兩人險入亞博
專家指電子化不足致出錯 倡醫療加速「無紙化」

��(��� ◆8月3日：檢測中心出錯將兩名檢測人士
的陰性結果誤當成陽性。當中一名明愛恩
翠苑工作人員被送往亞博館期間被發現
「搞錯」，馬上改送瑪嘉烈醫院覆核，證
實是陰性。另一人為慈正邨居民，本來正
在家中等待安排入院，獲悉「擺烏龍」時
仍未送院。

◆8月1日：亞博館治療中心啟用首天，一
名有上呼吸道感染的女子曾取樣檢測，過
程中出錯被誤以為確診，當日下午被送往
亞博館，醫管局於6小時後始發現她非確
診者，幸她一直有戴口罩及無離開所屬病
格。她其後被轉送瑪嘉烈醫院再取樣覆
核，仍呈陰性。

◆4月6日：一個居住於灣仔益誠大廈的尼
泊爾籍家庭，因鄰居確診被列為密切接觸
者而被送往檢疫中心，檢測報告顯示21歲
兒子的檢測結果為陽性，但衞生防護中心
卻於當晚誤將其父親當作確診者送院。中
心於翌日才發現「擺烏龍」，馬上安排確
診的兒子送院。

◆3月20日：醫管局在亞博館及北大嶼山
醫院設立臨時驗測中心，為外地抵港而出
現病徵者進行病毒檢測及等待病毒結果。
有關機制運作首天，瑪麗醫院化驗室測試
七個來自亞博館檢測中心的樣本，覆檢時
發現四名入境人士的樣本被對調，兩名錯
以為呈陰性反應的入境者獲放行，實為呈
陽性，遂馬上將他們送院隔離治療；另外
兩人則一直於檢測中心等候化驗結果，覆
檢後證實呈陰性。

資料來源：衞生署及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衞署醫局「擺烏龍」事件簿

長期病患年紀大 第三波死亡率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疫情仍未受
控，特區政府宣布上周起生效、原訂今天到期
的「加辣版」防疫措施，將延長多七天，生效
期直至下周二（8月11日）。政府發言人強烈
呼籲市民繼續盡量留在家中，減少不必要的外
出，減少外出用膳，並避免不必要的社交活動
包括私人聚會，同心抗疫，不要鬆懈，從而減
低社區傳播以至切斷社區傳播鏈。市民時刻保
持個人和環境衞生，對預防個人受感染和防止
病毒在社區擴散，以及紓緩目前醫療系統的沉

重負荷，至為關鍵。
發言人表示，疫情近日持續嚴峻，出現為數
不少源頭不明的本地個案，顯示社區有持續的
隱形傳播鏈，社區大規模爆發的風險仍高，有
需要延續相關的社交距離措施。
在該措施下，餐飲業務只能提供日間堂食，每

日下午6時起至翌日早上5時只准提供外賣。提
供堂食期間，每枱最多坐兩人。
此外，公共場所的群組聚集最多兩人；室內外

都必須一直佩戴口罩，違者定額罰款2,000元。

防疫「加辣」措施延長至下周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入
境處西九龍辦事處一名合約員工昨
日確診，他負責協助辦理旅行證件
申請，最近一次上班是上周六（8
月1日）。入境處表示西九龍辦事
處已即時關閉，直至另行通知，會
安排徹底清潔消毒，市民可改往灣
仔入境事務大樓四樓，或元朗辦事
處申請緊急旅行證件。
另外，康文署一名任職後勤工作

的康樂助理員，早前初步確診。該
名助理員在上環市政大廈上班，工
作地點不對外開放，上周四最後一
天上班。鑑於疫情仍然嚴峻，康文
署宣布取消於下月份舉行的康體活
動，並停止處理及接受相關活動的
報名申請。康文署會為收費活動參
加者安排退款。各香港公共圖書館
亦會取消本月及下月舉行的圖書館
活動。
而因應九龍城裁判法院先後有兩

名保安員確診，昨日起所有該法院
的新羈押案件，轉往西九龍裁判法
院直至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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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上水
文錦渡缸瓦甫興建警察設施的地盤昨
日再多一名員工確診，使該群組的感
染人數增至15人。土木工程拓展署昨
日表示，缸瓦甫的工程已暫時停止，
承建商已立刻按照衞生防護中心指
引，在有關工作地點即時安排徹底的
環境消毒，亦安排與確診工人有緊密
接觸的人員，留在家中並進行病毒測
試。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

張竹君表示，該群組的員工受聘於地

盤分判商「香港土力混凝土工程有限
公司」，在上水文錦渡缸瓦甫地盤負
責土地勘察及平整。昨日該群組再增
一宗確診個案（個案編號：3552），
使累計有15人確診。張竹君透露，確
診員工涉及不同工種，部分人工作期
間沒有佩戴口罩，疑因此染疫，她表
示：「他們時戴（口罩）時唔戴，可
能因為他們的工作好難長時間戴口
罩。」
另外，旺角「Star Global」直銷中心
的感染群組昨日再增五人，其中兩人在

檢疫中心發病及確診，累計該群組有
37人確診。衞生防護中心經追蹤後，
發現該直銷公司亦曾於尖沙咀新文華中
心二樓進行培訓。張竹君說：「該公司
的工作模式是會邀請其他人到中心聽講
座，部分人並不相識，我們會再作追
蹤。」
院舍方面，救世軍隆亨長者之家再

增一宗確診個案；而運輸及房屋局對
的士司機進行的大型檢測行動中，再
發現一名的士司機感染（個案編號：
3550）。

文錦渡地盤增一確診 直銷群組添五中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日
再多三名新冠患者不治，其中一名
死者是早前跌倒入住伊利沙伯醫院
A16內科病房的84歲老婦，其後該
病房出現院內感染，老婦被證實染
疫，延至昨日病逝，迄今香港的新
冠死亡個案累計增至38宗，死亡率
升至1.05%，較第一波及第二波疫情
時的死亡率翻一倍。醫管局總行政
經理劉家獻解釋，今波疫情的確診
者年紀較大，部分人有長期病患，
使死亡率上升。

昨三長者病逝
除了伊利沙伯醫院有患者不治外，

在屯門醫院留醫的慈雲山港泰護老中
心83歲確診男院友，昨日也病逝。他
生前有長期病患，上月9日因為發燒
入住屯門醫院，但情況持續惡化，延
至昨晨6時許離世。
至昨晚，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

院證實，一名75歲女確診者不治。
她由美國返港，於3月底不適入院治
療，其間病情持續惡化，昨晚離
世。
香港第一波及第二波新冠肺炎疫

情，共有七名患者不治，死亡率約
0.5%；但自7月起爆發第三波新冠肺
炎疫情，多間院舍及安老院接連爆
疫，多名高齡患者入院後，先後有31

名患者死於第三波疫情，死亡率升至
1.05%。
劉家獻承認，第三波疫情的死亡人

數較第二波疫情多，原因是第三波疫
情的確診者年紀較大，或有長期病患
者，「（患者）年齡是主要因素，70
歲以上的死亡率偏高。」
他又透露，未有跡象顯示確診者

康復後肺功能大受影響，「我們暫
時未知病毒對病人的影響程度，但
之後當病人康復及覆診時，醫生會
為他們評估（後遺症）及照肺片，
有需要時會為病人進行肺功能測
試，到時就會知道病毒對病人肺部
的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日前九巴因應
政府的全日禁堂食措施，在午膳時間於三個巴
士總站放置多張椅子供市民使用。但事後運輸
署發信提醒九巴，該公司在未有事前通知署方
的情況下，將私人物件放置在政府土地上，有
關做法是未獲授權的。
運輸署去信九巴指，如使用巴士總站部分地
方作其他用途，需要得到有關部門批准。該署
解釋，巴士總站屬於政府土地，如營運商想使
用巴士總站部分地方作其他用途，需得到有關
部門批准，但同意及感謝九巴相關做法。

運署感謝九巴
放櫈讓市民開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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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
早前公布的兩宗確診個案有錯誤，涉及

個案3426及3464；兩人分別是居於慈正邨正
和樓的男住戶，以及明愛恩翠苑女護士。
其中，個案3426在高危群組測試中發現初

步陽性，而個案3464經社署篩查計劃發現檢
測結果呈初步陽性。

張竹君致歉 承諾檢視流程
張竹君就事件致歉，並承諾會跟醫管局協
調，更謹慎處理病人的送院流程。她解釋，衞
生署本身有初步確診個案名單，該兩人在名單
上，只有當他們覆檢都呈陽性，才會分配編
號。不過，署方人員在接收化驗所覆核個案資
料時，「以為一大疊資料全部都是陽性，結果
中間有兩人（覆檢結果）陰性都唔知。」
兩人就這樣被一併界定為確診者，後來衞生
署做個案追蹤時，核對兩人的報告發現有誤。
當時，個案3426仍未送院，在家等入院，衞
生署馬上通知他最終覆檢結果是陰性；而個案
3464本來正送往亞博館與其他確診者接受進
一步治療，工作人員得悉搞錯後，將其轉送瑪
嘉烈醫院做進一步檢測，最後通知她結果呈陰
性。
張竹君表示事件並非化驗所的問題，而是衞
生防護中心人員出錯，「看報告不清楚」。其
後衞生署人員翻查其他入院名單，暫時未發現
有其他「假確診」個案，而個案3426及3464
因為由始至終未有與確診者接觸，毋須接受檢
疫。

梁：人手資源調配是問題關鍵
對於衞生署及醫管局接連出現工作失誤，梁
子超表示，第三波疫情確診個案急增，導致流
程上多個環節有滯後，有患者需等待六天才能
入院；面對眾多積壓個案，人員配合不暢，難
免出現疏漏，「個系統本來無預咁多人，設施
又唔夠，突然之間接到咁多個案，間中就會出
錯。」
他認為，人手及資源調配是問題的關鍵，但
並非依靠簡單的大量增補人手就能解決，因為
人員熟練操作流程需要培訓和時間，不同部門
亦要加快磨合，才能在第一時間安排適合的分
工；希望隨着疫情紓緩及人員熟悉流程後，亞
博館等醫療系統可順利及全速運作。梁子超又
認為，香港醫療系統電子化程度不足，紙質資
料容易「調亂」，建議局方加快醫療「無紙
化」的進程。

3426個案：陰性

3464個案：陰性

■■餐飲業務只能提供餐飲業務只能提供
日間堂食日間堂食。。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入境事務處西九龍辦事處有確診，需要馬
上關閉消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個案 3426
在慈雲山慈正
邨家中等候入
院。資料圖片

■個案3464本來正送往亞博館與其他確診者接受
進一步治療。圖為亞博館。 資料圖片

▶張竹君就事
件致歉，並會
跟醫管局協調
更謹慎處理病
人送院流程。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