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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檢近 120 萬人登記 重複採樣比例極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普及社區檢測計
劃自本月 1 日開展以來，截至昨日晚上 8 時，累計
已有 119.7 萬人登記接受檢測，並已累計有 85.6 萬
個樣本完成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對於攬炒派
一再抹黑稱不停有人重複接受檢測，旨在「篤
數」云云，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在一個
電台節目上首次透露，首六天累計只有 826 人重
複採樣，比例十分低，且有關做法並無違法。他
又去信全體公務員，再次呼籲積極參與檢測，尤
其是在前線崗位，並經常要接觸市民的公務員，
以盡早切斷隱形傳播鏈，才能為逐步放寬防疫措
施提供有利條件，讓市民重過較正常生活。
普檢計劃至今共接獲 221 宗個案指個人資料被
他人用於登記預約，有關部門經了解後，其中124
宗個案懷疑涉及盜用他人的個人資料，已轉交警
方處理。

如果仍有需求便會延長服務。

102 萬樣本僅 800 餘人重採
聶德權總結首六天普檢情況時指出，已有 102.7
萬人接受採樣，當中有 826 人重複採樣，比例十
分低。他表示，重複採樣並無違法，且理解到部
分人於預約後可能需要臨時改期；亦有部分人或
於完成檢測後去過某些高危地方、見過某些人，
因為不安心而再做檢測。他續說，有部分人一早
做了檢測，但公司要求員工出示7天內有效的檢測
陰性證明才可上班，因而需再接受檢測，實在無
可厚非。
聶德權表示，剛過去的周日有逾 90%市民按預
約時間前往檢測，亦有 3.9 萬人未有預約下前往檢
測。他指出，是否再延長計劃多三天仍屬言之尚
早，但東九龍及新界東部分地區的個別檢測中心
長期爆滿，無預約前往檢測中心的市民亦不少，

聶德權：隱形病人一個嫌多
同時，聶德權昨日去信全體公務員，指普檢計
劃截至本月 5 日已找出 15 宗陽性個案，新增確診
患者已進行了隔離醫治和個案追蹤。他重申，政
府推行普檢計劃是希望找出社區中的隱形患者，
「隱形病人一個都嫌多」，普檢計劃正是對症下
藥，務求切斷隱形傳播鏈。
他在信中指出，政府能夠在極短時間內成功推
行這項大規模、全港性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公
務員隊伍的參與和醫療團隊的通力合作是不可或
缺的一環，市民的反應亦非常正面和鼓舞，他再
次衷心感謝各公務員同事的努力與付出。
聶德權強調，只有盡早切斷隱形傳播鏈，才能為逐
步放寬防疫措施，重開及恢復活動場所，甚至為外

遊、公幹、探親提供有利條件，讓市民大眾重過較正
常生活。因此他呼籲所有公務員，尤其是在前線崗位
並經常要接觸市民的同事，好好把握未來數天的時
間，積極參與計劃，到社區檢測中心接受採樣。

■截至昨晚 8 時，累計已有近 120 萬人登記接受
檢測，共85.6萬個樣本完成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普檢揭大圍交通城傳播鏈
群組添 5 例至 9 人確診 3
「隱者」
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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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展開 7 天，屢次為香港識別出隱形患

當中 3 人經普檢發現，反映普檢有助找出社區中的隱形傳播
鏈。衞生防護中心不排除該群組有「超級傳播者」，懷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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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 6 樓是感染源頭，故該樓層二三十人需要接受檢疫。衞生
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如果不做普檢，就搵唔
到這麼多無源頭個案，一兩宗個案也會引起爆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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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4880)29 歲女：太子道西 141 號 7 樓普濟
堂中醫診所配藥員，懷孕33周，9月5日發病

不明源頭個案

衞生防護中心追查發現，早前染疫的一名交
通城 61 歲汽車維修工人（個案 4824）曾與
個案 4881 同在 6 樓工作，兩人曾於8 月 25 日
或 26 日短暫交談，其中一人當時可能未戴
口罩。
衞生防護中心調查時曾向交通城管理處索
取 6 樓商戶名單，發現再早前確診的 60 歲冷
氣水電工人（個案 4855），亦曾於 8 月中下
旬去過交通城 6 樓的貨倉，這名患者也曾參
加普及檢測。張竹君指，6 樓共有 12 間商
戶，目前已有 4 間出現感染個案，認為該樓

證腸道益菌多有助抗疫
中大醫學院腸道微生物群研究中心
副主任黃秀娟表示，為了解新冠肺炎
患者腸道內的病毒活躍及傳染性，今

年 2 月至 4 月期間中心跟進 15 名年齡
介乎 20 歲至 65 歲、病情嚴重程度不同
的本地患者，檢驗他們的糞便樣本。
結果發現，超過五成的患者即使沒有
腸道不適，糞便樣本仍對新冠病毒呈
陽性反應；當中有三人的呼吸道樣本
檢測不到病毒的六天後，檢測出其糞
便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
此外，研究亦發現，糞便樣本中有
大量 3'端基因組。她解釋，3'端基因組
由患者腸道活躍度高的新冠病毒複製
而成，表示患者腸道內的新冠病毒有
傳染性和複製能力。研究亦從糞便樣
本中發現，傳染性較高的患者，其腸
道微生態都有較多病原體，以及較少
製造「短鏈脂肪酸」的益菌，證實清
除患者腸道內病毒及改善腸道微生態
是治療新冠病毒的新方向之一。
香港第二波疫情出現後，研究團隊
為超過 2,000 名從海外返港的嬰幼兒及
有需要人士做糞便檢測，當中六名三

(個案 4886)67 歲女：家庭主婦，居於彩虹邨，
平日會到彩虹道天橋晨運及逛牛池灣街市，無
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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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死亡個案
個案 4726：96 歲女：生前居於紅磡紅磡花園 1
座

層屬高危，其餘 8 間商戶的二三十人均需要
接受檢疫。其他樓層亦會安排派樣本瓶做檢
測。
該群組另一名早前確診個案是46歲家庭主
婦（個案4851），她經普檢被發現染疫，其
任職大圍交通城管理處保安員的丈夫，之後
也被發現確診。隨後幾天，相關群組個案也
經普檢發現出來，至今已有9人確診。
張竹君認為，交通城已出現小型爆發，估
計主要是人傳人感染，更懷疑有「超級傳播
者」出現；同時不排除環境污染的可能，但

註：累計有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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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廈已進行多次清洗，環境應該不是主要感
染途徑。

張竹君：一兩宗都可引起爆發
另外，昨日有 4 宗不明源頭個案，全部是
由普及檢測發現，其中一名是 29 歲女配藥
員，她在太子道西 141 號 7 樓普濟堂中醫診
所工作，已懷孕 33 周，目前情況穩定。張
竹君指，診所約有 30 多名工作人員，所有
人返工時都佩戴口罩，暫不列為密切接觸
者，但須留樣本化驗。至於曾到診所取藥的

確診嬰翌日復陰 糞含特濃病毒 36 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中大
醫學院發現，新冠肺炎患者即使無腸
胃不適，腸道及糞便都帶有活躍的新
冠病毒；即便從呼吸道樣本檢測不到
病毒，腸道內偵測到的病毒亦有複製
能力和傳染性，造成隱形傳播鏈，是
全球首次證實。研究團隊透過糞便檢
測，發現 6 名無病徵的嬰兒染疫，其
中一名兩歲確診女嬰的糞便持續 36 天
含高濃度的新冠病毒，病毒量更比成
人高出 100 至 1,000 倍；而成人確診者
即使呼吸道已無病毒，糞便仍含病
毒。團隊指出，病毒能長期在腸道內
存活及繁殖，提醒市民要經常用漂白
水消毒廁所、如廁後及為嬰兒「換
片」都要注重衞生及清潔。

(個案 4882)83 歲男：已退休，居於荃灣石圍角
邨，平日會到楊屋道街市外的攤檔買餸，無病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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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圍交通城群組昨日再多 5 宗確診，其中
一名患者為 50 歲男子（個案 4881），在交
通城 6 樓的一間商戶工作，他於 9 月 3 日到
檢測中心採樣，之後感覺疲倦，昨日確診。

◆均由普及檢測發現

◆初步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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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有
「超級傳播者」

◆有關聯個案

(個案 4885)63 歲男：居於藍田康柏苑，在牛頭
角安基苑嘉豪酒家工作，9月2日發病

■大圍交通城再多 5 人確診
人確診，
，使該群組累計增至 9 人中招
人中招。
。圖為該大
廈的外觀。
廈的外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案，是 26 歲返港菲傭；10 宗屬本地感染，
當中 5 宗經普檢計劃發現。另有少於 10 宗的
初步確診個案。

4宗
6宗
少於 10 宗

◆不明源頭個案

%

大圍交通城，昨日再多 5 人確診，使該群組增至 9 人染疫，

1宗

◆輸入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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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本地 10 宗確診個案數目的一半。其中，出現小型爆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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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確診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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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昨日新增 11 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有 5 宗經普檢發現，

張竹君昨日在疫情簡報會上表示，昨日
新增 11 宗確診個案，1 宗為輸入個

昨日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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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以下兒童確診，他們都沒有病徵，
陽性比率為 0.28%。當中有一名兩歲
女嬰入院時呼吸道檢測對新冠病毒呈
陽性反應，但翌日已回復陰性，但她
的糞便樣本持續 36 天對新冠病毒呈陽
性反應。

嬰糞含毒量高成人千倍
中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系主任兼腸
道微生物群研究中心副主任陳基湘表 ■左起：黃秀娟、陳家亮、陳基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示，該名兩歲女嬰的糞便樣本含病毒
量，較團隊跟進的三分之一成年人樣 所應以漂白水清潔消毒。
中大醫學院院長及腸道微生物群研
本的病毒量高出 100 至 1,000 倍，證明
究中心主任陳家亮表示，中大新冠病
病毒的傳播期長，不容忽視。
他續說，進行糞便檢測能夠自行取 毒檢測中心昨日正式啟動，預計每天
樣，減低醫護人員的感染風險，而且 能夠完成高達 2,000 個樣本檢測，亦會
過程無痛，適合嬰幼兒和其他收集深 專注做糞便檢測，透過衞生署收集從
高風險地區回港及屬於高風險的嬰幼
喉唾液樣本有困難的人士使用。
他又提醒，康復者的糞便仍有傳染 兒及對於痰液或鼻咽樣本提取有困難
的可能，處理其排洩物時要做好個人 人士，收集糞便樣本做檢測，找出隱
衞生，照顧康復的嬰兒亦要注意，廁 形患者，斷絕社區傳播鏈。

患者是否有風險，她認為，中藥一般要煮熟
才服用，透過服藥感染風險很低。
一名 63 歲牛頭角安基苑嘉豪酒家員工亦
確診，他居於藍田康栢苑，一般獨自食用早
午餐。另外兩名患者，分別為 83 歲退休男
子，及 67 歲家庭主婦，二人均無病徵，活
動範圍亦主要是附近街市。
張竹君說：「這幾名（無源頭）患者，如
果不做普及社區檢測，就搵唔到這麼多無源
頭個案。無源頭個案看起來不是很多，但一
兩宗個案也會引起爆發。」

糞便檢測陽性比率
檢測計劃
中大嬰幼兒新冠
檢測計劃（海外
返港無病徵兒童
糞便樣本檢測）

檢測人數

確診個案

陽性比率

2,128

6

0.28%

逾3.2萬

1

0.003%

的士司機

1,500

12

0.8%

飲食界

3.2萬

6

0.018%

街市

3,800

5

0.13%

上水屠房

1,900

5

0.26%

黃大仙、慈雲山

2.8萬

20

0.07%

物管界

2.3萬

3

0.01%

1,048間院舍

資料來源：中大醫學院、行政長官8月7日記者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