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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文員確診 再現源頭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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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診私醫無派樣本瓶 自行赴臨檢中心採樣



(

香港在連續 3 日無出現不明源頭
新冠肺炎個案後昨日斷纜。一名
32 歲女文職人員上周五（16 日）
發病，兩天後到愛蝶灣商場向一
位私家醫生求醫，醫生無即場派
樣本瓶給病人，而是寫信轉介她

▲確診女子到油麻
地臨時檢測中心採
樣並確診。
資料圖片

到公立醫院化驗，同日病人自行
到油麻地臨時檢測中心採樣並確
診。衞生防護中心表示，該醫生

◀確診女子與家人
同住嘉亨灣。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認為患者「不似」新冠肺炎，沒
有即場派樣本瓶給病人。中心不
評論該醫生的臨床決定，但提醒

■確診女子曾經去過的私家醫生
診所。
診所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昨日疫情

對有懷疑的病人最好即時派樽留
樣本。涉事醫生解釋，患者求醫
時適逢周日假期、政府化驗所休
息，轉介到公立醫院檢測較快
捷。西醫工會則稱，政府化驗所

新增確診宗數：5 宗
‧輸入個案：4 宗（分別來自印度、英國、俄羅斯及法國）
‧不明源頭本地個案：1 宗
初步確診：少於 10宗（包括國寶之家群組個案）

假日休息的做法阻礙防疫工作。

不明源頭：
‧個案 5259：32 歲女文職人員，居於西灣河嘉亨灣一座，在港島東中心 67 樓
工作，傳染期曾與家人聚餐，10 月 16 日發病，18 日向筲箕灣愛蝶灣商場鍾
緯略醫生求醫，其後自行前往油麻地臨時檢測中心檢測並確診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特首：強檢涉法律人權須小心處理

港昨日新增 5 宗確診個案，其中 4 宗為
香輸入個案，患者分別從印度、英國、

俄羅斯及法國抵港，同時再多一宗本地不明
源頭個案，患者是 32 歲女文職人員（個案
5259），與家人同住西灣河嘉亨灣一座，上
周五（16 日）開始「發冷又發熱」，傳染
期曾與家人在家用膳，五六名家人需要檢
疫。
她在港島東中心一間公司工作，約 3 名座
位較近的同事亦需要檢疫，同層約 100 名同
事獲派樣本瓶，公司要停工及大清洗。太古
地產發言人表示，前日（19 日）接獲港島
東中心 67 樓租戶通知，其一名員工確診。
該員工 10 月 16 日最後一天上班，租戶已安
排辦公室清潔消毒；港島東中心主大堂、升
降機、扶手電梯、通風系統清潔消毒。資料
顯示，港島東中心 67 樓為美容中心 Neo
Derm。

涉事醫生指轉介公院較快捷
對於沒有即場派樣本瓶給病人，而是選擇
轉介，鍾緯略昨日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當
日是星期日，大部分化驗室不營業，如果他
即場採樣，變相樣本要留至周一才能化驗，
認為會延遲確診，故希望她到公立醫院或門
診即日做檢測，以免延誤病情，不料病人自
行跨區到油麻地臨時檢測中心取樣。
鍾緯略指，患者出現上呼吸道病徵及發
燒，而自己診症時有穿着全套個人保護裝
備，又對衞生署稱他沒有為病人安排測試感
到無奈，認為是「好大指控」。

楊超發冀化驗所全天候運作
西醫工會會長楊超發稱，該名醫生的做法
無可厚非，「因為周六日是公眾假期，好多
化驗機構都收工，這個問題應該由醫生同病
人講清楚去政府醫院即刻驗，其實仲快。」
他指，私家醫生周末都會應診，政府亦無
理由不「勤力啲」，希望醫管局門診周六、
日有派樽服務，政府化驗所也應全天候運
作。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祈殷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亦表示，因為近期疫
情反覆，自己在接診時，對於不太類似新冠
肺炎病徵的患者，謹慎起見都會派樽。

蔡堅聲言或損
「醫患關係」
前晚有份出席會議的醫學會會長蔡堅表
示，局方構思的強制檢測，應包括輕微病
徵及高風險人士，初步計劃透過電腦網上
系統通報，但實際操作仍有不清晰的地
方，「叫病人去政府門診攞樣本樽，佢去
唔去我都唔知。」跟進追查病人有否取樣
本瓶進行檢測，亦會令衞生署和衞生防護

中心增加很多工作量。
他聲稱，根據專業操守要求，醫生一
般不可隨便透露病人私隱，若實施強制
檢測後，要求醫生交出病人資料，屆時
應跟隨專業指引還是法例要求，與局方
磋商後仍未有定論。他擔心醫生舉報不
肯接受檢測的病人，或破壞醫患的「互
信關係」。
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釉在同一節目上
亦擔憂，部分有輕微病徵的病人會擔心被
舉報不肯求醫，認為政府應從宣傳及教育
着手，讓市民明白檢測對自己和身邊的人
都是好事，若政府落實強制檢測措施，則
要確保醫生將來不會被投訴違反操守或要

陳肇始：確保流感疫苗供應足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新冠疫
情未止，冬季流感高峰期又將殺到，市民
近日爭相到私家診所注射流感疫苗，數目
較往年多約兩倍，部分私家診所疫苗「斷
貨」，業界曾反映至少短缺約 3 萬劑疫
苗。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表示，
日前與醫學界開會，留意到私家診所流感
疫苗供應問題，並反映今年多了市民希望
在較早期接種疫苗，當局會密切監察最新

維港水上的士延至明年首季試辦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在疫情
簡報會上表示，該病人的病毒 CT 值達 23，
病毒量甚高。女患者病發後兩天（18 日）
向筲箕灣愛蝶灣商場鍾緯略醫生求醫，當時
只有「發冷又發熱」病徵，私家醫生認為患
者「不似」新冠肺炎，沒有即場派樣本瓶給
病人，而是寫信轉介她到公立醫院化驗。最
後病人亦沒有前往公立醫院，而由丈夫駕車
送至位於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的臨時檢測
中心採樣，並確診。
張竹君不評論該醫生當時的臨床決定，但
提醒私家醫生對於懷疑感染的病人，最好即
時派樽留樣本。她表示，任何私家醫生都可
以收集病人樣本再轉交衞生署化驗：「不需
要特別預先報名，我們重複發了很多資訊告
訴他們應該怎樣做，可能有個別醫生無留
意、太忙，我們都再次提醒。」

就須強制檢驗，惟要有法律依據，食衞局
會認真研究醫學界的意見和關注。「明白
呢個工作要做得好小心，因為畢竟可能涉
及人權問題，有人會問『我無病徵，點解
一定要強制我接受病毒檢測？』」

情況，確保疫苗供應足夠，並會與供應商
緊密聯繫，要求安排額外疫苗予參與政府
各項疫苗計劃的私家醫生，確保一些較高
危群組能夠接種。
衞生署已訂購 878,000 劑滅活流感疫
苗，明日起分階段為合資格的高危群組
人士提供免費疫苗接種。
對於政府要求供應商安排額外疫苗分
發予參與疫苗資助計劃及不會額外收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疫情
令旅客絕跡，原定今年年底投入服務的維
港水上的士亦因而要延遲開辦。運輸署
表示預計要明年第一季才試行部分服
務，會在適當時候公布正式的開辦日期。
維港上水的士乃是一條觀光航線，根據
規劃，在啟德跑道公園、紅磡碼頭、尖東
海旁、中環碼頭及西九文化區都有上落客
點，讓旅客觀賞維港兩岸景色，而上水的
士去年底招標，運輸署今年3月宣布由富
裕小輪投得，原定今年年底投入服務。

視乎疫情旅業復甦步伐

運輸署昨回覆有線電視表示，富裕小
輪正積極招聘員工安排試航，並安裝碼
頭設施和建立電子售票系統，但財務上
是否可行取決於旅客人數，現要再視乎
疫情發展及旅遊業復甦步伐，期望明年
首季能試行部分服務，明年試行時可提
供短程服務，根據提交給立法會的文
件，短途線是由灣仔碼頭出發，經紅磡
到尖東，每周至少開一班。富裕小輪回
覆有線電視表示，正與運輸署密切溝
通，但未有回應籌備進展。
旅遊界議員姚思榮認為本地客也會有
興趣，應考慮盡快啟航，可以做包船及
本地遊生意，無須因沒有訪客而拖慢進
度。上水的士全程預計票價136元，姚思
榮建議最初可獲減價讓本港居民乘搭，
做好品牌後將來更易吸引外地旅客。

的私家醫生，關注病人權益的社區組織
協會幹事彭鴻昌昨日表示，要確保私家
醫生只將疫苗用在合資格市民身上。
他表示，在新冠疫情及流感高峰期雙重
夾擊下，本來不算高危的人士也趕急接種
疫苗，「個個都湧去打，咁診所一定唔會
夠針。」他認為接種疫苗應分優次，相對
高危的群組即50歲以上人士、殘疾及智
障、居院舍人士等，應優先被照顧。

無家者升至 1400 人
扶輪社冀籌逾 30 萬支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香港北角扶輪社指出，新冠肺炎
大爆發不但重重打擊經濟活動、
衝擊了人們的生活模式，其連鎖
效應更令一些社會問題愈趨嚴
重，其中本港無家者問題日益惡
化，露宿者人數已升至約 1,400
人，故該社在短期內籌集超過30
萬元，緊急支援社區組織協會為
西九龍無家者提供服務，期望可
幫助超過100名露宿者。
該社引述社協指出，疫情下
不少人經濟困難，無力應付屋
租被迫露宿街頭，當中有部分
是由內地回流的港人，令露宿
者上升，僅西九龍區便有約 400
名露宿者，而據社署登記數
字，全港露宿者人數由 2013 年
的718人增至今年約1,400人。
香港北角扶輪社社長周承嶫因
此聯合本港六大扶輪社社長，短
期內籌集逾30萬元支援社協，為
西九龍區受疫情影響的無家者服
務，包括即時提供一個月臨時居
所及食物券，並協助申領政府援

助或其他資助。
長遠亦希望透過扶輪社的網
絡為受助者尋找工作機會，如
贊助報讀保安人員課程，並在
完成課程後資助其支付執照費
用，早日自力更生。

酒樓無工開 老翁露宿街頭
今年 60 歲的鄧先生在本港工
作，並租住內地單位，因疫情
年初被迫回港，暫居於旺角日
租 200 元的房間。他於酒樓當散
工，惟「限聚令」下酒樓無工
可開，他未能支付租金，無奈
到文化中心外圍露宿。
文化中心每晚也有近 30 人露
宿，平均約 60 餘歲，最年輕只
有 30 歲。然而人多複雜，鄧生
在中秋節當晚被偷走身上現
金，醒後才察覺現金不翼而
飛，而他現獲扶輪社緊急援
助，得以入住油麻地平安大
廈，表示希望疫情盡快過去，
以早日重新覓職或返回內地自
力更生。

承擔法律責任。
林哲玄指出，會上對醫生相關責任仍未
達成共識，但大致認同若懷疑病人受感染
都應安排檢測，最終決定要靠醫生臨床判
斷。

病人組織：拒檢通報非
「篤灰」
但他認為，若落實安排，醫生向政府通
報拒絕檢測的病人名單，並不算「篤
灰」，「根據現行機制，病人患肺結核，
醫生都有需要通報衞生署，情況相同。」
他認為在控制傳染病方面，醫生、病人以
至整個社會都有責任，「醫生要『加多幾
錢重』，勸喻病人檢驗。」

社署為院舍員工免費檢測

張竹君：醫生指
「不似」
新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正研究
引用第五百九十九章《預防及控制疾病條
例》，強制有病徵巿民接受新冠病毒檢
測，食衞局前晚與多個醫療團體就此商
討。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表示，強制檢測須
有法律依據，還涉及人權等問題，故會小
心處理，認真研究醫學界的關注和意見。
「醫護誠信同行」主席林哲玄則表示，與
會醫生意見紛紜，但大致認同倘懷疑病人
染疫，都應安排接受檢測，最終要靠醫生
臨床判斷。
林鄭月娥昨日上午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
要嚴控疫情，專家或社會意見指需要採取
更嚴厲手段，認為某個群組或社區爆發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
肺炎疫情相繼在多間院舍爆發，政府
將各院舍員工列為特定群組，為他們
進行恒常的病毒檢測。社會福利署昨
日宣布，今日起為全港各區安老院、
殘疾人士院舍及護養院的員工，展開
第四輪新冠病毒免費檢測，為期約三
個星期，呼籲上述院舍員工積極參
與。同時，今次檢測更會以試驗方
式，為各院舍的部分住客進行檢測。

涵蓋部分院舍住客

有專家早前已提出應為各院舍新入
住的院友進行檢測，社署昨日公布的
第四輪檢測，就涵蓋院舍部分住客，
包括新入住的住客；因醫療、復康訓
練、工作或其他原因需要外出的住
客；院舍附屬日間護理/康復服務單
位的服務使用者，以及其他願意接受
檢測的住客。獲免費檢測的院舍員
工，則包括全職、兼職、外地勞工、
替假員工及外購合約服務員工如陪診
員等。
社署發言人表示，是次檢測以自行
採集深喉唾液樣本方式進行，呈現初
步陽性的樣本，會交由衞生署公共衞
生化驗服務處覆檢以確認結果，確診
個案會由衞生防護中心跟進並公布。
同時，社署上月 28 日起為上述院舍以外而
有較高風險的津助/資助福利服務單位員工，
提供自願性質的免費病毒檢測，共 1,100 個單
位獲邀參加，包括長者及殘疾人士社區照顧服
務單位、其他住宿照顧服務單位、幼兒中心、
殘疾人士日間訓練服務單位等，檢測同樣以深
喉唾液採樣方式進行。目前檢測計劃仍在進
行，社署發言人再次呼籲尚未參與的單位及員
工積極參與。
發言人強調，進行病毒檢測，旨在盡早識別
隱形患者，盡量減低體弱社福服務使用者受感
染的風險，呼籲各有關院舍及社福機構員工和
院舍住客為人為己，踴躍參加，並促請住客的
家屬積極支持及鼓勵其入住院舍的親人參與。
發言人又強調，一如以往，檢測流程已充分保
障員工及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檢測機構不
需要亦不會接觸到有關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