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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新冠肺炎輸入

個案持續增加，昨日

再多七宗確診個案。

其中只有三宗屬本地個案，患者均與早前確診者有流行病學

關連；另外四宗屬輸入個案，當中三人來自菲律賓、一人來

自英國。據香港文匯報統計，本港過去四周已累計有七宗來

自英國的輸入個案，是第四大輸入源頭，不過香港迄今未把

英國列入高風險地區名單內。為防止輸入個案觸發新一波疫

情， 特區政府昨日宣布，10月1日起將英國加入高風險地區

名單內，有關地區抵港的人必須持陰性檢測報告，以及到指

定酒店隔離檢疫14天。但有專家認為，除了英國，法國及西

班牙等國家疫情亦嚴峻，建議政府一併將這些地方加入高風

險名單中。

英下月起列高風險區
到港須持陰性檢測報告 赴指定酒店檢疫14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醫局發信要求罷工醫護解釋缺勤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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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新增四宗輸入個案均無病徵。第5051宗個案是一名32歲女子，屬
於機組人員，9月22日從英國倫敦抵港，乘坐英國航空BA031航

班，抵港後入住赤鱲角香港天際萬豪酒店。其餘三宗個案均是來自菲律賓
的外傭。
目前香港公布的高風險地區名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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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及美國共10個國
家。英國、法國及西班牙等疫情嚴峻國家尚未被列入名單內。

頭五輸入確診地 僅英未入「名單」
惟歐洲近日的疫情大反彈，英國每天新增數千宗確診個案，從英國輸入
香港的個案也隨之增加。香港文匯報翻查資料，截至昨日，過去四周錄得
並有外遊記錄的確診個案中，來自印度的個案居首位，有40宗；第二是
菲律賓，有36宗；第三是尼泊爾，有8宗；第四是英國，有7宗；第五是
巴基斯坦，有6宗。然而，上述首五位高危地區中，只有英國一直未被列
入高風險地區名單（見表）。
特區政府昨日宣布，新增英國為高風險地區，向從英國抵港的人實施檢
測及檢疫安排，由10月1日起生效。屆時，抵港前14天內曾於英國等高
風險地區停留的人，須持有新冠病毒的陰性檢測結果，以及已訂住本港酒
店最少14天的證明。相關人等須到衞生署的臨時樣本採集中心收集深喉
唾液樣本，如檢測結果呈陰性，他們將獲准前往已預約的酒店，繼續完成
14天的強制檢疫。

專家倡檢疫者入住隔離設施
不過，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除了英國，法國及西班牙等國家
疫情亦嚴峻，建議政府優先考慮把這些地方加入名單之中，同時要留意轉
機來港的人所帶來的風險，因為很多旅客是在這些地方轉機來港。
他又說，為防範第四波疫情，政府須正視是否要收緊整個檢疫安排，包

括即使不是在名單內的地區也要遵守嚴格的檢疫安排。他直言，把檢疫者
安排在不同酒店，做法不理想，應考慮善用建好的隔離設施或安排定點酒
店，讓須檢疫者入住。

三宗本地確診全有關連
此外，昨日新增三宗本地個案都與早前確診者有關連（見表）。第5055
宗個案是一名52歲男子，9月21日發病，患者在傳染期入住檢疫中心；第
5056宗個案是一名44歲女子，9月20日發病，住在天水圍嘉湖山莊景湖
居七座；第5057宗個案是一名50歲女子，9月22日發病，居於屯門建生
邨泰生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第三波疫
情近日雖然稍為緩和，但不少專家提
醒，冬季香港或再掀起新一波疫情，醫
院管理局表示，會繼續為疫情惡化作好
準備，包括由下周一起，將派發深喉唾
液樣本包的普通科門診數目增至46間，
有助及早找出隱形患者。另外，因應居
於內地的港人受疫情影響未能返港覆
診，政府將安排他們到港大深圳醫院覆
診，病人可以自行向「醫健通」辦事處
申請索取在醫管局的病歷記錄，供深圳
醫院參考。
近日新增的新冠肺炎確診數字雖然有
所減少，但間中仍有源頭不明個案，醫

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重申，加強檢測是
防疫抗疫工作的重要一環，下周一起，
派發深喉唾液樣本包的普通科門診數目
會由現時的31間增至46間，當中包括位
於長洲和南丫島等離島的診所，而每日
派發的樣本包數目更會由現時的超過
2,000個倍增至4,000個；診所派發和收
集樣本包的時間則維持不變。
高拔陞透露，近日，醫管局每天只收

回數百個樣本進行檢測，相信檢測能力
於短期內足以應付需求，對於有意見希
望醫管局增加派發樣本包和收集樣本的
時段，他解釋每日都有不少病人要到診
所接受治療，計劃需同時考慮如何保持

社交距離，避免門診出現人群聚集。
在疫情緩和下，不少病人家屬都希望

公立醫院可以恢復探病安排，不過，高
拔陞指下周將有長假期，市民或有較多
社交活動，擔心疫情會反覆，強調要審
慎處理，醫管局希望觀察假期後的疫情
再決定探病安排。

擬助內地港人到港大深圳醫院覆診
另外，政府日前提出資助因為疫情而未

能返港的醫管局病人到港大深圳醫院覆
診，高拔陞表示，計劃的初步構思是有需
要病人可以自行向「醫健通」辦事處申請
自己病歷記錄，辦事處的職員之後會下載
相關記錄，在加密處理後傳送給病人，方
便港大深醫院的醫生查閱病人病歷。
不過，高拔陞強調計劃詳情仍未有定

案，包括哪類醫管局病人可以獲資助在
港大深圳醫院求醫亦未有定案，他解
釋，需接受腫瘤治療等病人如果可以由
同一醫生跟進治療較為理想。
他又透露，現階段只敲定一個大原

則，就是到深圳醫院求醫所獲的資助
額，不高於香港治療費用，涉及資助額
估計會與在醫管局接受治療相若。
醫管局並已就爆發下一波疫情做準

備，包括積極為社區治療設施和臨時醫
院準備人手、購置藥物和醫療設備，醫
管局在臨時醫院建成後，全港會有4,500
個床位應對新冠肺炎，屆時醫管局會以
三級制分流病人，安排情況最嚴重的病
人在正式醫院留醫、情況較佳的則到臨
時醫院，而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則收治
病情最輕微的病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黑醫護組織「醫管局
員工陣線」今年2月發動罷工，脅迫政府採取所謂
「封關」措施，防止疫情傳入，事隔大半年罔顧病人
生死的罷工醫護，終要為事件「找數」。醫管局主席
范鴻齡表示，該局已經取得法律意見，將向數以千名
曾經參與罷工的醫護發信，要求他們解釋當日缺勤原
因，之後再決定如何跟進。惟他拒評會以什麼方式進
行處分及處分是否包括解僱，僅稱「解僱一個同事係
好極端嘅行為」，亦需交由行政委員會及其他大會成
員認可。
范鴻齡重申，醫管局會以合情、合理、合法的方
式，按法律意見跟進罷工行動。他透露，醫管局人事

部正準備向罷工行動期間沒有上班的員工發信，要求
解釋缺勤原因，但指涉及人數以千計，未知什麼時候
會正式發信。
醫管局會在接觸涉事員工，了解缺勤原因後再按
法律意見決定下一步行動，范鴻齡拒絕評論會以什麼
方式進行處分及處分是否包括解僱，僅稱「解僱一個
同事係好極端行為，除非情況非常嚴重，係唔可以輕
易用」。他並指，醫管局訂出如何處分涉事員工後，
相關決定亦需獲行政委員會和其他大會成員認可。

已啟程序聘人力資源主管
罷工行動進行期間，時任醫院管理局人力資源主

管彭飛舟曾表明會追究罷工員工，上月他則以私人理
由向醫管局請辭。范鴻齡表示，醫管局在他請辭後已
立即啟動招聘程序，下星期會安排相關人選面試，其
職位空缺後一直由另一資深醫生暫代，強調人力資源
主管職位懸空不會影響部門正常運作。
「醫管局員工陣線」今年2月3日至7日期間發起
罷工，其間公立醫院運作受嚴重影響，新生嬰兒深切
治療部及急症室等多個部門都出現人手緊張情況，有
醫院要關閉部分急症室病房，亦有癌症手術因而要延
期，政府最終雖然未有答應工會訴求，但工會亦因為
行動引發民憤，及罷工者內部分歧而在投票後決定終
止行動。

昨日疫情昨日疫情
整體新增確診 7宗

◆本地個案 3宗
(全為有關連個案，無源頭不明個案)

個案
編號

5055

5056

5057

◆輸入個案 4宗

個案
編號

5051

5052

5053

5054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背景

52歲男子，9月21日發病，患者
在傳染期住在檢疫中心

44歲女子，9月20日發病，居於
天水圍嘉湖山莊景湖居7座

50歲女子，9月22日發病，居於
屯門建生邨泰生樓

背景

32歲女子，機組人員，9月22日
從英國倫敦抵港，乘坐英國航空
BA031航班，住天際萬豪酒店

31歲女子，菲律賓外傭，9月12
日乘坐國泰航空CX 906由馬尼
拉來港，住灣仔帝盛酒店

40歲女子，菲律賓外傭，9月12
日乘坐菲律賓航空 PR 300由馬
尼拉來港，住灣仔帝盛酒店

40歲女子，菲律賓外傭，9月12
日乘坐國泰航空CX 906由馬尼
拉來港，住油麻地香港海景絲麗
酒店

英國新冠疫情反彈，部分
於當地升學的港生計劃返
港，勢掀返港「避疫潮」。
在特區政府昨日宣布下周四
（10月1日）起對英國抵港

者實施更嚴格的檢疫安排後，部分人打退堂
鼓。有海外升學顧問表示，昨日接獲大量家
長查詢，得悉香港新的檢疫安排，加上英國
當地有可能「封城」，不少家長認為子女留
在當地較安全，打消安排子女回港過聖誕節
的念頭，或改為明年復活節假期才考慮返
港。
英國每天確診個案持續數以千計，部分

香港留學生也選擇返港，Mark是其中一
人。他越洋接受視像訪問時表示，寄宿學校
同級有人最近確診，雖然他於暑假後飛回英
國開學不足一個月，但因擔心個案會增多，
最後決定回港，Mark指出：「（回港）父
母安心很多。在英國的人不太戴口罩。我返
港可以選擇網上授課，學校會給額外支
援。」
不過，有留學生就決定繼續留英。Zion

說：「家人有信息畀我，叫我小心，他也沒
有叫我立刻回來。如果很嚴重的時候，全部
人也會湧回香港，機場或飛機上染病機會也
很大，所以我們留在英國。」
英識教育執行董事陳思銘表示，到英國
就讀中小學的學生，早於9月初或之前已到

達當地。在特區政府對英國抵港者實施更嚴
格檢疫安排的消息傳出後，該公司昨日就接
到大量家長查詢留英子女在聖誕節回港的檢
疫安排。
他表示，當地10月慣常有約兩星期的

「期中假」，以往小部分家長會安排子女回
港，不過，今年遇上疫情，故沒聽聞家長會
安排子女在「期中假」回港。不少家長因擔
心航班上有感染風險，又得悉子女回港後需
要到酒店隔離，因此傾向打消安排子女回港
過聖誕的安排。
陳思銘解釋，香港留學生若決定回港，
在英國登機前需要取得檢測證明，亦未必容
易。「一般私立寄宿學校有提供檢測，但公
立或大學則未必有提供，學生可能要透過當
地醫療體系，排隊輪候接受檢測。」

如英「封城」感染機會減
對英國政府近日「放風」稱不排除再次
封城，陳思銘表示，多數中小學生家長歡迎
做法，認為更安全：「英國私立學校協會下
的寄宿中小學，已採取足夠防疫措施，除了
要戴口罩，學生只會與指定群組接觸，加上
學校多數遠離大城市，空間大，家長擔心大
減；若政府宣布英國倫敦及伯明翰等地『封
城』，更可避免子女在聖誕相約朋友外出，
減少受感染的機會，減低家長的焦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檢疫更趨嚴格 留英生打消聖誕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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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四周輸入分布
國家/地區

印度

菲律賓

尼泊爾

英國

巴基斯坦

美國

阿根廷、比利時、
埃塞俄比亞、伊朗、
俄羅斯、烏克蘭

阿聯酋、巴林、
孟加拉、法國、

印尼、日本、韓國、
挪威、卡塔爾、
盧旺達、西班牙、

瑞典、多哥

註一：截至9月24日止
註二：部分個案到訪多於一個國家/地區

目前十個高風險國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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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宗數

40

36

8

7

6

3

各2宗

各1宗

百分比

32%

28.8%

6.4%

5.6%

4.8%

2.4%

各1.6%

各0.8%

門診派「樣本包」尋「隱者」下周增至46間

■范鴻齡 資料圖片

■特區政府昨日宣布，10月1日起將英國加入高風險地區名單內，有關地區抵港的人必須
持陰性檢測報告，以及到指定酒店隔離檢疫14天。圖為今年3月疫情爆發，不少港人乘多
班由英國倫敦出發的客機趕返香港。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