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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室爆群組 1確診5初確
2020年11月20日（星期五）

疑透過共用更衣室傳染 防護中心：疫情或「急速大反彈」



昨日疫情

(

新增確診個案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昨日進一步惡化，或為

新增確診宗數：12宗

第四波疫情拉開序幕。昨日新增的 12 宗確診
個案中，包括兩宗本地源頭不明個案，其中

輸入個案：8 宗

一宗更涉及一個小型爆發的跳舞群組，確診

不明源頭個案：2 宗

者是一名 75 歲女商人，據傳為富商吳汪靜

有關聯個案：2 宗

宜。她於上周六（14 日）到灣仔駱克道 Star-

初步確診：逾 20宗

light Dance Club 跳舞，至少 5 名當日曾到有

新增個案資料

關舞蹈室的人士初步確診，包括兩名到上環
Heavenly Dance Studio 教班的導師，衞生署

不明源頭個案

懷疑他們透過共用更衣室等地方傳染。昨日
另有約 20 宗初步確診，大多數為本地個

◀▲灣仔駱克道
353 號三湘大廈
32 樓，Starlight
Dance Club 爆
發
「跳舞群組」
。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案，衞生防護中心總監黃加慶表示，這些
患者來自不同階層及地區，證明社區傳播
鏈正在增加，疫情有可能出現「急速大反
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新增12宗確診個案中，8宗為輸入個案，餘下4宗
包括一宗與輸入個案有關聯，一宗與本地個案

消息指，有關患者住址與辦公室地址與女富商吳汪靜
宜的資料吻合，吳汪靜宜活躍於地產投資界及成衣界，
亦為社交舞愛好者。其已故丈夫為建生國際創辦人吳仲
燦，吳汪靜宜於 1999 年起接任公司主席，亦是德昌電
機（0179）主席汪穗中的胞姊。
Starlight Dance Club 面積約 4,000 多呎，或設有現場
音樂表演，並供應餐飲，衞生署正調查他們跳舞時有否
戴口罩。張竹君形容情況奇怪，因為學員之間互動不
多，未知是否完全相識，估計是透過共用更衣室等地方
傳染，約10名工作人員要接受檢疫。
另一宗源頭不明個案患者是一名 65 歲退休女子（個
案5484），與家人住在大角咀浪澄灣2座，本月14日發
病，此前曾在本月10日至13日先後與5名朋友食飯。
黃加慶指，衞生署正調查約 20 宗初步確診個案，並
形容香港的疫情令人愈發擔心，因為有個案患者來自不
同地區及階層，證明社區傳播鏈正在增加，疫情有機會
出現「急速大反彈」，但目前難以判斷是否顯示第四波
疫情已爆發。黃加慶呼籲，市民應繼續重視防疫，謹守
社交距離，避免不必要社交活動。

．5人曾到Starlight dance club舞蹈室，當中兩名導師
曾到上環另一舞蹈室Heavenly Dance Studio教跳舞

．61 歲女及 73 歲男家人：居於沙田河畔花園，61 歲
女為翠華花園保安員，周日與家人到沙田「八月花」
用膳
．63 歲男：居於將軍澳寶林邨寶泰樓，為的士司機，
與另兩名司機共用的士（車牌號碼KB4484）

■衞生防護中心
表示，疫情有可
能出現「急速大
反彈」。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紮鐵工潛伏期曾到酒店宅度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本港昨
有超過 20 宗初步確診個案，大部分屬
本地個案並遍布全港多區，其中一名
27歲紮鐵工人潛伏期內，曾與8名友人
到 香 港 遨 凱 酒 店 （The Olympian
Hong Kong）staycation（宅度假）。
另一初步確診者則為 63 歲日更的士司
機，他與另兩名司機共用的士，倘其
證實染疫，本月便已有 6 名的士司機確

診。
初步確診的 27 歲男紮鐵工人與家
人同住何文田邨適文樓，潛伏期內的
本月 7 日晚上，與 8 名友人到香港遨
凱酒店 staycation，參與生日派對，至
本周日（15 日）發病。患者在元朗南
站地盤工作，同組 12 名同事須送往
檢疫中心，衞生防護中心已建議該地
盤停工，地盤逾 100 人獲派樣本樽檢

測。
至於初步確診的 63 歲男日更的士司
機，居於將軍澳寶林邨寶泰樓，其車
牌為 KB4484，另一夜更司機及一名替
更司機共用該輛的士，均須送往檢
疫。該司機報稱未曾接載乘客到機場
或檢疫酒店。
另一名 37 歲有特殊學習需要男子亦
初步確診，他每日到扶康會良景成人

樣本中發現新冠病毒。這次已是香港
一周內第五宗機場「走漏眼」個案。
該名患者從英國抵港後，在恒常機
場深喉唾液檢測中呈「假陰性」；他
同時參與機場的核酸快速測試，留下
漱口樣本後毋須等結果直接前往觀塘

帝 盛 酒 店 接 受 14 天 強 制 檢 疫 。 後
來，衞生署發現其漱口樣本呈初步陽
性反應，署方馬上聯絡患者送院，昨
日確診。
此外，特區政府昨日宣布將厄瓜多
爾和德國列為極高風險地區，下周六

（28 日）生效，屆時由該兩個地區返
港人士，除需要出示14天預訂酒店房
間確認書外，還要有72小時內的新冠
病毒檢測陰性結果報告才可登機返
港。連同這兩個國家在內，現時被列為
極高風險地區的國家已增加至17個。

醫局明年初推流感新冠合併檢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香
港瀕臨新冠肺炎第四波疫情之際，
冬季流感高峰期即將殺到。醫管局
總行政經理（聯網運作）張子峯昨
日形容，兩種疫情夾擊極具「殺傷
力」，為免公立醫院迫爆，醫管局
必須未雨綢繆，在增加 2.6 萬個普通
科門診診所服務名額、增加 400 多張
新病床和人手的同時，並已採購十
多萬劑新冠及流感病毒的混合試
劑，又預計亞洲博覽館附近的臨時
醫院將於明年第一季可啟用，並呼
籲市民保持個人衞生，以及接種流
感疫苗。
醫管局昨日公布應對冬季流感高峰
期的措施，計劃明年 1 月起為病人提

部分初確個案

．27 歲男：居於何文田邨適文樓，任紮鐵工人並於元
朗一地盤工作 ，11 月 7 日與朋友到香港遨凱酒店
（Olympian Hong Kong Hotel）staycation慶生

輸入個案假陰性 一周 5 宗
「走漏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昨
日錄得8宗輸入個案，其中一宗輸入個
案的19歲男患者（個案編號5486）抵
達機場時，其深喉唾液樣本出現「假
陰性」，所幸他有參與設於機場的核
酸快速檢測技術評估測試，並在漱口

．個案5487：75歲女，商人，居於半山司徒拔道威利
閣，在擺花街 1 號廣場上班，11 月 14 日到灣仔 Starlight Dance Club跳舞

．37 歲男及 73 歲男家人：居屯門山景邨景安樓，37
歲男子為特殊學習需要人士，每日到扶康會良景成人
訓練中心

有關聯，另外兩宗源頭不明。
其中一宗源頭不明的患者為 75 歲女商人（個案
5487），於本月 16 日發病，翌日到養和醫院求醫後確
診。患者居於東半山司徒拔道威利閣，公司在中環擺
花街 1 號廣場，曾於上周六（14 日）下午 3 時至 5 時到
駱克道的舞蹈室Starlight Dance Club跳舞。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調查發現至少
5人在當日到過有關舞蹈室後初步確診，包括兩名舞蹈導
師，懷疑該處已出現小型群組爆發。當中兩名導師還到過
位於上環德輔道西的Heavenly Dance Studio教學。

患者疑為女富商吳汪靜宜

．個案5484：65歲女，退休人士，居大角咀浪澄灣二
座，11月10日及13日與5名朋友用膳

供新冠肺炎和流感的合併測試，以加
快治療程序，相信數小時可得出檢測
結果，現已採購 10 萬劑混合試劑，
而兒童更能一次過做 17 種常見病毒
檢測。
張子峯指出，由於目前全民戴上口
罩，加上有社交距離措施，使今年流
感的傳染率低，但同時因為感染流感
的人數少，市民普遍對流感的抗體減
弱，今年冬季社區的流感免疫力較以
往低。
他續說，由於流感和新冠肺炎的
病徵相似，醫護一旦遇上相關病徵
的病人，先要分辨是流感，還是新
冠病毒，故倘若市民全民接種流感
疫苗，醫護較傾向患者是被新冠病

毒感染，故他呼籲市民及早接種流
感疫苗，以免醫管局耗大量資源分
辨病人。
他還透露，鄰近亞洲博覽館的臨時
醫院將設置 800 張病床，集中治療新
冠肺炎患者，因有設置化驗室等設
施，有較多的醫療支援，可處理較年
長或需要吸氧氣的病人，明年第一季
尾可啟用。若在臨時醫院啟用前，新
冠肺炎確診個案大增，屆時會先重開
亞博社區治療中心，並會擴充至可提
供 1,900 張病床，現正招聘自選兼職
醫生，預計一半為兼職醫生。

冬季增 2.6 萬門診名額
醫管局會在今年冬季服務高峰期期

間增加 2.6 萬個普通科門診診所服務
名額，以及加開 400 多張新病床，並
向各聯網分配共十億元撥款，以應對
冬季服務高峰期所招聘的人手、現職
醫護參與的特別酬金計劃等。雖然現
時急症室的求診人次較去年少，但是
需要入住內科病房的病人七成為長
者，大多都是患上肺炎或心臟衰竭，
醫管局會增加支援安老院舍服務次
數，以及加強對老人科和急症室的支
援。
另外，張子峯預料，今年公院人手
流失情況有所改善，截至今年 9 月本
年度的整體流失率估計為 8.1%，比
2018/2019 年度的 9.7%為低，醫生流
失率也由6.5%降至4.3%。

訓練中心，7 名同房學員及部分職員
要隔離檢疫，中心其他人則會檢測，
而患者一名 73 歲男家人亦初確，另一
家人有病徵但兩度檢測均呈陰性，亦
送往檢疫中心。該中心指患者本月 13
日最後到中心訓練，一直有佩戴口
罩，其他學員及職員無病徵，中心將
暫停開放至本月 29 日以全面清潔消
毒。

上呼吸道疫情惡化
防護中心：需修停課指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上呼吸道疫情在校園爆不
停，昨日再多 31 間中小學爆發上呼吸道疾病個案，衞生署
本周先後兩度收緊上呼吸道感染爆發的停課建議，最新規定
是只要有個別班別 4 日內有 3 名學生染病，就要全校停課 7
日。衞生防護中心總監黃加慶解釋，雖然幼稚園、幼兒中心
已停止面授課堂，但未能阻止疫情在中小學及院舍內蔓延，
過去 5 天（即周日至昨日中午）錄得 133 間小學及一間中學
出現爆發個案，情況有進一步惡化趨勢，署方有需要因應疫
情發展修訂停課指引。
在 31 間爆發上呼吸道疾病的中小學中，衞生署衞生防護
中心調查當中 9 宗，包括香港保護兒童會祈廉士日託嬰兒
園、馬頭涌官立小學、聖公會基福小學、啓基學校等，合共
涉及 209 名年介 10 個月大至 12 歲的學童及兩名教職員受感
染，當中香港保護兒童會祈廉士日託嬰兒園有 1 人需要入
院。
本月至今全港最少有 417 間中小學及幼稚園爆發上呼吸道
疾病個案，衞生署本周先後兩度收緊學校停課指引，資助小
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批評，衞生防
護中心發放的訊息混亂。張勇邦又指，自己最初透過報道才
得知最新停課指引，校方欲求證，但衞生防護中心的熱線電
話長期無法接通，校方無法釐清指引的執行細則。
灣仔區校長聯會主席兼聖公會鄧肇堅中學校長戴德正在同一
電台節目上亦指，新停課指引的規格過高，擔心令學校經常停
課，「轉天氣很多人都會鼻敏感而流鼻水或咳嗽，一班爆發就
要全校停課是好易中，好影響教學進度。」他認為中學生自理
能力較高，希望當局分開處理對中小幼學校的停課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