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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新冠肺炎

疫情持續放緩，

昨日僅錄得3宗

本地感染個案，

惟輸入個案多達9宗，當中5人是來自菲律賓的外傭，她

們於9月9日乘坐HX782航班抵港。據悉，5位確診外傭

屬同一中介安排來港，同行13人來港前在馬尼拉居於同

一宿舍，相處「好似一家人」。雖然特區政府要求外傭

抵港前，須提供上機前72小時內的陰性檢測報告，但近

期屢有外傭確診，今次又出現小型群組爆發。衞生防護

中心表示，本港與菲方測試的敏感度或有不同。香港僱

傭代理協會主席張結民則表示，外傭測試後並非馬上上

機，其間會外出吃飯等，來港路上也會接觸其他人，承

認有感染風險。

菲傭「陰性」上機 抵港後竟「轉陽」
防護中心：港菲測試敏感度或不同 僱傭業界：外傭測試後非即登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全
港中小學及幼稚園將於本月23日
起分階段復課，資助小學校長會
主席鍾麗金、新界校長會主席邱
少雄、家校會主席方奕展和前任
主席湯修齊，昨日大力呼籲師生
家長為人為己，把握時間參與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切斷隱
形病毒傳播鏈，保障師生健康。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於fb分享

兩校長會及家校會身體力行呼籲
參與普檢的短片。其中鍾麗金
指，學校已為復課做好一切準
備，包括加強清潔消毒及各項防
疫措施，她鼓勵學校所有教職
員、學生以至家長參與普檢，亦
要保持衞生及社交距離，以進一
步保障學生的安全。
邱少雄認為，學校除了供傳授

知識，也是學生學習以關愛與別
人相處的地方，所以於保護自己
的同時，更要學會保護其他人。
他表示，大家並不知道自己會否
於不知情下受感染成為隱形患
者，更不希望因此而傳染身邊的
師長同學，呼籲師生家長從速登
記參加普檢，一同預防病毒於校
園傳播，強調應該「為人為己，
同心抗疫！」
對於恢復回校面授課堂在即，

湯修齊引述有家長反映，對不知
道學校教職員、學生以至其他家長會否有
隱形傳播者感到擔心，認為一旦學校出現
傳播鏈將會是「大災難」。他強調，如果
全班甚至全校的同學都能參與檢測，家長
便能放心。方奕展提醒，家長除了要讓子
女注意個人衞生，亦應該帶同子女在下周
一或之前參加免費普檢，並與學校及家教
會保持緊密聯繫，配合學校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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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概況
新增確診數字

◆整體確診宗數： 12宗

◆輸入個案： 9宗

◆不明源頭個案： 2宗

◆有關聯個案： 1宗

◆初步確診： 10多宗

部分本地個案

◆個案4922：71歲女，家庭主婦，無病徵，於
將軍澳康盛花園獨居，曾有一位
家人探訪 ，平日會到新都城街
市，9月7日參與普及檢測發現染
疫

◆個案4926：56歲女，於旺角維景酒店海港酒
家任職樓面，居於旺角通菜街，
平日到旺角街市，上班時獨自用
膳，8月31日發病，9月9日參
與普及檢測發現染疫

◆個案4918：5歲男童，無病徵，39歲女確診
者（個案4912）的兒子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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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增12確診 9宗輸入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在疫情簡報會上表示，
香港昨日再多12宗確診個案，包括9宗輸入個案和3宗本地個案，
另有10多宗初步確診個案。
在9宗輸入個案中，6人都來自菲律賓，其中5人是菲傭，她們年齡
介乎30歲至39歲，由同一間中介公司安排來港，本月9日搭乘
HX782航班抵港，同行另有8名傭工，當中一人驗出初步陽性，其餘
7人都需要接受檢疫。

馬尼拉同宿舍 相處似一家人
張竹君表示，她們在馬尼拉時居於同一宿舍，形容當時相處「好似
一家人」。餘下一宗菲律賓的輸入個案為45歲女子（個案4924），
無病徵。
根據香港入境要求，外傭抵港時需提供一份起飛前72小時內採樣的
陰性檢測報告，以及入住酒店隔離14天。張竹君指，這些外傭確診
前，在當地應有接受病毒檢測，但可能香港與菲方測試的敏感度不同
或檢測時間不同，造成來港後確診，又指難以解釋她們在當地呈陰，
抵港後轉陽。
張結民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香港有上千間外傭代理公司，
每間公司會在當地集合多名外傭再起程來港，因為上機前要進行核酸
檢測，一般也會集中安排在宿舍住幾天。
他指出，雖然外傭有陰性報告，但並非測試完馬上上機，其間會有
外出吃飯等活動，來港路上也需要坐車、在機場等候、過關等，會遇
到不少陌生人，其他國家未必有提供陰性報告的要求，故存在一定風
險，有外傭莫名被感染都屬難以避免。張結民又指，好在香港有14天
酒店檢疫要求，已避免外傭將病毒帶入僱主家庭。
香港僱傭公會主席陳東風則表示，菲傭來港工作時，一般會在當地宿
舍住8日至10日，中介公司通常會在菲傭起飛來港前的72小時內幫他們
做一次病毒檢測，抵港後入境時，香港政府再幫他們做一次檢測，此次
的確診者是在入境時發現，因此懷疑5名菲傭是在馬尼拉宿舍感染病
毒，猜測她們得知當地檢測呈陰性後，「以為無事」便在當地如常活
動，引致群組爆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蕊）香港開展為
期兩周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內地核酸檢
測支援隊來港馳援抗疫，日以繼夜不辭勞
苦協助檢測工作。香港立法會議員、退休
警察、醫務團體、民間團體等昨日紛紛向
支援隊員送上感謝信和心意卡，表示中央
政府及內地同胞義無反顧地支持香港，正
是大家血濃於水的明證。

立會議員：感激支援隊助抗疫
立法會議員梁志祥、周浩鼎聯同新界社團
聯會及民建聯成員，昨日到內地支援隊下榻
的九龍維景酒店致送心意卡，支援隊總隊長
李大川和副隊長趙靖代表接受。
周浩鼎表示，香港廣大市民支持感激內地
支援隊協助香港抗疫，希望更多市民把握時
間參與。梁志祥亦指，內地支援隊來港支
援，對香港抗疫工作十分重要，呼籲巿民盡
快參與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則聯同葵青區
議員郭芙蓉，亦帶備感謝卡向內地核酸檢
測支援隊廣西支援隊的代表會面及交流，
表達感謝之情。
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廣西壯族自治區衞

健委副主任龐軍表示，檢測隊員來港初期
12小時無間斷工作，部分人因不停檢測化
驗令手指也損傷流血，更有隊員為支持香
港檢測工作推遲婚期。陳恒鑌對此表示非
常感動，反映每當香港有危急，中央政府
及內地同胞義無反顧地支持香港，這正是
血濃於水的證明。

民團：市民不會忘記
多個民間團體包括保衛香港運動、香港

政研會玫瑰團、愛國護港101、上海閔行香
港聯會、香港民意聯署、民眾聯席等昨日亦
分別到九龍維景酒店。他們手持寫有「感謝
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標語，高喊「萬分感
謝中央支持香港」等口號，其間有市民加入
行列為支援隊加油打氣。
保衛香港運動發言人何女士表示，香港

疫情最嚴峻時期，內地醫護背井離鄉前來
支援，「香港市民不會忘記這份雪中送炭
的情誼。」
香港政研會向支援隊送上的感謝信寫到：

「感謝內地支援隊不辭辛苦為香港市民提供
專業服務，感恩致謝，沒齒難忘。」發言人
鄧先生指前幾日就收集了逾50張市民心意

卡及逾千人聯署，已轉交支援隊，希望他們
感受到港人感激之情。
民眾聯席召集人趙麗娟批評攬炒派詆毀內

地援港檢測，強調反對派言論不代表大多數
香港人，希望支援隊員不要介意。

醫界：表現對港愛護關懷
香港醫務委員會執照醫生協會昨發信向支

援隊表示感謝和敬意：各隊員逆行而上赴港
參加檢測工作，帶來國家對香港市民的關懷
和支持，各位隊員日以繼夜，任勞任怨，力
排極少數亂港分子的非議不懈地工作，以高

效率和高準確度完成工作，取得控疫工作上
重大意義的成績。
「香江智匯」會長、眼科醫生周伯展讚揚

內地支援隊員是挺身而出「不凡」的人，指
支援隊奮戰在一線，不但無懼疫情，更不被
香港一小撮反對派閒言閒語影響，充分表現
出對香港同胞的愛護與關懷。
有退休香港警務人員則發表公開信，感謝

祖國，感謝支援隊赴港協助，並形容這是一
個不平凡的任務，「你們的功勳及辛勤是我
們看到的一切，人非草木我們感激不盡！您
們的出現實際保障了全港市民的健康。」

各界團體向支援隊送感謝信

■團體「香港政研會玫瑰團」感謝內地核
酸檢測支援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陳恒鑌帶備感謝卡向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
廣西支援隊，表達感謝之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昨日
新增的三宗本地個案中，當中兩宗源
頭不明個案均由社區普及檢測計劃發
現，分別是家住將軍澳康盛花園的71
歲家庭主婦，以及任職旺角維景酒店
海港酒家樓面的56歲女子。衞生防護
中心指出，該名女樓面約有70名同
事，大部分有參加普及檢測，其餘未
參加的同事將獲派樣本瓶。

酒家70同事大部分曾普檢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

君表示，該名旺角維景酒店海港酒家
56歲女樓面（個案4926）居於旺角

通菜街，平日會到旺角街市，但上班
時獨自用膳，而她本周三（9日）到
界限街一號體育館接受普檢採樣，結
果證實確診，而她約有70名同事，
大部分也曾參與普檢，防護中心會為
其餘未參加的同事派發樣本瓶。
該酒店本月初有4名同層住客染

疫，張竹君指中心曾詢問染疫樓層的
住客，均表示沒有到過海港酒家，故
認為個案之間並沒有關聯，而海港酒
家7月亦有爆發群組，共有15人確
診，但張竹君表示新增個案的女樓面
雖長期有咳嗽，但上月31日才出現
病徵，與上述群組個案相隔已久，要

研究她與早前群組有否關連，包括檢
查其有否病毒抗體，是否早期已受感
染。她又指海港酒家出現群組爆發
時，相信有為所有員工進行病毒檢
測，但要再追蹤該名女樓面當時有否
檢測，並指即使該員工當時檢測呈陰
性，至今相隔一個多月，現時呈陽性
不足為奇。
另一不明感染源頭的71歲家庭主

婦（個案4922），本身並無病徵，
她在將軍澳康盛花園獨居，平日會
到新都城街市，曾有一名家人探訪
她，會列為密切接觸者。患者周一
（7日）到翠林體育館參與普及檢測

而發現染疫。
餘下一宗本地個案，患者為5歲

男童（個案4918），其母親（個案
4912）早前參與普及檢測確診，他
其後檢測亦對病毒呈陽性反應，昨
日證實確診。
另外，衞生署因應先後有兩名在

囚人士染疫，日前向全港約7,000名
在囚人士派發樣本瓶，張竹君表示
有6,600多人已完成檢測，而其中有
確診在囚人士入住的荔枝角收押
所、壁屋監獄及青山灣入境事務中
心的所有員工亦有進行檢測，目前
所有檢測結果均為陰性。

普檢再覓兩「隱者」家庭主婦中招

▲ 9 宗輸入個
案，當中5人是
來自菲律賓的外
傭。 資料圖片

◀香港昨日再多
12 宗 確 診 個
案，包括9宗輸
入個案和3宗本
地個案。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普及社區檢
測計劃開展11天，至昨晚8時已有162.3萬
人到各社區中心採樣進行病毒檢測。統籌普
及計劃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早指計
劃目的是願檢盡檢，難預計最終參與人數，
當局亦無設定目標，但他對目前檢測數字感

可喜，認為愈多人參與便有愈高參考度，有
助控制及結束疫情，並指日後面對疫情時只
要加強檢測盡早找到確診者，毋須再像現時
般重手，實施關閉場所等「辣招」。
政府昨晚公布，至昨晚8時累計約132.7

萬名市民上網預約檢測，而已到各社區中

心採樣的則有162.3萬人，當中已完成約
144.8萬個樣本的核酸檢測。
聶德權昨早在電台節目指出，日後續為

高危及特定群組檢測，若檢測加強及快
捷，當有確診個案出現就可找出確診者，
避免疫情爆發，政府再推出防疫措施時便
無須太「重手」。
另外，負責化驗的華昇診斷中心，其醫學
特別顧問王世華表示計劃首日檢測量僅4.9

萬個，解釋最初與物流公司溝通有問題，9
月1日首天檢測的第一個樣本要9月2日凌
晨才送到實驗室，經跟進改善已解決，第五
六天檢測量增至每日20多萬，若有更多市
民參加，每日檢測量可達30萬個。
至於出現一宗假陽性個案，他指當日檢測

量已達80多萬，大規模普查會採用靈敏度
極高試劑，「好多專家都話假陽性喺大規模
測試中必定會有，我對呢個數字好滿意」。

喜見162萬人普檢 聶德權：助結束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