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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驚現變種 恐已社區廣傳
2020年11月12日（星期四）

保姆車司機中招 曾接載學童也駕駛過復康巴士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再次響起反彈的警



昨日疫情

號 ， 病毒疑出現轉變
病毒疑出現轉變。
。 昨日香港新增 18

(

新增個案宗數：共 18宗

宗確診個案，
宗確診個案
， 其中 3 宗全為本地源頭不明
感染個案，
感染個案
，另有少於 20 宗初步確

輸入個案：15 宗（分別從印尼、印度、厄瓜

診個案，
診個案
，包括 5 名的士及保姆車司機檢測結果呈初步陽性或待覆檢可

多爾、英國、美國、尼泊爾、摩洛哥抵港）

疑個案，
疑個案
， 有司機其間更先後接載多間幼稚園及小學學童
有司機其間更先後接載多間幼稚園及小學學童。
。 衞生署

本地確診個案：3 宗（全屬源頭不明）

署長陳漢儀表示，
署長陳漢儀表示
， 若最終 5 名司機全數確診
名司機全數確診，
， 將是一個嚴重警

初步確診：少於 20宗

號 。 另外
另外，
， 香港大學對上月中爆發的確診個案如梅窩 Stayca
Stayca-

本地確診個案

tion 群組
群組，
，進行基因排序顯示為新一種病毒株
進行基因排序顯示為新一種病毒株，
，與尼泊爾輸入

‧個案 5391：76 歲男，居於葵盛西邨 9 座，
11 月 9 日到仁濟醫院篩查呈陽性，通常到荃
灣公園、旺角登打士街公園流連，曾到旺角
金苑酒家

個案的病毒株相似，
個案的病毒株相似
，相信病毒已在社區廣泛傳播
相信病毒已在社區廣泛傳播。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個案 5398：23 歲女，居於屯門明偉大樓，
就讀香港浸會大學
■ 一 名 69 歲 的 士
司機懷疑感染新冠
肺炎。
肺炎
。據悉他曾六
次參與定期病毒測
試。圖為今年 7
月，的士司機接受
檢測。
檢測
。 資料圖片
18 宗新冠肺炎確診個
本港昨日再多
案，包括 3 宗本地及 15 宗輸入個
案。陳漢儀於疫情記者會上表示，衞生
防護中心昨日亦收到針對高風險群組檢
測的轉介個案，涉及 5 名司機，其中一
名的士司機和一名復康巴士司機初步確
診，其餘3宗則有待覆檢。

若全數「見陽」將屬嚴重警號
她認為，若全數個案屬陽性，將會是
一個嚴重警號。她還指，香港疫情有反
彈趨勢，本地個案比例趨升，過去兩周
約一成個案是本地源頭不明個案，11%
是有關連的本地個案，其餘才是輸入個
案，其中一宗初步確診個案患者是居於
火炭的 47 歲男司機，最後上班日為本月
10 日，沒有病徵。他在潛伏期曾駕駛保

行蹤
10月30日至31日：旺角帝京酒店Staycation
11月3日：返回浸會大學
11月4日：到屯門置樂美容店做facial
11月4日至5日：北角凱悅尚萃酒店Staycation
姆車接載學生，包括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和保良局張心瑜幼稚園：另外也曾駕駛
復康巴士，路線包括啟田至聯合醫院和
東九龍健康中心，以及柴灣興華邨經小
西灣綜合大樓至東區醫院。
另一名初步確診的 77 歲男的士司機，
居於深水埗海麗邨海暉樓，病毒 CT 值
為 15 至 17 之間，病毒量高，相信是發
病初期。他本月 8 日開始咳嗽，於美孚
交回樣本檢測後初步陽性，其太太本月
5 日起出現不適，已安排送院進行檢
測。他在潛伏期內大多留在家中，其駕
駛的的士主要於黃金商場和麗閣邨交
更。

的士司機，其中一名 69 歲居於上水的士
司機，每逢周一、周三、周五會駕車，
並於大圍交收的士，會前往上水天光墟
買餸，也有參與定期病毒測試，是次為
他的第六次檢測，上一次檢測為上月
底。
衞生署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情況
令人擔心，「的士司機住喺香港不同區，
散到周圍都係，接觸嘅人面又廣，有啲擔
心。」她續指，難以判斷的士司機的感染
和傳播途徑，因有個案潛伏期無開工，有
機會從社區感染，也有個案的家人更早發
病，故可能由家人身上感染。

「梅窩群組」基因排序為新病毒株

三「的哥」待覆檢 一曾六度檢測

張竹君又引述港大分析指，10 月中的
確診個案如梅窩 Staycation 群組，基因

其餘 3 位未確定檢測結果的個案均為

排序顯示為新一種病毒株，將再做基因
排序進一步分析，新病毒株與尼泊爾輸
入個案的病毒株相似。至於將軍澳、東
涌出現的確診個案，病毒株也相似，相
信病毒已在社區廣泛傳播。
香港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秘書長黃大
海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疫
情維持的時間太長，從業員都出現抗疫
疲勞，最近參與檢測的司機人數不太理
想，「最初參與係希望疫情穩定啲，但
持續咁耐，都會鬆懈。」對於特區政府
將推出「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他對此
表示歡迎，認為政府應提早宣傳，「業
界有記錄可以追蹤到每一更係邊個司
機，只要乘客配合就追蹤到。」
運輸署昨日宣布，即日起延長的士司
機免費檢測服務，直至本月18日。

■ 浸大體育系一名女學生確診
浸大體育系一名女學生確診。
。圖
為浸大教學及行政大樓。
為浸大教學及行政大樓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本月 5 日光顧旺角中心一間牙醫診
所，回程期間發燒，之後向私家診所求
診，獲發樣本瓶，但她沒有即時交還樣
本，採樣後三天才交樽，使樣本失效，
本周一（9日）才交樽及後確診。

牙醫宅度假友人需檢疫
在潛伏期間，她曾走訪多個體育
館，包括深水埗體育館、長沙灣保安道

大埔流動採樣亭「加班」到周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食物及
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在記者會上表
示，4 間社區檢測中心籌備工作大致完
成 ， 將 於 周 日 （15 日 ） 正 式 投 入 服
務。針對大埔已有 10 名居民先後確
診，特區政府早前安排檢測承辦商派
出流動車輛到大埔，並於區內設流動

採樣亭為市民提供病毒檢測，陳肇始
稱，已有超過 6,800 人檢測，有關安排
反應正面，故決定延長流動車及兩個
流動採樣亭的運作。
4 間社區檢測中心分別位於鰂魚涌社
區會堂、油麻地梁顯利社區中心、沙田
瀝源社區會堂及元朗市東社區會堂，中

■確診的浸大女學生上月底曾到旺角
帝京酒店，
帝京酒店
，與 10
10名友人開派對
名友人開派對。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確診浸大女學生本月初曾與友人到北角
凱悅尚萃酒店宅度假。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體育館、黃竹坑One Island South 韓國
青道館和炮台山六合商業大廈一家跆拳
道道館，運動期間沒有戴口罩。為她提
供牙齒治療的牙醫及宅度假友人，都需
要接受檢疫。
為防新冠肺炎疫情在港爆發第四
波，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表
示，政府必須嚴格採取外防輸入，守好
邊境管制，並內防擴散工作，若持續有

個案涉及酒店或其他私人地方群組聚
會，不排除研究修例規管有關活動和處
所。她續說，雖然相關聚集在私人地方
未有違反法例，但從公共衞生角度而言
應盡量避免。
陳肇始重申，現時社交距離措施未有
放寬空間，而強制檢測的法律框架準備
工作已接近尾聲，會在完成後公布細
節。

心提供預約及即場登記服務，24小時預
約 系 統 （www.communitytest.gov.hk）
昨日起運作，檢測費用為 240 元，按承
辦商安排的方式付款。中心於上午 8 時
至晚上 8 時提供服務，首階段運作三個
月，視乎情況可再延長三個月。
陳肇始則表示，自己前日下午到訪大
埔，留意到除大部分當區居民外，其他地
區的人都前往大埔進行病毒檢測，鑑於相

關安排受市民歡迎，故決定延長運作。
位於廣福道 41 號恒生銀行對出的士
站附近的流動車輛，服務將延長兩天
至周四（12 日），周五（13 日）則繼
續提供收集樣本瓶服務；位於廣福邨
廣惠樓旁排球場及富善社區會堂外空
地的兩個流動採樣亭，服務延長至周
日（15 日），而流動車及流動採樣亭
服務時間為上午10時至晚上8時。

9 校爆上呼吸道感染 增 259 學童中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衞生防護中
心昨晚公布，再有 9 間學校爆發上呼吸道感
染，包括兩間幼稚園暨幼兒中心、4 間幼稚
園及 3 間小學，涉及 259 名學童。衞生署署
長陳漢儀表示，截至昨日中午，衞生防護
中心過去一周已錄得 132 宗院舍或學校爆發
個案，涉及近 1,400 人，主要出現在幼稚
園、幼兒中心及小學，而中心會向爆發個
案的學校派發深喉唾液樣本瓶，為受影響
老師和學生檢測新冠病毒，並建議有關班

別在未有檢測結果前停課不少於三日作為
預防。

東涌一幼園 54 學童感染
爆發上呼吸道感染的包括太子樂希幼兒
學校、沙田粵南信義會腓力堂愛鄰幼兒學
園、觀塘麗港城的迦南幼稚園、深水埗仁
愛堂龐盧淑燕幼稚園、九龍塘的九龍迦南
中英文幼稚園、東涌善一堂逸東幼稚園、
元朗八鄉中心小學、灣仔高主教書院小學

部及九龍城的民生書院小學。其中東涌善
一堂逸東幼稚園多達54名學童感染。
陳漢儀昨日在新冠疫情簡報會上表示，不
少家庭都有大型聚會，小朋友亦多了外出，
呼籲家長減少帶學童參與課外活動，並緊記
戴好口罩和做好手部衞生，若子女出現病徵
便應盡早求醫。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昨在電台節目
表示，天氣轉涼下病毒穩定時間變長，而
學校多人聚集，加上幼兒衞生意識較低、

註：患者傳播期間曾到訪深水埗體育館、長沙
灣保安道體育館、觀塘順利邨體育館、黃
竹坑 One Island South 韓國青道館、炮台
山英皇道六合商業大廈一間道館
‧個案 5399：44 歲男，居於荃灣全．城匯 7
座，為石門偉達中心一公司項目經理，曾到
石門京瑞廣場多間食肆、荃新天地多間食
肆、如心海景酒店中餐廳、西貢 BEACH
CLUB酒吧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國外到港者 明起須入酒店強檢

浸大超級播疫女 睇牙開 P 周圍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漫長的
「戰疫」令市民出現抗疫疲勞，近期不
少市民一窩蜂外出聚餐、宅度假（Staycation），生活多姿多采使病毒大擴散。
昨日其中一宗源頭不明確診個案，患者
是浸會大學女生，潛伏期內兩度分別前
往旺角及北角的酒店宅度假，亦曾到各
區體育館和跆拳道館，足跡走遍全港，
運動期間沒有戴口罩，成為超級「播疫
者」。特區政府亦表示，若持續有個案
涉及酒店或其他私人地方群組聚會，不
排除研究修訂防疫規例，監管宅度假。
該名足跡遍全港的確診者為23歲女生
（編號 5398），是浸會大學體育系學
生，居於屯門明偉大樓。她上月底到旺
角帝京酒店與 10 名友人開派對，本月 3
日返回大學，翌日到屯門置樂做美容療
程，之後再與五六名友人到北角凱悅尚
萃酒店宅度假。

11 月 5 日：光顧旺角中心牙醫診所，發燒向私
家診所求診，獲發樣本瓶，但患者
遲交回，11月9日才交樽確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衞生防護中
心昨日公布新增的確診個案，當中 15 宗均屬
輸入病例。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昨在新
冠肺炎防控措施記者會上強調，在內防擴散
的同時，亦須外防輸入，宣布進一步收緊到
港人士檢疫安排，周五（13 日）起所有內地
以外地區到港的人須在酒店強制檢疫，抵港
後亦須接受病毒檢測，等候結果才可前往已
預訂酒店等。

尼泊爾航空一航班 被禁到港至月底

新增的 15 宗輸入個案，患者包括來自厄瓜
多爾、美國、英國、摩洛哥、印度、尼泊爾
和印尼，當中 7 人乘搭尼泊爾航空 RA409 航
班於周一（10 日）抵港，個案編號分別為
5400 至 5406。衞生署署長陳漢儀指出，已宣
布引用法例第 599H 章，禁止涉事航班今日
起至本月25日從加德滿都到港。
為嚴防輸入個案，陳肇始在另一記者會上
宣布收緊到港人士檢疫安排，周五起所有內
地以外地區到港人士須在酒店接受強制檢
疫，故登機前要提供本港酒店預訂房間於抵
港當日起至少 14 天的確認書，抵港後亦須接
受病毒檢測，待有結果才可前往已預訂酒
店。
另外，陳肇始昨日在立法會表示，香港國
際機場上月底開始試行快速檢測計劃，測試
新的核酸檢測技術（RT-LAMP），與衞生
署正使用的核酸檢測技術（RT-PCR）一同
進行，為期兩周。政府會視乎測試期間收集
到的數據，考慮是否需延長測試，並會研究
收集到的數據，評估技術成效及應用於不同
用途的可行性，包括為入境旅客進行檢測。

學生恢復課餘活動等，均易出現交叉感
染，呼籲市民接種流感疫苗。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更指
有關情況已帶來警號，提醒市民尤其家長
應檢視日常社交活動並做好防疫工作。

醫局已為逾20萬人接種疫苗
另外，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昨表示，
局方截至本周一已為超過 20 萬名市民接種
流感疫苗，包括 3.7 萬名醫護人員，而為應
對冬季流感高峰及新冠疫情，會進行合併
病毒檢測，安排有上呼吸道病徵患者同時
檢測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

■本港多間幼稚園及小學先後爆發上呼吸道感
染，圖為早前出現爆發的迦南幼稚園九龍塘分
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