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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新冠肺炎疫情雖然已緩和，但特區政府在放寬部分社交距離

措施的同時，仍加緊應對冬季可能出現的第四波疫情。食物及衞生局

局長陳肇始昨日透露，政府已在鰂魚涌、油麻地、沙田及元朗四區，

選定四個地點作為長期檢測中心，招標程序大致完成，中心運作配套

亦已準備就緒，期望本月內可提供服務。另外，她強調內地疫情非常穩定，特區政府豁免內地港人入境本港強

制檢疫14天的安排並無問題，並重申會於月內實施有關安排。

政府選定四地作長期檢測中心
招標大致完成 中心運作配套就緒 盼月內提供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昨
日新增3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全部均
屬外地輸入，並無本地及源頭不明個案
出現，而這亦是連續9日確診個案維持
單位數字。3名患者分別由日本、德國
及巴基斯坦抵港，其中由日本抵港的
40歲男子為機組人員。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新
增的3宗確診個案，患者年齡介乎19歲
至40歲，全部均是男性，他們於上周
四 (10月29日) 分別從日本、德國及巴
基斯坦抵港。
其中由日本抵港的40歲男患者（個
案5322）為貨機機組人員，他上周四
（10 月 29 日）乘搭聯邦快遞（Fe-
dEx）FX5004航班抵港，居於西營盤
第三街88號星鑽，但同日出現病徵，
經檢測證實染疫。
另兩名確診者則包括一名19歲男子
（個案5323），他亦與上周四乘搭漢
莎航空LH796航班由德國抵港，餘下
一人則是27歲男子（個案5324），他
同日乘搭卡塔爾航空QR818航班由巴
基斯坦飛抵香港，兩人均沒有病徵。連
同這三宗新個案，本港至今累計共有

5,323宗確診個案及一宗疑似個案。

連續9天單位數確診
昨日已是連續9天確診個案維持單位

數字，顯示疫情持續緩和。由10月23
日至昨日的9天內，本港共有43宗確診
個案，而當中38宗均為輸入個案，餘
下5宗本地個案中，有3宗仍屬不明源
頭病例。
政府的社交網站facebook「添馬台」

專頁昨日發帖指，經歷九個月的疫情，
抗疫已成為大家的新日常，外出時戴口
罩、用酒精搓手液潔手、時常清潔隨身
物品、保持社交距離等已成為生活的一
部分。疫情不會在短時間內消失，只有
把抗疫融入生活，才可逐步有序恢復社
交和經濟活動，並抵禦隨時可能出現的
新一波疫情。
另外，醫院管理局表示，截至昨早9

時前的一天內，有7名確診病人出院，
至今已有5,089名確診或疑似病人康復
出院，而現仍有97名確診病人分別於
19間公立醫院留醫，當中9人情況危
殆，4人情況嚴重，其餘84人情況穩
定。

新增確診個案

新增確診宗數：3宗

‧本地不明源頭個案：0宗

‧輸入個案：3宗

新增輸入個案資料

個案5322：40歲男，機組人員，由日本抵港，入住
西營盤第三街星鑽，10月29日發病

個案5323：19歲男，從德國抵港，無病徵

個案5324：27歲男，由巴基斯坦抵港，無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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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醫院管理局在本港疫情放緩下，
昨日宣布將於本周三（4日）開
始，在8間療養醫院重新實施特
別探訪安排，每名病人每星期內
將會有一節一個小時的探訪時
間，有關醫院會協助安排登記一
名探訪者於該時段到訪，而醫管
局會因應疫情，考慮將有關安排
逐步擴展至其他醫院。
醫管局曾於6月在第二波疫情

緩和後實施有關的特別探訪安
排，惟本港 7月爆發第三波疫
情，有關安排亦告暫停。醫管局
發言人表示，本周三8間療養醫
院（見表）將恢復有關安排，病
房職員昨日起陸續聯絡病人家屬
進行預約登記，家屬無須另行致
電醫院預約，每周會安排一名登
記探訪的人士，到醫院探望病人
一個小時。
發言人表示，目前世界各地疫

情仍然持續，「緊急應變級別」
可能有需要維持一段時間，而在

本地疫情稍為緩和下，醫管局中
央指揮委員會及傳染病及緊急應
變中央委員會，先後討論及評估
探訪安排的感染控制風險，並同
意先在療養醫院再次實施特別探
訪安排。
發言人解釋，長期住院的病人在

心理支援及實際生活上，比較需要
得到家人的支持，而有關的療養醫
院或病房，並沒有接收新冠病毒病
人，其環境亦容許院方實施控制訪
客人流措施。醫管局將根據疫情發
展，適度調節有關安排，例如在情
況許可下，考慮逐步擴展至其他醫
院或病房。
訪客進入醫院前，需要遵守感染

控制措施，包括佩戴外科口罩、量
度體溫及申報健康資料等，確保病
人、職員以及訪客得到適當的保
護。發言人補充，希望市民理解在
目前的疫情下，探訪安排有所局
限，至於其他醫院及病房，院方會
繼續在可行情況下作恩恤安排或視
像探訪。

陳肇始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特區
政府就4個長期社區檢測中心已選定地

址，分別會設於港島的鰂魚涌社區會堂、九
龍的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新界的沙田瀝
源社區會堂及元朗市東社區會堂。中心將每
周七天運作，由早上8時至晚上8時開放，
預期四個檢測中心可於本月內提供服務，讓
市民自費接受新冠肺炎病毒檢測。
她並相信，檢測費用可望調低，「當然
我哋希望費用能夠盡量低，因為政府提供
咗地點，有相關嘅配套，所以希望可以將
費用減低。」
她續說，食衞局也會購買部分服務，當
某些群組或社區有人感染新冠病毒時，可
以安排相關人士前往檢測。醫管局46間普
通科門診仍會持續免費派發樣本收集包，
並會擴展收樽時間，研究在周末派樽等。

陳肇始：強檢非扼殺市民自由
特區政府早前表示會就強制檢測的法律
框架作研究，陳肇始透露初步有三個方
向，包括強制有病徵的市民、涉及有個案
爆發的地區或群組，以及高風險行業從業

員接受檢測。
她強調，強制檢測並非扼殺市民自由，
而是希望在疫情較嚴重時能早發現、早隔
離和早治療確診者，在未制訂相關法律框
架前，會研究為私家醫生提供更多誘因，
以安排病人進行病毒檢測。

設配額過關免人群聚集
特區政府在加強檢測的同時，將豁免內

地港人回港檢疫14天。針對香港前日出現
的一宗源頭不明確診個案，44歲確診男患
者9月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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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肇始回
應表示，該名患者雖曾前往內地， 但對方
早於潛伏期之前到內地，而內地疫情非常
穩定，完全無問題，故該個案無阻政府繼
續推行豁免內地港人抵港後強制檢疫安排
的計劃。
她續說，現時有相當數量的港人居於大
灣區，重申特區政府本月內安排他們豁免
回港後須接受14天強制檢疫，相關工作已
經準備就緒，但兩地關口冀過關時順暢有
序，避免因排隊而引致人群聚集，故會設

置配額，配額數字則有待兩地商討承受能
力，獲豁免者必須持有核酸檢測陰性結
果，「可能係一個碼，或者一紙張，要核
實，程序多咗，所以喺最初流程有待理順
時，都要有啲配額先。」
目前，來往內地與香港的關口，只有深
圳灣口岸和港珠澳大橋口岸繼續運作。陳
肇始表示，會先讓居於廣東省的港人接受
免檢疫安排，而口岸數目暫時不會增加。
明白到跨境學童等都有需要，她會與其他
政策局商討，檢視如何重開口岸。
被問及何時可以正式通關，陳肇始重申，
「健康碼」的技術雖已完成，但先決條件是
本港疫情穩定，而本港過去14天出現10宗
本地個案，當中半數屬源頭不明，故希望疫
情持續穩定，才有條件與內地通關。
另外，香港國際機場正測試試用

RT-LAMP快速核酸檢測方法，為搭乘航機
抵港的旅客檢測新冠病毒，陳肇始被問及
有關測試時表示，現時只是進行了數天，
暫時仍未有數據可供分析，強調政府會評
估快速檢測的靈敏度和可靠性，嚴防輸入
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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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探訪安排的療養醫院

港島東聯網：舂磡角慈氏護養院、黃竹坑醫院

港島西聯網：東華三院馮堯敬醫院

九龍東聯網：靈實醫院

九龍中聯網：香港佛教醫院

九龍西聯網：瑪嘉烈醫院荔景大樓

新界東聯網：沙田慈氏護養院

新界西聯網：博愛醫院田家炳護養院

註：11月4日開始實施

8療養醫院周三起復預約探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新冠疫
情導致市民的生活模式大受影響，香
港精神科醫學院對超過700名小學家長
及教職員進行精神健康問卷調查，結
果發現每5名家長及教職員中，便有一
人出現中度至重度的抑鬱、焦慮和創
傷後壓力症等症狀。
是次調查於今年 7至 10月期間進

行，共有581位小學家長以及149位教
職員接受問卷調查，讓香港精神科學
院量度受訪者於疫情期間出現的抑
鬱、焦慮及創傷後壓力症症狀的水
平，並查找出產生此類症狀的初步高
危因素。

抑鬱焦慮創傷後壓力症增加
調查發現，22.9%父母及21.5%學校
工作人員出現中度至重度的精神健康
問題，包括抑鬱、焦慮和創傷後壓力
症症狀，主要常見因素為休閒活動及
社交聚會減少；疫情期間增加了工作
的壓力、負擔和難度；與家人爭執增
加；以及難獲得個人防護裝備例如口
罩和酒精搓手液等。另外，要接受家
居檢疫人士、居住地區出現確診病
例、因疫情失業等，均屬高危因素。

香港精神科醫學院副院長（常務）
陳國齡醫生表示，與以往流行病學研
究相比，在當前疫情期間，小學家長
和學校工作人員的抑鬱、焦慮和創傷
後壓力症水平均升高。
她強調，月份並不是症狀嚴重程度

的重要預測指標，即使10月以來本地
確診病例有所減少，但在本港的整體
社會環境下，父母和學校工作人員仍
承受着很大的壓力。
她建議家長切勿過分擔憂，在疫情

下應做好防疫措施，並為自己及子女

制訂時間表，以保持生活規律，以及
適時尋求情緒支援。
為此，香港精神科醫學院推展「家

校齊家教」計劃，為小學生家長和學
校工作人員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持，包
括為家長提供基礎訓練、進階的教育
工作坊、同儕互助小組、一對一的家
長面談，以及專業指導，以適切地跟
進家長的需要，紓緩他們的壓力。計
劃已於三間社會服務機構，包括東華
三院、香港小童群益會、聖雅各福群
會轄下六間小學先導進行。

逾兩成家長教職員疫下現情緒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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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就4個長期社區檢測中心已選定地址，分別會設於港島的鰂魚涌社區會堂、九龍的
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新界的沙田瀝源社區會堂及元朗市東社區會堂。圖為梁顯利油麻
地社區中心。 資料圖片

■港昨增3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全部均屬外地輸入，並無本地及源頭不明個案
出現，亦是連續9日確診個案維持單位數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