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疫情

新增個案

新增確診個案：6宗

輸入個案：3宗

有關聯個案：3宗

初步確診：少於10宗

新增個案資料

國寶之家群組
‧個案5174：55歲男，國寶之家院友，
10月8日發病，由檢疫中心送院

China Secret/豪麗大廈群組
‧個案 5175：29歲男，宏利保險代理
人，居於深水埗明德大廈，在觀塘宏利金
融中心上班，9月23日到訪China Secret
酒吧，10月1日到金馬倫道Virgo Bar &
Restaurant酒吧，無病徵

帝苑酒店群組
‧個案5176：41歲女，居於東涌映灣園3
期悅濤軒9座，為帝苑酒店3樓Sabatini
意大利餐廳35歲男侍應（個案5163）同
住家人，10月6日發病

輸入個案
‧個案5171、5172及5173 ：分別為19
歲男子、7歲男童和24歲女子，均於10月
8日由印度乘AI314航班抵港，全部無病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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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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群組分別再增一人染疫
昨增6宗確診個案 連續10天後終無不明源頭

��(���
新冠病毒疫情近日反彈，衞生防護中心公布昨日新增6宗確診個案，當中3宗為本地有關聯個案，

而不明源頭個案連續出現10天後，昨日終於未再出現。3宗本地個案當中，帝苑酒店群組再有一人

確診，患者為酒店意大利餐廳染疫男侍應的家人，而殘疾院舍「國寶之家」群組及China Secret酒

吧群組亦分別再有一人染疫。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曾祈殷指出，昨日雖沒有不明源頭個案，但目

前疫情不穩定，需要觀察酒店群組是否有更多人受感染，呼籲曾到帝苑酒店用餐的「街客」檢測，強調未來七天是關鍵。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第三波
新冠疫情期間有多間院舍爆發疫情，而
殘疾院舍「國寶之家」群組昨日再多一
人確診，令該群組感染人數增至13人。
有業界人士指出，相比起安老院舍，殘
疾人士院舍更難做好防疫措施，部分院
友不聽從指示，故建議政府在殘疾院舍
加強檢測，並安排精神科醫生上門診
症，減少院友外出覆診的機會。
衞生防護中心日前便表示，「國寶

之家」部分院友未有戴好口罩，有院
友在院舍內自由行動，甚至可離開院
舍。以上種種情況，更有可能增加病
毒爆發風險。
中小企國際聯盟安老及殘疾服務聯

會主席李伯英昨日在電台節目上便指

出，入住殘疾院舍的院友，亦包括精
神康復者、智障人士，或者是有自
閉、多動及有情緒問題的人，部分院
友沒有自理能力，有的則不會理會他
人，更有部分院友不戴口罩，或者有
些表面上會聽勸喻戴上口罩，但轉身
便會將口罩棄掉，因此較安老院舍更
難做好防疫工作。
他認為政府應在院舍加強檢測，由

社會福利署或其他部門為所有院友進
行病毒檢試，讓業界得知院舍有否院
友染疫。他表示院舍亦要作出配合，
檢測證實沒有人受感染後，就要想辦
法不讓院友自行外出。他並期望政府
可安排精神科醫生到院舍應診，減少
院友外出的機會。

業界倡加強殘疾院舍檢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新
冠病毒疫情反彈，本港上月29日全面
復課後，先後有學生確診感染新冠病
毒，不少家長憂慮疫情下學生感染的
風險增加，而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
指出，已去信學校做足防疫措施，並
暫緩舉辦大型活動，而局方在復課前
已與學校有共識，疫情會與社會共存
一段時間，學校隨時要以網上及面授
的混合模式上課。
楊潤雄昨早在電台節目上表示，因

應疫情，學校隨時要以混合形式上
課，即因疫情關係需要暫停面授課數
天，其間改為網上授課，「我哋已經
提醒學校要有心理準備，隨時要用一
個混合模式，大家上個禮拜都會見
到，或者本周初都會見到，有啲學校
要停兩日或停三日，佢哋都要轉做網

課，就係話說可能有唔同情況出現，
可能有時能夠上學、有時停幾日，視
乎疫情發展。」
他又表示，局方前日亦已去信全港

的學校，提醒本地疫情出現反彈趨
勢，希望校方做足防疫措施，盡量避
免課後活動或補課，並且要暫緩舉辦
大型活動，期望學校能夠做好有關的
防疫工作，令學生可以繼續學習。
疫情爆發以來，身處內地的跨境學

童來港復課問題一直未有完善解決方
法，楊潤雄承認較為困難處理，但仍
希望讓他們回港復課，而這涉及兩萬
多名跨境學童，當局需要與內地商
討，並要視乎本港疫情及內地有關措
施安排，局方已開始與學校及非政府
組織商討，了解有否方法為跨境學童
提供更多幫助。

楊潤雄：學校隨時要「混合式」授課

衞生防護中心指出，本港至昨日凌晨
新增6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除3

宗為輸入個案外，另3宗本地個案均與
早前確診者有流行病學關聯，另有數宗
初步確診個案。由於沒有不明源頭個
案，衞生防護中心昨日未有舉行記者
會，而本港此前由9月 30日至 10月 9
日，連續10日出現不明源頭個案，累計
達15宗。
尖沙咀帝苑酒店群組昨日再證實有染
疫，令該群組已累計有5人確診。新增
確診感染的41歲女子（個案5176），居
於東涌映灣園3期悅濤軒9座，她與前日
確診的酒店3樓Sabatini意大利餐廳男侍
應為同住家人，屬密切接觸者，而她上
周二（6日）發病，已由家居送院。
另外，China Secret酒吧群組亦多一人

確診（個案5175），為早前公布初步確
診的29歲男子。他居於深水埗明德大
廈，為宏利保險代理，在觀塘宏利金融
中心上班，本身沒有病徵。他上月23日

與朋友到尖沙咀樓上酒吧China Secret
消遣，本月1日又到尖沙咀金馬倫道華
懋金馬倫中心的酒吧Virgo Bar & Res-
taurant，而他一位 31 歲朋友（個案
5164）雖未有前往該兩間酒吧，但曾與
患者見面聊天，早前亦已確診。連同這
宗新個案，該群組累計有12人染疫。
餘下一名新增確診者則是葵涌殘疾院

舍「國寶之家」一名55歲男院友（個案
5174），他上周四（8日）發病，由檢疫
中心送院。該院舍共有34名院友，當中
已有13名院友染疫，佔比38.2%。
至於3宗輸入個案均來自印度，分別

為19歲男子、7歲男童和24歲女子，他
們於 10月 8日由印度乘AI314 航班抵
港，全部沒有病徵。

醫生指未來七天關鍵
帝苑酒店群組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曾

祈殷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調，本港
疫情仍然不穩，特別是酒店群組，需要

觀察是否持續有更多人受感染，是否涉
及伸展出來的家人、同事等，強調未來
七天是關鍵，不可輕視。
帝苑酒店出現首宗確診個案，即越南
餐廳員工染疫後曾向住客派樣本瓶以進
行檢測，而曾祈殷認為，當局除應再次
要住客檢測外，還應呼籲10月1日至8
日曾到訪酒店用餐的「街客」進行檢
測，進而揪出可能的隱形患者，「因為
有員工確診，幫襯過有關食肆嘅人其實
都有風險，特別係確診員工有返工嘅日
子。」

梁子超：撤離住客不理想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亦指出，政府前日安排帝苑
酒店住客撤離的做法不理想，即使不將
住客送往檢疫中心，亦應要求他們原地
或集中轉往另一間酒店作醫學監察，方
便追蹤。 他指出，帝苑酒店屬重點群
組，酒店工作人員會有較多接觸者，且

難以追蹤，政府需要重點進行檢測。
他續說，China Secret及豪麗大廈群組

亦需要重視，因為該群組不僅接觸者眾
多，且有少數族裔語言不通等問題，追
蹤上或會容易走漏。他強調接下來兩
周，市民需要自律，不要去酒吧飲酒及
在酒店房間開派對，而他預計若酒吧群
組不再爆發，本地個案或在未來數周有
機會「清零」。
另外，對於政府在四區設立暫時檢測

中心，兩位專家都表示贊同，梁子超冀
令市民養成有病徵就往檢測的習慣，以
及早發現和治療，截斷社區傳播鏈。
曾祈殷則表示，除市民自覺往檢測中

心，區議會、政治團體及醫學團體亦應
積極發揮作用，帶動更多市民檢測，而
警方及政府各部門亦應加強對「限聚
令」的執法，「其實政策方面無乜點放
鬆過，但執行方面做得唔好，需要畀市
民同食肆等處所負責人知道，犯法會有
後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因
應新冠病毒疫情近日明顯反彈，加強
為巿民檢測，包括昨日起率先在灣仔
設立臨時檢測中心，免費為市民進行
病毒檢測，有曾到帝苑酒店用膳的巿
民昨日特別到場檢測，亦有外傭僱主
特別帶同外傭前往檢測；民政事務總
署則夥同樂善堂合作一連兩日在泰籍
人士聚居的九龍城區，派發樣本瓶進
行免費檢測。昨到灣仔臨時檢測中心
視察的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則再
呼籲市民嚴守防疫措施，有不適則盡
快求醫並接受檢測。
政府昨日起先在灣仔港灣道體育館
設立臨時檢測中心，工作人員會採集
鼻腔和咽喉拭子樣本，而檢測服務則
由華大基因提供，預計每日檢測約千
個樣本。除灣仔外，葵青石籬社區會
堂的臨時檢測中心則於今日下午開始
運作，而政府亦會於九龍城及油尖旺
區設立另兩個臨時檢測中心。
灣仔的臨時檢測中心昨早10時開始
運作前，已有10多名市民及外傭排隊
等候，市民在進入檢測中心前需要先
探熱，並須出示身份證等證明文件，
以及提供電話號碼進行登記。

前往檢測的市民佘先生表示，他數
天前曾到有員工確診的帝苑酒店意大
利餐廳用膳，但沒有人聯絡他要進行
檢測，而他雖然未有感到不適，惟由
於用膳時脫下口罩，擔心或曾與確診
的侍應有接觸而受感染，所以到場檢
測。
另一市民彭先生則曾到有確診個案

的灣仔合和中心內健身中心 Fitness
First做運動，「我有去合和嘅健身中
心，差不多每個禮拜都會去兩三次，
而我睇公布（確診者往該健身中心）
嘅日子，（本月）3日同4日，65歲賽
西湖嘅確診者有去過，（自己）有同
佢同一個日子出入過。」
他表示曾電郵健身中心查詢是否與

確診者上同一課，但未收到回覆，故
到場檢測。他又說自己曾參與全民檢
測，認為採樣方式沒有分別，但較想
像中多人，整個過程約要半個小時。

陳肇始籲市民嚴守防疫措施
陳肇始昨午則與衞生署署長陳漢儀

到訪灣仔的臨時檢測中心，了解運作
情況，並與前來接受檢測的市民傾
談，又感謝在場的工作人員。她強調

加強檢測，達至「早發現、早隔離、
早治療」，切斷隱形傳播鏈，緩減病
毒在社區中蔓延，是控制疫情的關
鍵，指出現時疫情不穩，再呼籲市民
嚴守各項防疫抗疫措施，倘對身體狀
況有懷疑，便要盡快求醫並進行檢
測。
另外，本港近日先後有泰裔人士確

診，民政事務總署聯同樂善堂，昨日
及今日在九龍城樂善堂少數族裔支援
服務中心，向區內泰裔人士派發樣本
瓶安排自願免費病毒檢測，領取樣本
瓶的人士需要在明日或周二交回化
驗。
少數族裔支援服務中心外擺放臨時

櫃位，並貼出檢測服務安排的泰文告
示，工作人員身穿保護衣、戴上口
罩、面罩及手套，向泰裔人士派發樣
本瓶。
有從事美容業的泰裔人士表示，她

是從新聞報道得知今次安排，擔心自
己受感染，認為檢測後會較安心，而
她同時亦為家人領取樣本瓶。另有泰
裔人士表示，從社交網站得知安排，
由於近期有較多在港的泰國人確診，
檢測後較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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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肇始及陳漢儀昨到灣仔的臨時檢測中心了解中心運
作。 fb圖片

■政府於灣仔設立臨時檢測中心，免費為市民進行病毒檢
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3宗本地個案當中，帝苑酒店群組再有一人確診，患者為酒店意大利餐廳染疫男侍應的家人，而殘疾院舍「國寶之家」群組及China Secret酒吧群組亦分別再有一人染
疫。 資料圖片

■■昨日新增昨日新增66宗確診個案宗確診個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