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本港再有院舍群組
爆發，為中度及嚴重智障人士提供宿位的匡智梨木
樹宿舍，一名社工及兩名工作人員，經社署為安老
院員工安排的病毒檢測後，昨日證實確診，衞生防
護中心指該院舍出現小型群組爆發，而所有院友和
員工均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須接受檢疫。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該宿
舍三名確診者在本月18日開始已有頭痛和咳嗽等
輕微病徵，社署上周五（21日）為他們進行檢
測，結果三人均呈陽性，有可能是互相傳染，中心
暫未查到三人感染源頭，可能為社區感染，但認為
該處已發生小型爆發。
她表示，中心昨到宿舍檢視情況，由於宿舍供
中度及嚴重智障人士入住，估計入住者較難戴好口
罩，宿舍亦可能有潛在感染，而全院有9間房，每
房有5人居住，50多名員工輪更工作，故45名院
友及所有員工均列被為密切接觸者，須接受檢疫。

她表示，院舍有獨立房間，院友或可在原址檢疫，
但工作人員可能要遷離，具體決定要視乎如何更好
地照顧院友。
匡智會則表示，兩名確診護理員最後上班日分

別為上周五及周六（21及22），染疫社工則上周
三（19日）已沒有上班。宿舍院友平日前往屋邨
第五座日間展能中心活動時，均有佩戴口罩，所有
員工上下班時亦有戴口罩，並依足會方的防疫機制
和指引工作，宿舍亦經常清潔消毒，而已即時啟動
全面應變措施，會配合衞生署指示，並確保院友獲
妥善照顧。

碼頭群組再添一例
另外，葵青貨櫃碼頭群組再有新個案，一名72

歲男貨櫃車司機確診（個案4660），他居於慈雲
山慈樂邨樂仁樓，並非宏記港務操作公司員工，所
屬公司早前有三人確診，但他報稱不識之前確診的

員工。該司機主要在車上吃飯及休息，沒有使用碼
頭休息室和其他公共設施，中心不排除他在社區感
染。中心至今已回收並檢測約6,800個與貨櫃碼頭
相關的樣本。

每逢周末假日，外傭均會在本港
街頭聚集「唞氣」，除中環、銅鑼
灣及旺角外，荃灣亦是假日聚集熱
點，警方、海關、勞工處及食環署
等跨部門人員，昨日聯同印尼領事

館職員約50人，前往荃灣一帶巡查，提醒聚集
的外傭遵守「限聚令」及佩戴口罩，並派發傳單
及口罩等，警方當場向違例外傭發出警告甚至票
控。有荃灣區議員對政府行動表示歡迎，冀收阻
嚇作用，減輕居民對公共衞生的憂慮。
荃灣路德圍一帶昨早已有不少外傭於周日假期

聚集，大部分均兩人一組席地而坐，但也有外傭
未遵守「限聚令」三五成群聚在一起。由於上址
有物流公司為外傭處理寄回家鄉物品，故行人路
不時堆滿載有貨物的膠袋和紙皮箱，令路面甚為
擠迫。
政府跨部門人員昨分組展開巡查，舉起宣傳牌和

派發單張，提醒外傭不要多於兩人聚集，以及須戴
口罩，並用菲律賓及印尼語作出廣播呼籲。現場所
見，有外傭因沒有戴上口罩，被警員抄下身份證資
料作口頭警告，亦有四名外傭因違反「限聚令」被
警告，其後再有外傭違規而遭票控。

印傭：會多用搓手液消毒
由印尼來港工作半年的外傭Sartini表示，知道

在戶外必須戴口罩和不能多於兩人聚集的規定，
她為自己健康着想必會遵守，因不想受病毒感染
並傳染他人；另一印傭Yamti來港工作已五年，
她亦表示會遵守法例，並會多洗手和使用酒精搓
手液消毒，回家後也會徹底清潔，不會令僱主擔
心。同樣來自印尼的 Iary則說，她只外出一段短
時間，加上已做足防疫措施，不害怕會受感染。
她理解政府採取行動都是想大家知道防疫的重要
性，相信各人也會遵循規定。

區員冀收阻嚇作用
工聯會荃灣區議員葛兆源表示，荃灣是不少外傭假日聚集

熱點，但與中環不同，中環多商廈，假日人流不多，荃灣卻
有不少市民居住，他不時接獲居民投訴外傭聚集引致衞生及
阻街問題，現時疫情肆虐，更令他們憂心，冀政府多做工

作，減輕對居民的影響，故歡迎政府
昨日到區內展開跨部門行動，希望執
法人員向屢勸不改者作票控，以收阻
嚇作用。
居於荃灣50年的陳先生表示，外

傭離鄉別井來港工作，休息日外出與
朋友聚會乃人之常情，外傭也為港人
作出不少貢獻，故對他們假日在區內
聚集感到包容，只要這些外傭遵守政
府的防疫規定便沒有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執法人員向外傭展示限聚距離執法人員向外傭展示限聚距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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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署漏報檢疫 留醫印傭中招
僱主確診無通知東院 入普通房累52人隔離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部分本地個案
家庭及朋友聚會感染：

8宗
匡智梨木樹宿舍群組：

3宗
葵青貨櫃碼頭群組：
1宗（個案4660）

*東區醫院一名44歲女印傭初步確診

新增確診個案
整體新增個案宗數

輸入個案
不明源頭個案
有關聯個案

初步確診個案

25宗
6宗
8宗
11宗

少於10宗

轉職外傭今起預約免費檢測

��(���

羅致光：普檢暫唔包安老院友
��
�4BZ

特區政府即將推
出供市民自願參與
的「普及社區檢
測」計劃，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羅致光

昨日則表明，暫未有計劃為安老院院
友進行普及病毒檢測，主因是考慮到
院友身體狀況難以外出，若為他們採
樣，需安排在醫院負氣壓房間進行，
但全港有逾6萬名安老院院友，形容
會是非常龐大的工程，故普及社區檢

測未包括住在安老院的長者。

減外來感染機會
羅致光發表網誌指出，自新冠病毒

疫情開始，安老院防疫工作已不斷加
強，如為院舍員工安排定期病毒檢
測，他解釋未同樣為院友進行檢測，
主要是院友身體狀況較差難以外出，
以及院舍內難進行採樣程序，更實際
方法是減少他們受外來感染機會，在
正籌備的普及社區檢測中，暫無計劃

為安老院長者檢測。
他指出，病毒最「狡猾」地方，是

部分患者並無病徵，或症狀輕微但仍
可傳播病毒。

現時院舍雖已謝絕訪客，但未能
完全阻止院友離開院舍，倘其家人
是隱形病毒傳播者，院友就有機會
將病毒帶回院舍，後果堪虞，故政
府勸喻有家人居於安老院的人士，
如非必要應減少帶長者外出，更避
免到有高傳染風險或除下口罩的地

方如食肆等。
他表示，謝絕探訪甚或限制院友

外出都是迫不得已的「惡法」，對
院友心理健康帶來負面影響，其中
一個紓解方法就是善用資訊科技進
行網上「相聚」，助長者與家人保
持聯絡。

今屆政府其中一項工作便是推動安
老服務善用科技，社署日內會設立約
1,000個為期一年的臨時職位，包括
在非政府機構營辦的資助安老院內工
作，協助推行科技應用，以便長者與
家人聯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勞工處宣布，今日開始
為約滿或終止合約並正等待
到新僱主家庭履新的外傭登
記，預約接受自願性質的新
冠病毒免費檢測服務，而樣
本採集中心設於灣仔的港灣
道體育館，中心將於明日
（25日）開始服務，每天早
上 8時 30 分至晚上 8時開
放，將運作至9月30日。
勞工處發言人表示，由於

近日有曾入住職業介紹所宿舍
的外傭確診染疫，政府為減低
外傭的社區傳播風險，本月9
日起為該些外傭安排一次免費
檢測服務，惟當中有些住宿設
施並非由職業介紹營運，政
府因此決定擴大檢測範圍，
涵蓋滿約或終止合約並正等
待到新僱主家庭的外傭，這
些外傭很有可能等候轉換僱
主期間入住住宿設施。
檢測結果將在採集樣本後

約兩三日，透過電話短訊通
知參加者，當中呈陽性的個
案將轉交衞生防護中心跟

進，如有外傭須入住住宿設
施一段時間等候轉換僱主，
可在適當時候再次檢測，特
別是到新僱主家庭履新前。

在職者鼓勵參與普檢
發言人呼籲職業介紹所積

極協助外傭登記檢測，並建
議僱主在新外傭履新前出示
有效的陰性檢測結果；至於
現已和僱主同住的外傭，則
鼓勵參加政府推行的普及社
區檢測計劃。
符合資格外傭可於今日上

午9時至下午9時透過熱線
1836 133，預約明日或較後
日期採樣，登記熱線不會提
供即日預約服務，而電話預
約服務中心當值人員會登記
外傭姓名、香港身份證號碼
或護照號碼和手機號碼，並
要求提供簡單資料如入境處
發出最新簽證上顯示的檔案
編號及逗留期限，或就申請
簽證或延長逗留期限而發出
文件所顯示的檔案編號、申
請日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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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昨日新增25宗確診個案，19

宗屬本地感染。而衞生署與醫院管理

局出現溝通不足事件，衞生署未有通

知醫管局一名進入東區醫院留醫的印

傭，其僱主已確診染疫，令院方未將

其隔離治療，加上印傭入院時病毒檢

測呈陰性，結果她在普通病房留醫近

一個月，發病後第三次檢測才「陰轉

陽」，暫列為初步確診，而多達52名

曾與其同病格的病人成為密切接觸

者，全部要隔離。衞生防護中心傳染

病處主任張竹君承認溝通有「甩

漏」，就此致歉並研究改善方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

張竹君昨在疫情簡報會上公布，截止昨日
凌晨新增的25宗確診個案，19宗屬本地

感染，11宗與早前病例相關，當中8宗屬家庭
及朋友聚會感染，另有8宗源頭不明，初步確
診則跌至約10宗以下，顯示疫情正緩慢下
降。
初步確診人士中，則包括一名在東區醫院
留醫的44歲女印傭。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劉家
獻表示，該名印傭因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7
月27日入住東區醫院內科病房進行化療，當
時其病毒測試呈陰性反應，而她住院期間曾多
次發燒，但白血病人發燒較為常見，被診斷為
細菌感染，獲安排抗生素治療及化療。

化療白血病 第三度檢測始確診
印傭本月3日進行的肺片檢查結果亦正常，
但本月9日肺片有「少少花」，她本月13日更

出現乾咳，至前日（22日）發燒情況嚴重，
肺片「更花」，醫院再為她進行病毒檢測，結
果呈初步陽性。印傭在院內曾入住兩間病房，
有關病房暫沒有其他確診者，但52名曾與其
同病格的病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而須隔離，當
中17人仍在醫院，暫有6人病毒測試結果呈陰
性；另要追蹤35名已出院患者。
所有曾為該印傭提供治療及護理的醫護人

員，均有穿着合適個人保護裝備，故沒有列作
密切接觸者，但要進行醫學監察。醫院亦會安
排有關醫護人員與其他同病房病人進行病毒測
試，並徹底消毒及清潔病人曾入住的內科病
房。

張竹君認「甩漏」致歉
張竹君則指出，這名印傭的僱

主早於 7月 28 日確診（個案
2979），8月8日已康復出院。
印傭昨日與朋友聯絡時，才
發現僱主曾確診。衞生署早
前進行追蹤時，從僱主家人
口中獲知印傭並無病徵，但
不知她已入院，僅對其發出
檢疫令，然而有關檢疫令未
傳達至東區醫院，故院方不
知事件。
張竹君承認，檢疫令的執行

由另一隊伍負責，中間有溝通
「甩漏」情況，她就此致歉，表
示會研究改善方法，例如使用電子
化程序以方便跟進。

■■匡智梨木樹宿舍三名職員中招匡智梨木樹宿舍三名職員中招。。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匡智梨木樹宿舍爆疫 近百人隔離

■■衞生署未有通知醫管局衞生署未有通知醫管局，，印傭的僱主已確印傭的僱主已確
診診，，令東區醫院走漏隔離令東區醫院走漏隔離。。 中通社中通社

■■來港五年的來港五年的YamtiYamti
表明自己在街上會佩表明自己在街上會佩
戴口罩戴口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執法人員向外傭派口罩執法人員向外傭派口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