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下，再有外籍家庭

傭工確診。昨日本港新增6宗確診個案，當

中兩宗為本地感染，包括一名與僱主一家同

住於天水圍天晴邨的60歲菲籍女外傭，她的

感染源頭不明，每周有一兩天到頌富街市買

餸，並在元朗馬田壆租用一單位作「私竇」

供周末度假，不排除有其他外傭同屋，但由

於溝通問題，衞生防護中心未能確定「私

竇」地址及聯絡同屋者。有外傭中介表示，

外傭周末租房外宿的情況並不罕見，尤其是

菲傭就更常見，即使僱主阻止也無效，但此

舉已經違反香港法例，僱主有機會被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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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傭疑周末合宿「私竇」染疫
不排除曾與其他外傭同屋共用廁所 暫列不明源頭個案

新增確診個案

整體新增確診宗數：6宗

輸入個案：4宗

■菲律賓：3宗

■多哥：1宗

本地不明源頭個案：1宗

本地有關聯個案：1宗

本地個案資料

■個案5053：60歲女菲傭，
上周五（18日）發病，與
僱主一家居於天水圍天晴
邨晴海樓，周末會到元朗
馬田壆居住，每周到頌富
街市買餸一兩次

■個案5038：45歲男，無病
徵，居於屯門友愛邨愛曦
樓，家人早前確診，由檢
疫中心送院

疫情數據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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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簡報會上表示，本港昨日新增6宗

確診個案，4宗為輸入個案；兩宗個案屬本地
感染，一宗是早前確診者的家人，餘下一宗為
源頭不明個案。

言語溝通不暢 暫未尋獲住址
該名無源頭患者（個案5035）為60歲女菲
傭，與僱主一家同住於天水圍天晴邨晴海樓。
她在元朗馬田壆另有一處自租居所，並在該居
所度過周末假期，雖然該菲傭有獨立房間，但
與其他同屋者共用洗手間，不排除有其他外傭
同屋。張竹君指，因為語言溝通不暢，防護中
心尚未找到該處所的確實地址，亦未找到其他
共用設施的密切接觸者，「佢識去又唔識得講
個地址」。中心已尋求警方幫助，曾有警員到
該村了解，但未能鎖定確實地址。

外傭夾錢租屋成常態
該名女患者上周五（18日）發病，僱主一家
四人均須檢疫，她曾於傳染期的16天內去過天
秀墟理髮，為其服務的理髮師亦需要接受檢
疫。另外，她每周有一兩天會到頌富街市買
餸，早前亦有確診者報稱到過該街市，為安全
起見，衞生防護中心會向街市的菜販等人員派

發樣本瓶做檢測。
香港人力資源仲介協會主席廖翠蘭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外傭夾錢在外租房並不鮮見，
特別是菲籍外傭，部分人可能因為不喜歡周日在
街上流連，故會租地方在室內聚集。這類行為一
般都是自發，沒有中介公司介入，「有錢就租到
啦，街上大把地產舖都肯幫佢哋搵。」
廖翠蘭指，雖然第三波疫情嚴峻，僱主都很
擔心，但並沒有權利要求外傭不放假，「唔畀
佢哋出去，佢哋都唔制啦」，只能提醒外傭注
意個人衞生。

僱主協會批執法寬鬆
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馬珊兒指出，

根據法例，外傭不能在僱主家庭以外過夜，外
傭和僱主都應謹守這項法例，否則有機會被檢
控。她續指，很多僱主都對近期較多外傭染疫
的情況擔憂，甚至有聘用外傭的老人家因焦慮
而需要向精神科醫生求醫，但外傭放假在外的
行為，僱主無法約束，只能勸喻，以及為外傭
提供足夠的口罩、防護衣物，並鼓勵她們早點
回家。
容馬珊兒又批評，部分政府部門對於外傭的

執法不嚴格，她曾見過外傭在維園擺攤賣食
物，但食環署人員未能及時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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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中秋節
將至，是闔家團圓聚餐的佳節。對於政
府會否進一步放寬限聚令，政府專家顧
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昨
日表示，相信政府會視乎疫情走勢，如
未來幾天沒有爆發酒樓、食肆相關的群
組感染，以及確診個案及不明來源比例
不算太高，有機會在中秋節長假期將現
時最多4人的限聚令鬆綁至6人，屆時
食肆可6人一枱。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
處主任張竹君則強調，中秋節長假市民
應減少聚會，若明知自己有不舒服就盡
量不要參加，亦盡量不要「太大班人」
聚會。
中秋佳節慶團圓，傳統都會一家大小

聚首食飯，但疫情下食肆限制最多4人
一枱。有市民說，現時情況只好留在家
中過節，「被迫在家中自己煮，要人多
一起才高興，出街又不可以太多人，若
分兩枱又沒意思。」有巿民則表示，希
望政府能進一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讓我們一大枱（在食肆進膳） ，多
些人更高興。」

餐廳「零訂座」改推豪華外賣
有經營18年餐廳的負責人更指出，

今年中秋節生意是歷來最差，至今仍

「零訂座」，打算推出「豪華版」外
賣，方便巿民在家聚餐，但估計只幫補
一兩成生意。香港餐飲聯業協會表示，
期望疫情趨穩定下，政府屆時能放寬每
枱人數限制。

須確保近日無食肆「爆疫」
許樹昌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政府

考慮放寬限聚人數的因素，包括未來數
天會否突然增加爆發個案，以及酒樓、
食肆有沒有大型爆發的情況，如果整體
確診個案不多，社區源頭不明個案比例
不高，以及無食肆「爆疫」，政府可能
在中秋節及國慶假期，將4人限聚人數
放寬至6人。
另外，酒吧、卡拉OK等處所上周
五獲准有條件重開，許樹昌說，有傳
媒拍攝到有酒吧不只是兩人一枱，形
容是高危活動。他說，食肆每張枱之
間加設膠板只是用來阻隔飛沫，但餐
廳內人多的話，飛沫濃度可以很高，
呼籲食肆盡量保持空氣流通，加設高
效能的空氣清新過濾器。
他又一再提醒食肆及酒吧要嚴守限

聚令，緊跟防疫措施，否則萬一再有
大型群組個案出現，食肆等處所再次
關門暫停營業，則得不償失。

許樹昌：中秋或准六人一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香港大學
公共衞生學院一名28歲女研究員早前確
診（個案編號5003），衞生署委託港大
採集其工作環境樣本，採集到的37個樣
本中，有14個對病毒呈陽性反應，但大
部分CT值偏高（代表病毒含量低），相
信不具傳染性，惟患者的滑鼠和椅子CT
值偏低，分別為29及26，病毒量多。專
家分析顯示，較大可能是女研究員在社區
感染病毒後，帶入辦公室環境，基因分析
結果亦吻合上述猜測。

大部分病毒不具傳染性
衞生防護中心早前表示，港大採集的

37個環境樣本中，有14個樣本對新冠病
毒呈陽性反應，41名實驗室工作人員被
列為密切接觸者，需要檢疫。衞生防護中
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指出，陽性樣
本的CT值介乎37至26，大部分都在30
以上，即已不具備傳染性，因為病毒需要
宿主，在環境中一段時間就會死亡。
不過，女患者的枱面、滑鼠和椅子驗出

的陽性樣本最多，其中椅子與滑鼠的CT
值偏低，分別為29及26。另外，她有時
經過與人聊天的地方、化驗所門柄等公用
設施也驗出陽性。

大機會從社區感染
張竹君表示，專家研究認為，較大可能
是女研究員在社區感染後，將病毒帶入工
作環境，而非從實驗室感染病毒。基因分
析結果亦證實，CT值最低的地方與病人
本身攜帶病毒基因最接近。她解釋，女患
者染病而不自知，手上可能帶有病毒，於
是「污染咗環境和到過的地方」，強調她
在實驗室處理樣本時，有跟足世衞組織的
規例。

有沒有可能是其他同事將病毒帶出實驗室？張竹
君說，如果別人將病毒出來，污染的會是患者辦公
以外的地方，明顯與樣本檢測結果不符。
她又指，衞生防護中心已向到過實驗室的300

多人派發樣本瓶做檢測，暫時檢測結果均呈陰
性。 因為實驗室地方大，有部分人與患者沒有接
觸，故實驗室仍維持部分運作，辦公室部分則已
關閉進行清潔。
港大公共衞生學院公共衞生實驗室科學分部主任

潘烈文昨日接受傳媒查詢時表示：「我們已做了很
多樣本，沒有一個人，除病人（女研究員）有陽性
反應外，此刻無直接證據指病毒在實驗室中處理時
引起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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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本港近期
的確診個案均以輸入個案為主，繼日前新
增19宗輸入個案，昨日再新增4宗輸入個
案，恐成新一波疫情的缺口。衞生防護中
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也形容，部分
鄰近地區的疫情嚴重，政府會不斷檢視指
定高危地區的入境限制。根據法例，來自
有關地區的抵港人士必須出示陰性的檢測
證明，以及抵港後入住指定酒店隔離14
天，惟有航空業人士表示，各地檢測證明
的式樣各有不同，甚至有國家的不法分子
出售黑市「健康證明」，難以分辨證明真
偽，加上部分人到低危地區轉機抵港，逃
避嚴格的入境檢疫，所以實施健康碼才能
徹底堵塞問題。

張竹君：應按標準劃高危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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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昨日新增6宗
確診個案，當中4宗為輸入個案，包括3人
是菲籍外傭，其中一人是早前馬尼拉宿舍
群組成員。張竹君形容，「有啲地方爆
（新冠肺炎）得犀利」，預料輸入個案仍

然持續，重申會不斷監察各地情況，檢視
有關地方疫情測試能力等，按各標準劃分
需否加入高危地方。
對於特定地區入境者須提交航班起飛前

72小時的陰性檢測報告，有專家建議收緊
至24小時，張竹君則認為現行的時限合
理，因考量到要先做檢測，取得檢測結果才
能上機，時間相當緊湊，「當然更好係上機
前一刻做檢測，但實際運作難做到。」
她續指，已檢視本港條例第599H章，並
於本月15日起已收緊法例的要求標準，若
一班抵港民航客機上，有5名或以上的乘
客確診，或連續兩班相同航空公司，從同
一地點抵港的民航客機上，有3名或以上
的乘客確診，涉事航空公司的相關航線會
被禁止着陸香港14天。
另外，根據條例第599H章，入境香港者
在抵港前14天內，曾在任何指明（高危）
地區停留，必須提供一份由化驗所或醫療
機構發出的新冠病毒核酸測試結果陰性證
明，而有關化驗所或醫療機構屬 ISO
15189認可或獲所在地方政府有關主管當
局承認或核准。來自有關地區的旅客，抵

港後也必須入住指定酒店隔離14天。

李永富：健康碼可簡化程序
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副主席李永

富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航空
從業員為乘客辦理登機手續時，難以分辨
有關檢測證明是否被認可，因為各地發出
的檢測證明，其式樣都有不同，他坦言：
「得個信字，雖然有聽聞係買（檢測結
果），（員工）冇權力去質疑份證明。」
他續指，員工亦很難得知入境者是否經高
風險地區轉機，因為牽涉到私隱，只能信
乘客填寫的健康申報表。
李永富認為，若能夠以健康碼方式進

行，由國家級認證相關檢測證明，屆時航
空公司員工只需核對相關資料，不需分辨
該證明是否被認可，程序能夠簡化。

梁子超：政府應消除灰色地帶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現時

入境檢疫指引存有灰色地帶，例如特區政
府規定，抵港人士要持有「72小時有效的
陰性檢測報告」，但到底是指採樣後計算
的72小時，還是報告出爐後計算72小時，
政府沒有明確界定，「如果樣本係上星期
留嘅，報告係昨日出，咁沒有實際作
用。」他建議特區政府可向航空公司發出
明確指引，例如認可哪些信譽良好的檢測
機構、只承認核酸檢測，「唔可以話所在
地方政府有關主管當局承認或核准就得，
因為有啲新檢測方式，人哋認可，但敏感
度比較低。」
對於有來自高危地區的人士，到低危地

區轉機再入境香港，避開嚴格的入境檢疫
制度，梁子超認為政府必須嚴打虛報健康
申報表的抵港人士，以增加阻嚇力，同時
他指出部分地區會在旅客出入境時在其旅
遊證件留下記錄，相關資料亦可作追蹤。

航空業倡實施健康碼堵檢疫漏洞

■疫情近日放緩，許樹昌表示，如未來幾天沒有爆發酒樓、食肆相關的群組感
染，食肆限令有望放寬。圖為本港一個商場內人山人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本港昨新增一名源頭不明個案，患者為一名曾於周末到「私竇」度假的外傭。圖為警方早前向外傭提醒限聚令措
施。 資料圖片

■本港近日新增多宗輸入確診個案，張竹君昨日也形容，部分鄰近地區的疫情嚴重，政
府會不斷檢視指定高危地區的入境限制。圖為本港機場。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