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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相隔四天再次出現不明源頭的本地新冠肺

炎確診個案，患者透過所任職公司為員工提供定

期檢測被發現染疫，而他每日搭乘公司車往返上

環信德中心西座辦公室及北角寓所上下班，傳染

期間曾與朋友行山、到茶餐廳和大排檔用膳，病

毒潛伏期內還曾與朋友打羽毛球和行山。與他在

同一小組工作、共用茶水間及辦公室清潔工等合

共11名同事，以及早前與其行山和食飯的朋友，

均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需要接受檢疫。（尚有相

關新聞刊A10版）

居北角男染疫 源頭不明
每日搭公司車上環上班 傳染期曾行山大排檔用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個案

新增確診宗數：7宗

‧本地不明源頭個案：1宗

‧輸入個案：6宗

（分別來自菲律賓、印度及巴基斯坦）

○初步確診：少於10宗

本地個案詳情

○個案5321：44 歲男士，住在北角清

華街10-16號，工作地點位於上環信

德中心西座，平日坐公司車上班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前日的一宗
本地感染個案，50 歲確診女子（個案
5312）為之前一名不明源頭確診者的同
事，但未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送到檢疫中
心，惟其後發病證實染疫。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昨日指，政府

對個案的追蹤工作仍有不足，或延誤確
診，建議收緊密切接觸者定義以更好把
關。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則
表示要視乎情況，若辦公室人數較多，並
只有一人確診，或難將所有人也列為密切
接觸者。
梁子超昨在電台節目表示，一般而言，

政府會定義密切接觸者為有15分鐘接觸、
不戴口罩、一起用膳等人士，但短暫接觸

及間接接觸也可以感染，同一工作地點也
可能會透過共用設施間接傳播，故密切接
觸者的定義未必可靠。他建議政府應考慮
收緊有關定義，例如若工作環境狹窄、員
工接觸時間長等，在同一工作地點工作人
士也應檢疫。
他續說，女患者的同事確診後於當局派

樣本樽時，缺勤而未有回公司領取，但衞
生署未有發現，反映當局的追蹤工作有不
足，認為應「逐個追」，不能任由他們不
接受檢測。
梁子超舉例說，政府在較早時間派樣本

樽時，很多人或仍處於潛伏期，但較遲派
樽則病毒已傳播，故建議就算首次派樽檢
測結果全屬陰性，亦應於潛伏期中位數5天

後再派樽檢測，倘再現確診個案就需擴大
檢疫範圍。

張竹君：辦公室密切接觸者難界定
張竹君昨日在簡報會上回應說，要界定

辦公室的密切接觸者「考功夫」，若辦公
室較小、員工人數不多，有較多機會共用
物品，衞生防護中心或會將所有職員也列
為密切接觸者，但若辦公室規模較大，就
難要求所有人檢疫，「一個辦公室百多
人，一個確診就當晒密切接觸者，實際上
無科學根據亦好難實行，如果有兩位或以
上人士喺同一個辦公室（確診），即使嗰
度好多人，就可能將所有人列為密切接觸
者，因為可能有傳播曾經喺嗰度發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明其道）新
冠肺炎疫情下，安老院普遍禁止探
訪以防病毒入侵，這道禁令同時亦
隔絕平日到院舍親自探望的家屬。
有住院長者因此心情低落，「食唔
安、瞓唔落」，兩個月消瘦逾10
磅。有院舍酌情處理，容許家屬穿
上全副保護衣物到獨立房間探望，
並安排長者與家屬隔着玻璃門相
見。有家屬理解禁止探訪做法，但
認為疫情已趨緩和，希望政府盡快
訂出指引，讓她可再與父親近距離
接觸。
李小姐的父親李伯年屆76歲，因
中風行動不便要以輪椅代步，於4
年前入住私人老人院，今年8月獲
派葵涌的保良局樂安居暨耆盛長者
日間護理中心資助宿位。
她說，一家人以往每周探望父親

五六次，其中兩三次會推其到酒樓
飲茶，而李伯一個月也會回家一
次，惟疫情變得嚴峻後，院舍兩度
禁止探訪（4月至6月間、7月至
今）和禁外出，父親一直「被困」
院內，父女只能靠視像電話聯繫。
保良局為令院友和家屬有更親切

的「接觸」，安排職工推院友到樓
下與家屬隔着玻璃門相見。李小姐
對安排感滿意：「老人家始終唔鍾
意視像電話，樓下見起碼有種面對
面嘅感覺。」自從隔門相見安排
後，其父的情緒由不耐煩變得平穩
起來。
不過，她指父親「被困」院內，
有時還是會「扭計」：「佢家時
不時會同我講，不如唔好住老人
院，接我返屋企住啦！」然而，李
小姐實在無法照顧父親，唯有多帶
些點心安撫父親。她認為疫情已趨
緩和，希望政府修訂指引，讓她再
次捉起父親的手，帶父親出外。
保良局樂安居暨耆盛長者日間護

理中心營運經理盧嘉儀表示，探訪
禁令可否取消，要視乎衞生署的決
定，坦言隔門相見是無辦法中的辦
法，拖下手、摸下臉頰等直接接
觸，才是院友最渴望得到的。

住院長者兩個月瘦10磅
她續說，自從探訪禁令後，不少

院友尤其是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
情緒都大受影響，變得拒絕合作，
職工要加緊巡視：「有啲坐輪椅嘅
老人家會成日玩輪椅轆個安全掣，
好危險。」
盧嘉儀透露，有三名院友更「食

唔安、瞓唔落」，其中一個在兩個
月間消瘦逾10磅，「佢以前都係家
人餵佢食飯，禁令之後，成日唔肯
食嘢，結果瘦咗10磅，我哋覺得好
危險，最後酌情處理，安排家屬着
全副保護衣物，同佢喺獨立房間見
面，之後佢先肯食返嘢。」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
日公布，本港新增7宗新冠病毒個

案，6宗為輸入病例，另一宗則是本地
感染的源頭未明個案。44歲男患者（個
案 5321）居於北角清華街 10 號至 16
號，在上環信德中心西座上班，任文職
工作，其任職公司會定期為員工進行新
冠病毒檢測。
該患者本周三（28日）參與公司提供
的定期檢測，結果被發現對病毒初步呈
陽性。他在接受檢測翌日得知有關結
果，當日仍然有上班，其後證實染疫。
該公司內約40名同事，檢測結果則呈陰
性。

周二感疲倦 無其他病徵
張竹君指出，患者得知自己初步確診
後回想，自己在接受檢測前一日即本周
二（27日）感到疲倦，但並沒有其他病
徵，衞生防護中心因而將患者發病日期
定為本周二，並會將與患者同組工作的
同事列為密切接觸者。
同時，患者有時會在飯後於辦公室的
茶水間漱口，中心擔心該處是否高危。
雖然有清潔人員每小時清潔茶水間，但
有員工期間會使用過茶水間，故公司內
其他有與患者共用茶水間的職員及清潔
員工，同樣需要接受檢疫。要檢疫的同
事合共約有11人，至於辦公室內其他同
事，雖然早前已接受病毒檢測，但中心
會安排他們再進行檢測。

除平日接觸公司的同事外，患者傳染
期內有不少活動，包括在接受檢測當日
到過啟業邨大排檔「德源極上串王」用
餐，而傳染期內的本周日（25日）則與
朋友到九龍塘畢架山行山，其後到蘇屋
邨一家茶餐廳用膳，但暫未知有關茶餐
廳的名字。張竹君表示，患者行山期間
並非全程有戴上口罩，故同行朋友亦會
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患者上周五（23日）及周六（24日）

的潛伏期內，亦曾分別與朋友到港灣道
體育館打羽毛球，以及到北角柏架山行
山，因此與其打球和行山的朋友也會獲
安排接受病毒檢測，而中心會追蹤患者
在潛伏期內的活動。
張竹君昨在記者會上曾表示，根據中

心資料，患者農曆新年至今未有離開過
香港，但衞生防護中心晚上補充，表示
經核實出入境記錄，患者9月底至10月
初曾到訪深圳，10月6日經深圳灣口岸
以豁免人士身份回港，而其10月9日進
行的病毒檢測為陰性。

6宗輸入來自印巴菲
至於新增的6宗輸入個案，患者分別

是3男3女，年齡介乎2歲至79歲，當中
3人由印度抵港、2人來自巴基斯坦，餘
下1人則來自菲律賓，當中4人抵港後曾
分別入住銅鑼灣利景酒店、最佳盛品酒
店尖沙咀、上環華美達海景酒店及尖沙
咀華美達華麗酒店檢疫。

梁子超：追蹤工作不足或延誤確診

◀新確診不
明源頭個案
患者，在上
環信德中心
西座上班，
電梯大堂有
工作人員為
進入人士測
量體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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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為了令院友和家屬有更親
切的「接觸」，故現時安排院舍職
工推院友到樓下，與家屬隔門相
見。

酒吧料萬聖節生意回復以往五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政府在新冠
肺炎疫情緩和下，昨日起放寬部分防疫措
施，包括容許食肆及酒吧增加每枱顧客人數
等，有酒樓副總經理表示放寬後，平日茶市
能帶來約一成增長，預計未來或會有壽宴預
約，但相信今年內也不會有婚宴酒席及公司
聚會等大型聚會。有酒吧職員則表示，放寬
限制後預計今晚萬聖節生意會回復以往的五
成，相較去年受社會運動影響時好。
昨日開始，餐飲處所、公眾娛樂場所、夜

店或夜總會和泳池人數上限可提升至容納量
的75%，食肆及酒吧等營業時間可延長至凌

晨2時，而食肆每枱人數由4人增至6人；酒
吧、酒館和夜店、夜總會每枱人數由2人增
至4人，食肆、夜店、夜總會可進行現場表
演和跳舞等，但須遵守佩戴口罩等防疫規
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中午在倫敦大酒樓所

見，客量明顯增多，部分是一起工作的同
事，亦有不少食客與家人或友人用膳，普遍
食客都是四五人一枱。酒樓熟客蔡先生表
示，放寬限制讓他能與朋友及妻子同枱用
餐，「以前都係大家五六人一齊飲茶，傾下
偈開心，但疫情後飲茶人數有限制，有啲無
聊。」他又表示現在會增加上茶樓次數，認
為多人才盡興。
該酒樓副總經理蘇萬誠表示，昨日有一些

平時四五人一枱的熟客回來光顧，預計平日
生意有10%的增幅，但預期對周末生意沒有
明顯幫助，因周末客人主要以家庭聚會為
主，人愈多逗留時間便愈長。雖然政府容許
入座率增至75%，但酒樓仍維持1.5米距離
布置餐桌，故人數只能約增加10%至15%。

酒樓料今年內無人預約婚宴
他並估計，放寬限制後預計能恢復壽宴酒

席，未知會為酒樓帶來多少生意，惟相信今
年內一些公司聚會、婚宴都不會有人預約，
因疫情未消失，市民擔心會人多聚集而造成
群組感染。
有火鍋燒烤店負責人則表示，營業時間延

至凌晨2時，能吸引一群吃消夜的客人，相
信生意會增加；有市民亦表示方便晚上多人
聚餐，且有更多種類選擇。
旺角一家食肆負責人金先生則表示放寬至

6人後無須再設間隔，對市民較為方便，午
市生意有明顯增幅，估計有一至兩成增長，
若日後學校全日上課，生意會更好，預計屆
時能夠增加三四成生意。
酒吧放寬限制，蘭桂坊昨晚氣氛較之前

熱鬧，酒吧內外掛上萬聖節裝飾，每枱也
坐有3至4人。蘭桂坊一家酒吧職員Paul表
示，預計今日生意額會回復往年萬聖節的
五成，較去年受修例風波影響大跌八成的
生意額為好，但酒類入貨量則與以往平日
一樣。
他強調，會遵守政府設立的規例，因此

若遇到一些違反規定且屢勸不聽的客人，
就會要求對方離開，避免影響店內客人及
職員的健康和安全。

■有辦公室
員工趁下午
與同事到酒
樓飲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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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卑利
街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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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酒
館和夜店每
枱人數由2
人 增 至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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