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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增三「疫傭」 一人曾居長興
2020年8月15日（星期六）

印傭透露曾與 6 人同房 港昨共增 48 宗確診
本港新增 48 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當中 46 宗本地個



案，其中再多三名外傭確診或初步確診，包括一名曾

( 居於旺角長旺道長興大廈半個月的印傭，有關單位的

業主在早前有印傭確診後未有配合追查工作，令衞生防護中心難以追蹤其他曾入住的外傭身
份，而新增確診的印傭是得知曾入住單位有確診個案後，主動進行病毒檢測證實染疫，其表
示當時約有 6 人同住，惟互相不認識，中心指調查工作仍未有進展。另外，荃灣張大偉僱傭
中心宿舍再有一名外傭確診，而銅鑼灣希雲大廈外傭宿舍群組則多一名外傭初步確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在疫情簡報會
指出，該名曾居於旺角長興大廈 9 樓外傭宿舍的
35 歲女印傭（個案 4340），上月 28 日離開舊僱主，上
網找到這間宿舍並一直居住至本周四（13 日），當時
與五六名外傭同住，然而大家互不認識，她其間則曾到
過中環的僱傭公司求職。

長興大廈調查未有進展
由於上址的業主未有配合追查工作，衞生防護中心未能
得悉曾入住該宿舍的外傭，若有外傭受感染，可能在社區
播疫。張竹君指出，該名35歲印傭是經朋友告知，才知
悉所住單位有確診個案，本周二（11日）到診所取樣本樽
進行病毒測試並聯絡衞生署，中心仍在追查她13日離開
長興大廈宿舍後，當晚居住的地點。
至於長興大廈個案的調查工作，張竹居直言仍未有新
進展，因外傭入住時並沒有登記，警方雖然協助調查，
但追蹤仍有難度。
一名居於荃灣張大偉僱傭中心宿舍的外傭（個案
4347）昨日亦確診，該名 47 歲女子本周三（12 日）發
病，入住檢疫中心後確診；銅鑼灣希雲大廈 7 樓的外傭
宿舍群組則新增一宗初步陽性個案，有關外傭上月底在

希雲大廈居住，與此前確診的同宿舍印傭（個案
4199）相關。張竹君呼籲，僱主新聘的外傭若曾居於長
興大廈或希雲大廈，應安排進行測試。

不明源頭首跌至個位數
在同日新增的46宗本地確診個案中，有9宗感染源頭
不明，37 宗與之前個案相關，另有約 30 宗初步確診個
案，而這是第三波疫情爆發以來，本港連續第 12 天維
持雙位數確診，亦是不明源頭個案首次跌至個位數。
對於不明源頭個案佔比減少，張竹君表示這一比例每
日也有不同，與是否有進行個案追蹤無關，該類不明源
頭確診者多是退休人士及家庭群組的最早發病患者，並
無接觸過往確診個案，亦沒有高危因素，而中心全部都
會進行追蹤。
她解釋，這些確診者可能透過不明顯的途徑感染，例
如街上、環境因素，或是接觸了無病徵患者而不自知，
如果追查確診者周邊接觸的人士仍找不到原因，就判斷
為無源頭個案，而整體源頭不明個案數字雖每日有下
降，但累積仍有不少個案，不認為數字下降代表疫情已
「清晒」。
此外，駿洋邨檢疫中心原預計本月中停止運作，但目
前疫情持續，隔離檢疫仍有較大需求，張竹君表示暫未
會歸還駿洋邨。

■ 48 宗個案中再多三名外傭確診或
初步確診，包括一名曾居於旺角長旺
初步確診，
道長興大廈半個月的印傭。
道長興大廈半個月的印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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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香群組女子遲求醫周一始確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本地新增確診個案
中，雅蘭稻香群組再多一名 55 歲女子染疫（個案
4335），她上月中已發病感不適，惟不以為然，一
直未做病毒測試，直至本周一（10 日）其丈夫為她
取樣本樽交私家醫生檢測，結果呈陽性，令該群組
累計已有42人確診。
旺角雅蘭中心稻香群組新增一名 55 歲女子確診
（個案 4335）。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表示，患者7月9日到雅蘭稻香出席晚宴，上月中旬
開始不適，感到疲倦，然而病徵不明顯，「以為唞
下無嘢」，故延醫一個月，沒有進行病毒測試。
她表示，患者報稱其間一直留在家中，並無外

■若有外傭受感
染，可能在社區播
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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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4 日疫情概況
昨日確診數字
昨日新增確診：48宗
輸入個案：2 宗
不明源頭個案：9 宗
有關聯個案：37宗
初步確診：約 30宗

死亡個案
個 案 3782：69 歲男 ，
生前居於百福花園百佳
閣，昨日下午 4 時 58 分
於東區醫院離世
*累計死亡個案67宗

部分本地確診個案
葵涌貨櫃碼頭群組：3宗
旺角雅蘭中心稻香群組：1宗
家庭及朋友聚會感染：29宗
荃灣張大偉僱傭中心宿舍群組：1宗
旺角長興大廈9樓外傭宿舍群組：1宗
*銅鑼灣希雲大廈 7 樓的外傭宿舍群組
多一宗初步確診
*九龍醫院一名護士初步確診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葵涌貨櫃碼頭群組增三名碼頭員工確診
葵涌貨櫃碼頭群組增三名碼頭員工確診。
。

特首籲市民
參加普及社區檢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第三波疫情近日雖有緩
和之勢，但仍有不少源頭不明個案。特首林鄭月娥指出，政
府 1 月至今安排的新冠病毒檢測已超過 100 萬，檢測能力明
顯提升，但仍未足夠，因社區有不少隱性患者，故感謝中央
政府支持，讓特區政府進一步做好特定組群檢測和普及社區
檢測工作，重申安排普及檢測極具挑戰性，愈多市民參與抗
疫成效愈好。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則表示，在中山紀念
公園體育館設置的氣膜火眼實驗室已大致準備就緒，期望在
中央政府支持及市民配合下，盡快遏止疫情。
林鄭月娥在社交平台 facebook 撰文表示，她在前晚主持的
擴大病毒檢測會議上提到，至今政府安排的新冠病毒檢測剛
好超過 100 萬個，當中 80 萬個是由衞生署和醫管局替病人或

■特首籲市民參加普及社區檢測，圖為民政總署到黃大仙向
居民派發咽拭子採樣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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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直至本周一，她的丈夫為其取樣本樽交由私家
醫生化驗，結果呈陽性。張竹君指出，她的家人已
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需要接受檢疫。

貨櫃碼頭群組再增三人確診
包括這宗個案在內，雅蘭稻香群組累計有 42 人，
對 上 一 宗 確 診 是 一 名 66 歲 貨 櫃 車 司 機 （ 個 案
4037），他本月 7 日發病，與葵涌貨櫃碼頭群組有
關，但同樣被列入雅蘭稻香群組內。
至於葵涌貨櫃碼頭群組，昨日則多三名碼頭員工
確診，分別是 53 歲、59 歲及 45 歲的男子，三人均
使用同一間休息室。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庾慧玲則透露，九龍醫院一名
骨科延續護理病房護士昨日初步確診，她本周二
（11 日）最後上班，翌日其家人確診，而她當天亦
出現發燒及喉嚨痛病徵。初步確定三名同一病房職
員曾與該護士用膳，當中一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要
接受 14 日隔離檢疫，另兩人界定為其他接觸者，要
接受 28 日醫學監察，而病房內 24 名病人及同事則
已接受測試，結果均為陰性，醫院已為相關病房及
設施清潔消毒。
香港郵政一名合約文職人員亦確診，其在香港郵
政總部三樓上班，負責文書處理，無接觸公眾，8
月 5 日最後上班，是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確診前
已入住檢疫中心。房屋署轄下葵涌荔景邨停車場一
名外判女保安員確診，她負責早班巡邏和更亭工
作，周一（10日）最後上班。

港人為內地支援隊送慰問
內地支援隊來港支援特區政府防疫抗疫，受到普遍香港市民
的支持，不少人更向支援隊送上慰問卡及感謝卡。內地支援隊
隊長余德文說：「看到很感動，我們支援隊受到很多機構、團
體和香港市民的歡迎和祝福，深深感到兩地一家親，血濃於水
的真摯情意，更堅定了我們用實際行動支援香港抗疫，與香港
齊心協力早日戰勝疫情，恢復經濟促進民生的信心與決心。替我們謝謝
他們！」

$

為醫學監察做的，另外 20 萬個是上月中旬開始
由政府委託私營化驗所為特定群組如安老院舍員
工和的士司機所進行。
她強調病毒檢測是抗疫重要一環，「在疫情初
期，由於本地檢測能力不足，遠遠未能達至專家倡議
的檢測量，亦未能滿足市民需求，但經過多月的努力，
本地檢測能力已明顯提升。」
但她指這並不足夠，現時每日仍有源頭不明個案，社區
恐有不少隱性患者。她感謝中央政府支持，將在本周開始
為郵差等額外特定組群進行檢測，本月稍後亦會在社區展
開普及檢測計劃，讓更多市民自願參與。

陳肇始：火眼實驗室大致就緒
陳肇始亦在 facebook 撰文，感謝中央大力支持本港抗疫工
作，並表示前日與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到中山紀念公園
體育館參觀臨時氣膜火眼實驗室搭建情況，而 16 個氣膜實
驗室大致準備就緒，「實驗室符合第二級生物安全水平，
並採取妥善的感染控制措施，確保衞生，不會影響附近民
居及環境。」
她重申，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旨在盡早識別受感染者，尤
其無病徵的隱形患者，務求切斷社區傳播鏈，並重申檢
測計劃屬自願性質，收集或使用的個人資料會嚴守《個
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規定，加密儲存
在政府數據中心伺服器內，不會傳送至境外，檢測
樣本也不會送出香港，完成檢測用途後便銷毀。

■內地支援隊來
港支援，
港支援
，不少市
民送上慰問卡及
感謝卡。
感謝卡
。

政府擬設「病毒通知」系統防擴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第三波新冠
病毒疫情嚴重，衞生防護中心亦指部分確診
者參與大量活動，令追蹤工作困難，而政
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正招標研究建立一
套感染風險通知系統及應用程式，使用該
程式的巿民一旦確診，便可透過系統通知
曾在同一時間出現在附近地點的用家，以
防止病毒擴散。有醫學界及資訊科技界專
家認為，程式對找出隱形患者及串連患者
效用有多大，要視乎市民參與程度。
衞生署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日前
發出招標郵件，由承辦商開發該套「病毒通
知」系統及應用程式，下周截標，期望最快
本月推出。有關程式配合二維碼紀錄使用者
行蹤，市民下載程式後，在設有對應二維碼的
場所掃描「場所二維碼」，便自動記錄行蹤，
倘若確診，程式會識別其曾到訪地點和時間，通
知其他相近時間到訪同一地點的用家。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

表示，現階段只是進行概念認證，並作小規模測
試，以便檢視其可行性和效益。是否及如何推
行，要視乎小規模測試結果再考慮。衞生防護中
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在疫情簡報會上則表示
暫未知相關詳情，但相信不會大規模用作追蹤確
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

專家：成效取決市民參與度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僑表示，程式
對疫情防控工作成效有多大，要取決於市民是否
參與，「要追蹤源頭，是否每人都會做這件事，
若不是每一個人都做，效果不會太理想。」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則指程式只可擔當輔
助角色，不能取代衞生防護中心個案發現和追蹤
緊密接觸者的工作，因商場人流多，未必所有到
過的人都與確診者有近距離接觸，推送相關資訊
或會造成虛驚。不過，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
聯席主席曾祈殷認為程式對追蹤患者有正面作
用，相信能協助找出隱形患者和串連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