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冬季或會再爆
發新一波疫情，醫院管理局主席范鴻齡昨日表示，
醫管局正準備應對，包括增加隔離病床數目，及將
非緊急手術外判給私營醫療機構，而局方正編排人
手，相信有足夠資源應付或出現的第四波疫情。他
並透露，公立醫院亦正研究設立護士診所，減少長
期病患者對醫院及人手的需求。
范鴻齡昨晨接受出電台訪問時表示，第三波疫情
至今已大致受控，醫管局正準備應對可能出現的第
四波疫情，包括在亞洲國際博覽館及鄰近空地增建
的社區治療設施和臨時醫院，連同公立醫院原有設
備，將可令本港隔離病床增至4,500張。
他續說，醫管局亦正以公私營合作，外判非
緊急手術，但未必會邀請私家醫生到醫院工
作：「我哋同事已經準備咗人手，佢哋已經開
始編排了，照佢哋估計，如果疫情並非爆發得

好嚴重，我哋應該係可以應付嘅。私家醫生有
佢哋嘅難處，佢哋好多都有自己嘅診所，如果
你話要佢哋嚟公營醫院，如果要直接參與診治
傳染病，我認為佢哋要考慮。」

研設護士診所分流長期病患
被問及醫院的日常運作，他表示正研究方案，讓

糖尿病等長期病患者毋須每次覆診也要見醫生：
「如果呢類病情穩定病人，每次返嚟覆診時，唔需
要每次都一定同邊一位醫生會面，而係可以由資深
護士，例如成立護士診所，預備為佢檢查，當然護
士診所由醫生監管，但唔係每一個病人都需要同醫
生會面，我又可以將醫生嘅工作量分流。」
第四波疫情很可能與冬季流感高峰期重疊，范鴻
齡提醒巿民，若同時感染流感以及新冠病毒，病情
有可能會更嚴重，故市民應盡早接種流感疫苗。

醫局備戰「第四波」加床位外判手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日網上流傳65
歲公眾人士，可到指定社福機構排隊即可領取百
佳超級市場現金食物券，百佳超市昨日作出澄
清，否認有關安排，強調百佳所有現金食物券均
經由合作社福機構直接評估服務對象需要，並代
為派發予合資格有需要者，受惠者毋須申請及排

隊輪候，呼籲市民對假消息提高警覺。發言人又
說，現金食物券現正籌備當中，派發詳情稍後公
布。
百佳早前獲政府第二輪保就業計劃批出1.6億元
補貼，在政府規定下推出8,100萬元回饋計劃，包
括向合資格人士派發200元現金食物券。

百佳擬派食物券 毋須申請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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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找出
社區隱形患者，特區政府昨日起於全
港設立11個臨時檢測套裝派發及收集
中心，再次向的士及小巴司機免費派
發樣本瓶，但昨日首天反應冷淡，不
少收派處上午一直「未發市」，有不願
接受檢測的小巴司機表示，兩個月前
已檢測過，沒有必要重複檢測；也有
人認為，檢測後亦有機會染疫，情願
等有病徵時到診所求醫。

推廣反應冷 僅小部分「買安心」
政府昨日起在全港設立11個臨時收

派處，稍後更再增至14個收派處，的
士及小巴司機可前往，出示有效司機
證以索取檢測套裝，但昨日的反應冷
淡。其中，九龍塘(沙福道)公共運輸交
匯處的收派處，職員一早到場準備300
多份檢測套裝，但上午一直「未發
市」，有職員遂主動向路過的司機宣

傳檢測服務。
堅尼地城小巴總站的樣本收派處，

「開檔」首1.5小時，只派出兩個檢測
套裝；灣仔馬師道一個油站的收派
處，截至昨午1時派出4個檢測套裝。
有領取樣本瓶的的士司機表示，之前
政府幾次檢測計劃他也有參加，「今
次已是第4次做，因為家中有長者，再
做檢測可令家人更安心，而且係免費
檢測，重複再做都無蝕底，買個安心
咋！」
不過，拒絕檢測的司機仍屬多數，

有小巴司機解釋：「兩個月前先參加
過，唔使再做啦，平時做好個人衞生
就得啦。」也有司機表示，檢測只反
應當刻有否感染，質疑成效，「今日
檢測陰性唔代表之後唔會感染，無乜
意思，情願第日有病徵時，直接到診
所求醫。」也有司機認為，政府的宣
傳不足，「都唔知今日（昨日）有得
驗。」
運輸署表示，今期的司機病毒檢測

分為兩輪進行，首輪由昨日起至本月
16日；第二輪則由本月27日起至下月
9日，其間任何時候都可以去取樣本
樽，毋須特別預約。

司機懶再檢測 有病徵方求醫

確診個案
輸入個案：

◆個案5106：27歲女，外傭，從菲律賓
乘搭CX906航班，10月1
日抵港，無病徵

◆個案5108：34歲男，由印度經阿聯酋
乘搭EK384航班於9月30
日抵港，無病徵

◆個案5109：30歲男，由英國經荷蘭阿
姆斯特丹乘搭KL887
航班於9月30日抵
港，無病徵

新增
確診個案

◆整體確診宗數 4宗
◆輸入個案 3宗
◆不明源頭個案 1宗

1010月月33日疫情日疫情

確診個案
本地個案：

◆個案5107：22歲男
居於沙田翠嶺山莊2座，香港專業教育
學院（IVE）李惠利分校學生，9月23
日曾與友人到尖沙咀利就商業大廈3樓
「China Secret」酒吧聚會，9月29日
發病，當日曾回校上課

＊註：日前確診的26歲泰國女子（個案編

號 5098），滯港期間也在同一

酒吧工作，張竹君指，正在追

查兩案是否有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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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本港再多4宗確診個案，當中3宗為輸入個案，患
者分別來自印度、菲律賓及英國，1宗為本地不明源

頭個案。該宗本地個案為22歲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男
生，就讀於將軍澳李惠利分校，住在沙田翠嶺山莊2座。

政府正追蹤酒吧職員顧客
患者上周二（29日）開始咳嗽，當日最後一天上學，翌
日到急症室求醫後確診。他的兩名同學及同住家人被列為
密切接觸者，需要檢疫14天。該校需要停課14天，校園
2,000多名師生會安排做病毒測試，住所同幢大廈居民亦會
獲派樣本瓶。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在疫情簡報會上表
示，患者平日除返學外，一般在家，無特別社交活動，但
曾於潛伏期內的9月23日與友人聚會，地點為尖沙咀利就
商業大廈3樓的「China Secret」酒吧。中心已聯絡酒吧負
責人，會安排酒吧員工做病毒測試，中心亦會聯絡當日的
顧客安排檢測。該酒吧暫未有初步陽性個案。
據悉，日前確診的26歲泰國女子（個案編號5098），滯港
期間也在該酒吧工作，張竹君指，正在追查兩案是否有關
連。但由於語言不通，中心至今仍未掌握該名泰籍女患者的
潛伏期間行蹤，已就案件尋求警方協助及進行調查。
政府專家顧問、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學校現在實行半日上課制，一
般不會組織接觸性體育活動或早會等大型聚
集，應該不會引發大型校園感染群組，但穩
妥起見，停課及做檢測都有助控制疫情。
本港已連續第4天出現不明源頭個案，過去

7日，不明源頭個案累計有6宗。許樹昌指，有
關情況令人擔心，承認情況不太理想，但預計
這種現象仍會持續一段時間。他說，「我唔太驚
輸入個案，因為有檢疫期，一般不會傳入社區；
但本地出現無源頭個案，說明社區有人感染但自
己不知道，這些人士的密切接觸者也會很危
險。」他並呼籲，有輕微病徵的市民應盡量利用醫
管局門診的派樽服務，盡早留樣本檢測。
至於政府近日放寬的限聚令是否需要再收緊，許
樹昌認為，限聚令剛剛放寬，需要再觀察一段時
間，看是否有大型爆發，現階段不需要即刻收緊。
患者所讀的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表示，前日獲悉有
學生確診，患者上課期間有佩戴口罩，與其有緊密
接觸的兩名同學已安排檢疫，患者同班同學亦會接
受醫學監察。學院會向曾於上星期二（29日）回校
的師生，派發樣本瓶，並全面清潔及消毒校舍。

本港第三波新冠肺炎

疫情仍未斷尾，昨日再

多一宗本地不明源頭個

案，使過去7日，累計有6宗源頭不明個案。昨日新確診者為22

歲IVE將軍澳李惠利分校男生，潛伏期曾到尖沙咀「China Se-

cret」酒吧與友人聚會，據悉日前確診的泰籍女患者也在該酒吧

工作，衞生防護中心將向涉事酒吧員工安排進行病毒測試，患者

就讀的學校會停課14天，校內2,000多名師生將接受病毒檢測。

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表示，接連出現不明源頭個案顯示社區仍有

不少隱形傳播鏈，情況令人憂慮，並相信情況會持續一段時間，

呼籲有輕微病徵的市民盡量到醫管局門診領取樣本瓶做測試。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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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確診的22歲IVE男生（個案5107）報稱曾於9月23日去過尖沙
咀利就商業大廈的「China Secret」酒吧，日前確診的26歲泰國女遊
客亦曾在該酒吧任職陪酒女郎。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酒牌局的持牌酒

吧名單，沒有一間持牌酒吧與「China Secret」同名，但上址
有一間名為「CLUB BRO」的持牌酒吧登記。今年上半年本
港第二波疫情期間，酒吧及樂隊感染群組涉及103名確診
者，令人擔憂酒吧會再次成為爆疫溫床。

香港文匯報記者到「China Secret」了解，酒吧貼有食
環署批出的「持牌小食食肆」牌照，卻沒有展示酒牌。
記者遂翻查酒牌局的持牌酒吧名單，亦榜上無名，
但同一地址則有一間名為「CLUB BRO」的持牌
酒吧登記，牌照有效期至明年5月11日。

據附近街坊透露，「China Secret」經常有年
輕女子出入，部分是東南亞裔，每天打扮得非常
妖艷，「近年才有這些人出入，好多都係泰妹，
吸引唔少男仔嚟消遣。」

衞生防護中心早前公布，該名26歲泰籍女遊
客3月中旬起一直滯留香港，近日準備返泰前
確診。她平日一般在尖沙咀一帶活動，曾在尖
沙咀利園賓館居住一個多月，其間通常去海
港城購物及吃飯。

有指該名泰籍女子曾向衞生署隱瞞行蹤，
也沒有透露自己的職業，但消息指她曾在尖
沙咀利就商業大廈的「China Secret」酒
吧陪酒，並與十多名泰國女子同住於酒吧
提供的宿舍。被問及有關情況，衞生防護
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在疫情記者
會上表示不清楚情況，多謝記者提供的
信息，中心已委託警方追查該患者的行
蹤。

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酒吧屬高危地方，本港
第二波疫情期間曾有酒吧及樂隊群組
涉及多達103宗感染個案，應特別注
意防疫。根據第599F條例，酒吧等處
所可於10月1日起有條件恢復現場表
演。許樹昌提醒，表演樂隊與觀眾一定
要有足夠距離，不能出現歌手走入用餐
區演唱的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無貼同名酒牌無貼同名酒牌
「泰妹」引客聚集

◆◆同址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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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酒吧位於尖沙咀利就商業大廈內，但並沒有
貼出酒牌（小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附近有多家酒吧均正常營業，其中有酒客毫無防疫意識「密密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政府再次向的士及小巴司機政府再次向的士及小巴司機
免費派發樣本瓶免費派發樣本瓶，，但昨日首天但昨日首天
反應冷淡反應冷淡。。 有線新聞截圖有線新聞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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