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疫情
整體新增個案 8宗

◆輸入個案 5宗（均來自印度）

◆不明源頭個案 0宗
◆有關聯本地個案 3宗

本地個案簡介

◆個案5041：30歲女外傭，居於屯門海
麗花園1座，無病徵

◆個案5042：14歲女，居於黃大仙樂富
邨樂民樓，9月20日發病

◆個案5043：23歲女外傭，居於紅磡福
年新樓A座，無病徵

註：屯門醫院一名曾在兒科病房留醫的4歲男
童初步確診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過去一周輸入確診個案
整體累計確診 71宗

◆輸入確診 45宗（佔整體63.4%）

個案來自地區

印度

菲律賓

尼泊爾

*英國

*阿根廷

註：只計算9月16日至22日期間確診個案

*有關地區並非在香港「高風險地區名
單」內；另外，過去一周瑞典、烏克
蘭、伊朗、法國、美國及多哥各有一宗
輸入個案，當中除美國外，其餘地區並
非「高風險地區」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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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本港的新冠確診個案持續增加，昨日新增八

宗確診個案中，五宗為輸入個案，均來自印度。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過去一周本港約有三分

之二為輸入個案，扭轉第三波疫情以本地個案為主

的趨勢。香港文匯報統計過去一周疫情數據發現，

英國、法國的輸入個案趨升，英國更是四大輸出國

之一，惟英國及其他疫情升溫的歐洲國家均未被納

入「高風險地區」，從有關地區來港毋須出示呈陰

性的檢測報告，抵港後也毋須到指定酒店隔離檢疫

14天，恐成新一波疫情的源頭。

輸入個案恐釀新一波疫情
疫情升溫國家未列「高風險區」抵港不必隔離14天或變抗疫缺口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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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本港新增八宗確診個案，五宗為輸入個案，均來自印
度，包括一名39歲男患者於本周日（20日）乘坐阿聯酋

航空的EK384抵港；另外四名患者，分別是40歲及36歲的女
子，及5歲和9歲的女童，她們於本月11日乘坐印度航空的
AI310航班抵港，均入住北角華美達盛景酒店，並於接受第二
個樣本檢測時呈陽性確診。AI310航班現已停飛至10月3日，
該航班亦曾於8月下旬停飛兩周。

三宗本地確診 屬有關聯個案
本地個案方面，新增三宗確診均與早前個案有關聯，是三名
介乎14歲至30歲的女子，包括兩名家傭，分別居於屯門海麗花
園和紅磡福年新樓，14歲女童則居於樂富邨樂民樓。

林鄭：會審視高風險區名單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過去一周本港約有三分
之二確診個案為輸入個案，扭轉第三波疫情本地個案為主的趨
勢，亦說明本地管控措施有成效，不過，若要完全避免輸入個
案有困難，衞生防護中心正審視高風險地區名單，有結果再作
公布。
林鄭月娥又指，衞生署至今已經啟動三次「熔斷機制」，即
抵港民航客機上如有累積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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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三名或以上
乘客，相關航班將禁止着陸香港14天。林鄭月娥認為本港已
實施非常嚴厲的入境管制措施，政府會持續監察世界各地最新
疫情發展。

一周45輸入個案佔63.4%
香港文匯報翻查資料，過去一周（本月16日至22日）香港

共錄得71宗確診個案，當中輸入個案有45宗（佔63.4%），
首三位的輸入個案國家分別是印度、菲律賓和尼泊爾（見表），
這些地區都是在「高風險地區」名單內，抵港者必須遵守嚴格
的入境檢疫安排；惟值得注意的是，第四位的英國和第五位的
阿根廷，分別有三宗及兩宗輸入個案，瑞典、法國等歐洲國家
則各有一宗輸入個案，這些地區並非「高風險地區」，從有關
地區來港毋須出示呈陰性的檢測報告，抵港後也毋須到指定酒
店隔離檢疫14天。

專家倡每月更新「高風險區」名單
政府抗疫督導委員會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
樹昌指出，香港的本地個案「近水尾」，不過，同時輸入個案
愈來愈多，尤其是英國、法國和西班牙等歐洲國家已開始爆發
新一波疫情，但大部分不在本港10個「高風險地區」名單內
（包括孟加拉、埃塞俄比亞、印度、印尼、哈薩克斯坦、尼泊
爾、巴基斯坦、菲律賓、南非及美國），他擔心這個缺口會令
香港觸發新一輪疫情，「以往七天的新增確診個案，法國有近
6.6萬宗，西班牙有5萬宗，英國也有2.5萬宗，歐洲這些國家
可能有第二波的爆發。」
他建議，政府每月更新「高風險地區」名單最少一次，因應
全球疫情作出適當的圍堵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昨日宣布，原定明日（周
四）午夜屆滿的社交距離措施，包括
四人限聚令等，維持「原封不動」，
延長七天至下月 1日中秋節。她強
調，本港疫情持續緩和，不過社區仍
存在隱形傳播鏈，市民不應鬆懈。政
府顧問專家、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
授許樹昌則表示，本地新增確診個案
趨跌，源頭不明個案整體偏低，認為
若中秋節過後沒有酒樓食肆的相關群
組出現大型爆發，相信政府會調整防
疫措施。
餐飲業界等期望中秋前能進一步獲

放寬規限，包括可增加每枱食客人數

及再延長堂食時間。不過，林鄭月娥
昨晨出席行政會議前指出，上周二已
預告很難於一周內再進一步放寬社交
距離措施，宣布明日（周四）午夜屆
滿的社交距離措施，將延長七天至10
月1日，食衞局局長今日將公布相關
指示，大體上是繼續目前的措施，沒
有大改變。

林鄭：社區仍有「隱者」勿鬆懈
她表示，過去一周錄得的23宗本地

個案中，有七宗屬源頭未明，大概平
均是每日一宗，顯示第三波疫情是持
續緩和，但仍有源頭不明個案，社區
有隱形傳播鏈，呼籲市民不應亦不能

鬆懈，尤其學校今天起分階段復課，
所以更需要小心。
她又說，上周二公布第四階段放寬
社交距離措施，絕大部分場所於滿足
一些防疫要求下已重新開放，但為避
免疫情反彈，市民及處所營運者必須
要自律，嚴格遵守防疫措施，相關部
門亦會加強執法。

專家：若中秋無爆疫可再放鬆
許樹昌昨日於電台節目上指出，近日

本地新增確診數目有下降趨勢，當中來
歷不明的比例有時仍然較高，不過整體
偏低，相信本港疫情仍存在變數。
他認為，如果中秋節後，沒有酒樓

食肆的相關爆發一段時間，相信政府
會調整防疫措施，可把限聚令等放寬
至六人。不過，他強調最理想當然是
本地個案零確診，但目前仍比較遙
遠，因此政府要平衡抗疫需要和業界
生存空間，「重開食肆晚巿堂食初
期，每枱最多兩人。政府都觀察了三
個星期，沒有相關爆發，才放寬至每
枱最多四人，相信政府都會跟隨這個
原則去做，若有一段時間，一枱四人
都沒有出現相關爆發，可能會再放鬆
少少。」他並估計，下周中秋節和國
慶假期未必有大型慶祝宴會，如只舉
行相關儀式並控制入場人數，可減低
風險。

堂食限聚四人延長至中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屯門醫院昨晚公布，一名曾在
該院兒科病房留醫的4歲男童，
初步確診新冠肺炎。該名男童
上周五（18日）曾在該院兒科
病房逗留近兩個小時，而同房
10名病童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需要檢疫14天，另一負責清潔
洗手間的運作助理亦要檢疫。
屯門醫院發言人表示，該名4

歲男童前日（21日）深夜因出
現呼吸道感染症狀，到急症室
求診，再轉送兒科隔離病房留
醫。院方安排男童進行病毒檢
測，初步結果呈陽性。男童現
於兒科隔離病房留醫，情況穩
定。
發言人續說，該名男童本身

有長期病患，需要定時接受治
療，他最近一次於上周五（18
日）上午，於該院兒科病房逗

留近兩個小時，不過，他當時
並無出現呼吸道感染症狀，而
且大部分時間佩戴口罩。
該院感染控制組在得知男童

檢測結果後展開調查，追蹤當
日在兒科病房與他有接觸的醫
護人員及同房病童，結果10名
曾與確診男童同房的病童被列

為密切接觸者，需要接受14天
隔離檢疫。同房另外6名病童需
要接受28天醫學監察，而一名
負責清潔病人洗手間的運作助
理，由於沒有佩戴全面罩，亦
需接受14天隔離檢疫。
發言人表示，已安排有關病

房徹底清潔消毒。

屯院4歲童「初確」11病童員工隔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醫管
局為應付疫情減少非緊急服務以騰
出人手及病房，部分長期病患者覆
診安排需要延長。醫管局總行政經
理（聯網運作）張子峯昨日表示，
受疫情影響，非緊急服務在首兩波
疫情時較去年同期下跌四五成，而
隨着疫情放緩，將逐步恢復非緊急
服務，有需要時加開周末節數，並
將視乎下月疫情情況，放寬部分非
緊急醫院探訪安排。
張子峯昨日指出，第一波至第二
波疫情期間，公立醫院非緊急服務
延遲情況嚴重，內科、骨科、外科
的入院人數較去年同期下跌五成，
當中耳鼻喉科情況最嚴重，現時已
恢復約七成服務。
另外，專科門診同樣大跌四成，
醫管局除安排免診取藥，亦有市民
主動改期覆診甚至不覆診，第三波
疫情期間，覆診人數則較去年同期
則下跌了兩成。他直言只要疫情未

完結，服務難以恢復以往水平，病
人多少會受影響。

提供特別酬金 周末加班
他表示，醫管局會逐步恢復更多

非緊急服務，並在本月底開始，向
醫護人員提供特別酬金，以加開非
緊急及預約服務周末節數，包括提
供手術、心臟檢查、內視鏡等較低
風險服務，暫預計至11月。
另外，醫管局亦善用科技如利用

遙距視像診症、以視像康復及遙距
監察等為病人做適切會診，並會優
化HA Go「預約普通科門診」應用程
式，於年底推出照顧者模式供患者
的照顧者使用。
他指出，因現仍有源頭不明個

案，為免有隱形患者把病毒帶到醫
院，家屬現只能透過視像系統探
病，但因應一些長期病患者的需
要，若10月1日假期後五六天，也
沒有源頭不明個案出現，則將考慮
恢復康復病院、非急症醫院的探病
安排，初步構思為每周一次，每次
讓一名家屬探病，且家屬需做好量
體溫及戴手套等防護措施。
他補充，在公私營合作計劃下，

疫情期間有2.5萬名市民轉到私營醫
院接受磁力共振和電腦掃描檢查，
2,000名病人接受大腸鏡篩查，另分
別有600名及200名病人接受胃鏡和
泌尿科治療，亦有數十名接受癌症
電療治療。

疫情累醫局非緊急服務跌五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疫情爆發至今，已
有超過4,700名患者病癒出院。為向康復者提供全
面性的復康護理，香港浸會大學推出「香港新冠復康
行動」計劃，結合心肺及阻力運動訓練和及服用中草
藥，改善康復者的新陳代謝及免疫系統功能，該計
劃將招募約170名康復者免費參與。
浸大副校長（研究及拓展）及計算機科學系教授

郭毅可昨日在記者會上解釋，現時大部分涉及新冠
肺炎的醫療資源，均應用在病人篩查、檢測及治
療，以及開發疫苗方面，病人復康一環卻被忽略，
故推出首個根據臨床實證而建立的復康計劃，冀可
全面令病人得益。
他指出，新冠肺炎康復者或會經歷許多令人身心

衰弱的變化，例如氣促、肺功能受損、抑鬱等。為
解決這些問題，團隊設計的復康計劃，把心肺運
動、阻力訓練和呼吸肌肉訓練，與中草藥結合，以
改善康復者的新陳代謝和免疫系統功能，以及與肺
部問題相關的臨床症狀。
團隊將招募約170名主要曾出現肺纖維化，以及
其他相關病症和心理健康狀況的康復者，免費參與
為期三個月的計劃，有關計劃將運作至2022年12
月。參加者將被安排接受不同療程組合的復康護理

方案。浸大會透過網上實時平台，指導參加者進行
遙距運動訓練，中醫師則會安排他們服用有滋陰潤
肺功效的中草藥處方。所有參加者均會在後續三個
月接受跟進，並進行三次功能評估，包括血液、尿
液及糞便測試。
為評估計劃成效，郭毅可表示，團隊將於病癒者

接受心肺運動、阻力訓練、呼吸肌肉訓練及服用中
草藥後，採用多種生物化學測試，評估他們整體的
新陳代謝及腸道菌群功能改善狀況，並評估改善及
復康質素。

浸大招募170患者 試中草藥助康復

■屯門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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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

■本港昨日新增共八宗確診個案，當中只有三宗屬本地個案。圖為在中環港鐵站人來人往，大多市民
均佩戴口罩。 中通社

■浸大推出「香港新冠復康行動」計劃，將招募約
170名康復者參與。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聯網運作）張
子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