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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屋羈留犯確診 七千在囚者需檢
2020年9月7日（星期一）

染疫泰男負責清洗公院衣物 服刑時有數十密切接觸者
本港昨日新增 21 宗新冠病



昨日疫情

毒確診個案，其中 15 宗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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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感染病例，當中兩宗涉及
懲教署院所的在囚者，除茘

枝角收押所一名前日初步確診的 54 歲在囚者昨證實染疫外，另一名

不明源頭

曾先後在茘枝角收押所和壁屋監獄服刑的 22 歲泰籍男子，服刑期滿

有關聯個案

後被送到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等候遣返，但病毒檢測證實陽性。而

輸入個案

該名泰籍羈留男子在壁屋服刑時，曾負責清洗公立醫院的衣物等工

◆初步確診

作，其由服刑至羈留期間共有數十名密切接觸者，均須隔離檢疫。

◆普及檢測發現個案

討，計劃為全港 7,000 多名在囚者安排病毒檢測，找出是否有隱形
傳播鏈。

▲壁屋監獄服刑的 22 歲泰
籍男子病毒檢測證實陽
性。圖為壁屋監獄。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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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在疫情簡報會上指出，15 宗新增的本
地個案中，有8宗與早前個案相關，7宗
則源頭未明，其中包括該名服刑期滿後
送到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的 22 歲男泰籍
被羈留者。
入境事務處及懲教署發言人指出，周
六（9月5日）晚已接獲該名被羈留者確
診的通知，而其於 7 月 31 日被法庭判處
入獄八周，懲教署按既定機制，先安排
他在荔枝角收押所接受隔離觀察，其間
他一直有進行體溫探測，體溫正常，並
無任何病徵。
他 8 月 22 日被轉送到壁屋監獄繼續服
刑，而壁屋監獄內設有一幢洗衣大樓，
負責清洗醫院管理局轄下醫院的污衣，
包括病人使用過的衣服、床單以及被袋
等，而該名確診者被安排在處理及清洗
污 衣 的 工 場 工 作 。 至 上 周 五 （9 月 4
日），該名在囚者在壁屋監獄服刑完
畢，被送往青山灣中心等候遣返，而所

有新進入中心的被羈留者現均須接受病
毒測試，他獲安排測試而證實染疫，已
被送院隔離治療。

密切接觸在囚者未見病徵
在壁屋監獄曾與確診者有密切接觸的
在囚者，目前未有出現病徵，懲教署已
和衞生防護中心及醫管局聯絡，安排有
密切接觸人員及在囚者進行病毒測試，
並安排洗衣大樓停工，進行徹底清潔消
毒。
至於確診者在壁屋監獄清洗污衣有否
造成感染風險，懲教署表示會定期邀請
醫管局人員到場視察及根據其意見更新
工作指引，為所有在洗衣大樓工作的在
囚者提供適當個人防護裝備。疫情爆發
初期，署方已加強洗衣工場感染防控措
施，保護工作人員安全。
入境處亦表示會積極配合衞生防護中
心的檢疫措施，安排中心內所有被羈留
者及入境處人員進行病毒測試，中心亦
即時暫停所有探訪直至另行通知，同時
已安排全面清潔及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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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 10 宗

部分本地個案

衞生防護中心因應懲教院所接連出現確診個案，現正與保安局商

15宗本地個案 7宗源頭未明

21 宗

◆整體新增確診個案

◀香港廣華醫院一名 69 歲
確診新冠肺炎女病人於 5
日晚離世。
中新社
張竹君則表示，衞生署已在上述茘枝
角收押所、壁屋監獄及青山灣入境事務
中心派發樣本瓶，另外經初步追蹤，發
現確診者在青山灣有 30 多名密切接觸
者，壁屋監獄亦有數十名密切接觸者，
全部需要檢疫。
至於前日公布初步確診的 54 歲在囚
者，亦已證實受感染，他先後在小欖精
神病治療中心和荔枝角收押所羈留，即
懲教院所已有兩名在囚者染疫。至於兩
人感染是否有關，張竹君表示雖然兩人
都到過荔枝角收押所，但暫未發現有聯
繫，因為 54 歲男囚一進入該院所就開始
發燒，此前可能已有不適，當時 22 歲泰
籍男囚已離開該處很久，亦無病徵。

有關確診個案在潛伏期間在囚，有可
能並非在社區感染，而張竹君表示，衞
生署正與保安局商討，為全港所有在囚
者 進 行 病 毒 檢 測 ， 預 計 涉 及 7,000 多
人，以找出是否有隱形傳播鏈，而檢測
會採用深喉唾液樣本形式採集。

退休翁女文員發病源頭不明
另外兩宗源頭不明個案，則包括一名
75 歲退休男子，他因家中裝修，6 月起
暫住荃灣如心酒店，8 月 20 日發病，而
他平日會到荃灣和美孚飲茶；另一個案
則是 39 歲女文員，她居於天水圍天耀
邨，本身在尖沙咀上班，9月2日發病，
平日會到屯門市中心購物。

60 歲女（個案 4866）：家庭主婦，居於東涌，
平日到附近公園閒逛及街市買餸
59 歲男（個案 4879）：在灣仔道金陵會餐廳
工作，餐廳要求普檢而確診，檢測前曾頭痛並
求醫
89 歲 女 （ 個 案 4867）、 42 歲 女 外 傭（個 案
4872）、92歲男（個案4873）：同一家庭，居
於港景峯，先後有病徵，兩名僱主曾數次到青
山道馮建華診所求醫

◆其他不明源頭個案：
54 歲男（個案 4871）：在囚者，曾在小欖精
神病治療中心及荔枝角收押所羈押
75 歲男（個案 4874）：退休人士，因家中裝
修，6 月起居於荃灣如心酒店，平日到荃灣、
美孚飲茶
39 歲女（個案 4875）：居於天水圍天耀邨，
在尖沙咀做文職工作，平日到屯門市中心購物
22 歲男（個案 4877）：泰籍，曾在荔枝角收
押所、壁屋監獄、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服刑及
羈留，有數十名密切接觸者

通報死亡個案
◆個案 2792：69 歲女，生前居於黃大仙翠
竹花園 13座

衞署已訂疫苗 夠 35%港人接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全球多國
正研發疫苗，而本港的政府專家顧問、
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透
露，衞生署已於上月底向一個國際機構
預訂新冠肺炎疫苗，數量足以供全港
35%人口接種，而署方會另行採購另 3
種疫苗，以覆蓋餘下的65%人口。

許樹昌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現時
全球有 33 款疫苗進入了臨床試驗階段，
其中 6 款屬第三期研究，而衞生署上月
底向一個國際機構預訂了佔香港人口
35%數量的新冠病毒疫苗，但目前未知
會提供哪款，相信應該是來自現有的幾
家廠商。

至於餘下的 65%本港人口，衞生署會
另外購買3種疫苗覆蓋。
他預期，接種新冠疫苗安排與季節性
流感相若，先會安排長者、長期病患者
以及醫護人員接種，目標則是全部市民
都可以接種，但他指出每人需要打兩
針，始可以持續有抗體。

◆個案 4729：69 歲男，生前居於屯門新屯
門中心 2 座

隨第三波疫情緩和，許樹昌相信政
府未來一兩個星期，會再檢視食肆有否
出現相關爆發，待源頭不明個案減少，
或考慮放寬食肆堂食限制等。至於在通
關方面，他則相信要回復至「零確診」
後，當局才會宣布放寬。

◆個案 3308：82 歲男，生前居於黃大仙竹
園聯合村
註：累計有96名確診病人於公立醫院離世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使用率僅 4.4% 團體促月底歸還駿洋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早
前因應疫情徵用火炭駿洋邨作檢疫中
心，其第四及第五座上月底終於陸續入

伙，但第一至第三座仍未歸還，有關注
團體聯同一批準住戶昨日舉行記者會，
要求政府因應疫情緩和及其他檢疫中心

座至第三座的安排不合理，促當局分配
隔離人士至其他檢疫中心，並加派人手
為駿洋邨的單位清潔及修繕。
公屋聯會主席文裕明及總幹事招國
偉則認為，不少駿洋邨準租戶為低收
入家庭，這些基層市民疫情下生活受
嚴重打擊，建議政府「特事特辦」，
體恤駿洋邨租戶情況，延長駿洋邨免
租期，協助他們在第三波疫情下減輕
經濟負擔。
火炭連線劉德榮亦認為，政府就駿洋
邨延遲入伙曾兩度動用防疫抗疫基金，
為準租戶發放兩次 6,000 元特惠津貼，
但早前宣布的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未有
就延遲入伙的準租戶提供援助，考慮到
不少準租戶為低收入家庭甚至居於劏
房，認為政府應提供一次性津貼。

疫下
「跑馬仔」13 億投注開鑼日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2020
至 2021 年度馬季在新冠病毒疫情的陰霾
下於沙田馬場開鑼，香港賽馬會繼續防
疫措施，只容許練馬師、騎師、相關職
員、董事，以及已預先訂座的參賽馬匹
馬主與一位同行賓客進入馬場，但這個
開埠以來首次沒有普羅馬迷進場觀賽下
的開鑼日，合共 10 場賽事仍錄得 13.76
億元投注額，不但較上季開鑼日多
6.83%，更打破歷來開鑼日紀錄。馬會
行政總裁應家柏表示，新馬季取得一個
好開始十分重要，期望賽事能繼續舉
行，為社會作出貢獻。
開鑼日賽事由馬會主席陳南祿敲響銅
鑼，標誌新馬季展開。所有獲准進入
馬場人士，須遵守公共衞生防護措施，
包括入場前接受體溫檢查、填寫健康申

報表，以及在場內佩戴外科口罩。任何
在賽馬日前 14 天內曾前往外地的人士不
准許入場。
除在各場賽事後於凱旋門為頭馬馬匹及
馬主拍照外，今季開鑼日並沒有慶祝安排
或儀式，而為頭馬馬匹及馬主拍照時，每
次僅容許最多兩人參與。
為符合政府訂明在馬匹亮相圈內聚集
群組的條件，馬匹亮相圈只容許每匹參
賽馬匹最多一名馬主或代表進入，馬匹
亮相圈內亦實施特別措施，確保馬匹亮
相圈內每個人群之間最少有1.5米的社交
距離。
沙田馬場昨日入場人數為 362 人，跑
馬地馬場不設雙邊投注服務，投注額卻
高 達 13.76 億 元 ， 打 破 歷 來 開 鑼 日 紀
錄。昨日的焦點賽事為第八場的「香港

■開埠以來首次沒有普羅馬迷進場觀賽的開鑼日。
特區行政長官盃」，結果由練馬師沈集
成訓練、巴度策騎的「最合拍」勝出，

中通社

賽後由馬會主席陳南祿頒贈獎盃予勝出
馬主龔永德。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連日篩出社區隱形患者，政府日
前宣布將計劃延長4天至本周五（11日）。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普及社區檢測
計劃連日篩出社區隱形患者，政府日前宣布將
計劃延長4天至本周五（11日）。多團體呼籲
市民積極參與，齊心切斷病毒傳播鏈。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表示，普檢計劃多一人
參與，少一分風險，呼籲市民積極參與，齊
心早日切斷社區隱形病源，令香港早日走出
疫情，恢復正軌。
全國政協委員、該會會長黃楚基參與檢測
後表示，醫護人員穿全套防護裝備，採樣操
作純熟，全程態度親切，耐心溝通，令人感
到安心；採樣過程只需短短一兩分鐘，過程
並無嚴重不適，只是鼻子會有丁點痕癢；個
別檢測中心亦設有「關愛隊」，方便長者及
殘障者等優先檢測；市民等候區相隔空間充
足，秩序流暢。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表示，支持政府宣布將
普檢計劃延長至本月 11 日，呼籲市民把握
機會登記參與。對於坊間有居心不良政客抹
黑普檢、散播謠言。該會認為，政府已作出
解說，相當一部分市民亦現身說法，證明檢
測安全、方便、快捷、毫不辛苦，公共衞生
安全不應被政治考量騎劫，市民應放下個人
立場，齊心合力阻止疫情蔓延擴散；該會亦
提醒已接受檢測、結果呈陰性的市民，切勿
鬆懈，應繼續保持警惕。
雲南省政協港澳委員聯誼會一眾會員亦積
極參與檢測，該會主席莊哲猛指檢測環境及
服務都很好，採樣過程沒有任何不適，呼籲
大家動員更多身邊的人參與檢測，用科學有
效的防疫手段抗擊疫情。

多個團體籲市民參與普檢

■團體與駿洋邨準租戶冀政府盡快交還單位，讓他們上樓。

相繼落成，本月底開始歸還駿洋邨全數
單位，並提供措施援助，助駿洋邨準租
戶渡過疫情。
駿洋邨準租戶李女士因駿洋邨被徵用
仍未上樓，表示自己最近亦因疫情被迫
放無薪假，已無法支付劏房昂貴的租
金，故一家四口現只可轉至月租 1,300
元的屯門中轉屋居住，她兩名 5 歲及 3
歲的子女分別在沙田和長沙灣上學，擔
心復課後仍未能入住，便要由屯門跨區
上學，對此感到無助。
公民力量李梓敬指出，截至前日上
午，駿洋邨只有 75 個單位正在用作檢
疫，使用率僅 4.4%，而早前投入服務的
竹篙灣檢疫中心第一期，當中 800 個單
位只有 197 人使用，認為其他檢疫中心
有足夠空位情況下，仍保留駿洋邨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