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個案

新增確診宗數：80宗

輸入個案：11宗〔分別從烏克蘭、土耳其（兩

宗）、巴基斯坦、俄羅斯、尼泊爾（四宗）、英

國，及菲律賓抵港〕

有關聯本地個案：59宗（歌舞群組佔54宗）

源頭不明本地個案：10宗

初步確診數字：逾50宗

新增個案資料

○不明源頭個案

個案編號 簡介

5704 47歲女子，住大圍，在沙田海港燒
鵝海鮮酒樓任職樓面，經食環署檢測
計劃發現，本月20日發病

5718 74歲家庭主婦，住將軍澳，本月21
日發病

5720 38歲外傭，住港島，本月21日發病
5727 69歲家庭主婦，住大圍，本月18日

發病
5735 67歲男子，民航處外判工人，住東

涌，本月21日發病
5749 61歲家庭主婦，住屯門良景邨，在

同區工作，無病徵
5763 49歲家庭主婦，住石硤尾，本月22

日發病
5765 61歲男子，住上水
5777 63歲保安員，在長沙灣工作，住筲

箕灣
5779 29歲無業男子，住北角，無病徵

○歌舞群組新個案(部分)

個案編號 簡介

5715 63 歲男子，在灣仔星月居粵菜工
作，本月20日發病，食肆需停業大
清洗

5730 51歲仁安醫院女職員，無病徵，曾
與她共用休息室的職員或須檢疫

5774 62歲女子，路德會社會服務處新翠
少年中心託管導師，本月22日發
病，學生需接受檢測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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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的跳舞群組持續

擴大，香港昨日的確診數字多達80宗，其中

69宗屬本地感染個案，是第四波疫情爆發以

來新高，當中又有54宗與歌舞群組相關，該

群組累計有187人染疫，衞生署衞生防護中

心並發現，群組患者的行蹤除了涉及早前公

布的21場所外，亦包括北區大會堂、沙田大

會堂及沙田隆亨社區中心等，衞生防護中心

表示會密切留意情況，有需要時會擴大強制

檢測範圍，至於首批需接受強制檢測人士的

檢測期限昨日屆滿，暫時找出50名染疫者。

日增80確診 第四波見新高
54人涉歌舞群組行蹤擴大 首批強檢屆滿現50染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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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群組在短
短一星期內造成
逾百人感染新型
冠狀病毒肺炎，
呼吸系統專科醫

生梁子超指，香港已經出現大型
網絡式爆發，形容情況有如「森
林大火」，如果能「斬斷火
路」，疫情才有可能急轉直下，
建議政府要求學校停課，以及帶
頭安排公務員在家工作。
梁子超昨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

時提到，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數字
在7日內飆升7倍，由早前一周
累計24宗急升至本周188宗，並
有二代及三代傳播，患者將病毒
帶到學校等高危地方，他警告：
「現時的疫情不是普通爆發，更
有大型的網絡式爆發，情況就如

森林大火，十分危急。」

追蹤「全覆蓋」斷「火路」
他指政府在追蹤患者的接觸者

時要「窮追猛打」，務求在短時
間內做到「全覆蓋」，力求在幾
個星期內令疫情穩定下來，否則
四處都是火頭，各方面的防疫抗
疫能力都會面臨嚴峻挑戰。近日
有不少新冠肺炎患者都屬「隱形
患者」，他認為社會各界必須合
力截斷「火路」，避免「火源」
進一步滲透所有階層人士。
梁子超擔心，一旦香港未能在

兩周內控制第四波疫情，問題或
會一發不可收拾，建議政府要收
緊社交距離措施，除關閉非必要
娛樂及體育場所外，亦應盡快安
排包括大專院校在內的全港學校

停課，及安排公務員在家工作，
並呼籲商界響應，避免檢疫中心
飽和。

內地防疫值港借鏡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

栢良在電台節目中表示，內地很
多防疫環節值得香港借鏡，包括
安排抵埗人士由機場直接送往指
定酒店隔離。「機場是防止病毒
輸入的關鍵地點，如果解決到人
手問題，應轉由經受訓醫護為抵
埗人士採樣，代替他們自行提交
深喉樣本，以確保樣本質素。」
他表示，不少歐美留學生將陸

續返港，不明白政府為何在指定
酒店問題上商討多時，但仍未成
事，擔心病毒不斷從邊境流入社
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疫情如「森林大火」宜停課在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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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文森 )本港第
四波新冠肺炎疫情來勢洶洶，加上流感
高峰期將至，對公院床位構成壓力。醫
管局今日起重新啟用亞博館1號及2號
展館的社區治療設施，兩個展館最多可
容納900張病床，首階段會提供200張
病床，接收輕微病徵或初步確診的18
歲至60歲患者，預計首日接收超過40
名確診病人。醫管局指，因應疫情發
展，日後有需要，會再開放亞博館8號
至11號展館，合共最多1,900張病床，
並透露亞博館旁邊興建的臨時醫院預計
明年1月完成裝修，有需要時可啟用並
能一併接收病情較嚴重的患者，相信局
方能應付到隔離設施的壓力。

首階段開200張 接年輕輕症者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庾慧玲昨日在電台

節目上表示，近月新增確診個案急升，
對醫院的隔離病床帶來壓力，加上流感
高峰將至，入院病人會增加，因此重啟
亞博館1號及2號展館的社區治療設
施，兩個展館最多可提供900張病床，
但首階段會先啟用200張，接收年輕的
確診或有自理能力的確診者，以及初步
確診的輕症患者。
他們在接收年輕的初步確診者時，會
進行初步檢查，包括驗血及照X光，如
報告結果有異樣，病人會獲安排轉送公
立醫院接受治療，庾慧玲以跳舞群組及
最近個案為例，患者大部分較年輕，認
為設施適合照顧有關病人，至於年紀較
大的患者會直接送往醫院。
庾慧玲又透露，現時在亞博館旁邊興

建的臨時醫院，工程正進行得如火如
荼，預計明年1月完成裝修等，屆時醫

管局會視乎疫情，有需要時會啟用臨時
醫院，能一併接收病情較嚴重的患者，
估計局方應付到隔離設施的壓力。她續
稱，因應近日疫情，醫管局化驗室每日
做約7,000至8,000個檢測，並一直積極
增加檢測容量，如有需要，可每日做1
萬個檢測，務求令病人可同時接受新冠
病毒及流感病毒檢測。

初確送2號館 確診轉1號館
率先啟用的兩個展館已準備就緒，接受

輕症確診者，1號館主要為輕症患者提供
治療病床，而2號館則會為初步確診個案
患者提供獨立病格，接收從檢測承辦商或
檢測單位轉介的初步陽性個案，等候覆檢
結果，一旦病人確診則會轉到治療病床。
醫管局昨日安排傳媒參觀亞博館的社

區治療設施，天水圍醫院急症科顧問醫

生李立業向到場傳媒說，初步確診病人
會先送到2號館，相關的快速測試最多
三小時有結果，證實確診則會轉送到1
號館或其他醫院接受治療。而病人將會
在隔日驗血及照X光，並在特定時間接
受深喉唾液測試和抗體測試。
被問到如發現初步確診者最終證實為

「假陽性」如何處理，李立業表示，初
步確診者有嚴格管控設施、他們的個人
衞生以及行走路線都有專人處理，場館
有適當分隔設施區，將安頓在1號館的
確診者及2號館的初步確診者完全分
隔，不會發生交叉感染。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陳允健則表

示，在人手方面，首階段將會有超過
150名醫護，包括70多位公立醫院醫生
及護士，另外有40名私家醫生、20名
私家護士有意提供支援。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文森 )本港疫情漸趨
緊張，跳舞群組累計確診個案逾180宗，無綫藝
員蕭正楠昨日被證實列為確診患者緊密接觸者，
正接受強制檢疫。他於上周四 (19日) 出席無綫
台慶，當晚逾百位藝人在舞台上造勢，全部都無
罩上陣，恐繼跳舞群組後爆發台慶群組。電視廣
播有限公司昨日表示，已安排出席台慶、共205
名藝員接受測試，全部結果呈陰性。

無綫：台慶藝員檢測全陰性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發言人表示，旗下藝員蕭
正楠被列為緊密接觸者，正接受強制檢疫。他
於上周四曾參加台慶節目，公司已安排出席台
慶、共205名藝員接受測試，全部結果呈陰
性，公司已為1廠、2廠及化妝間消毒清潔。
早前無綫有會計文職員工確診。據了解無綫
人事及行政部早前向員工發出內部電郵通告，
指蕭正楠於本月18日為 myTV SUPER 到一
間食肆拍攝飲食節目，該餐廳一名職員其後確
診新冠肺炎，蕭正楠被列為緊密接觸者，昨日
被安排接受強制檢疫。
蕭正楠昨日下午在其社交平台留言說，「天天
在一起，當然最幸福，但有時見唔到……都係陪
緊。」似暗示自己要強制檢疫，而要與太太黃翠
如分開。此外，亦有網民指，Do姐早前曾在節目
中提及台慶之後，公司向各員工派發檢疫包，着
員工做測試，相信當時無綫已得悉事件，但台慶
當日藝人在台上不但沒戴口罩，有說有笑，舉機
自拍，口沫橫飛，台下也有不少人除罩欣賞表
演，台上僅得陳豪在未埋位時戴口罩示人。

衞生防護中心公布，香港昨日新增80宗新冠肺炎確
診個案，當中包括11宗輸入個案及69宗本地個

案，本地個案中佔最多的仍然是與歌舞群組相關個案，
有54宗，並有另外5宗與其他本地個案相關，而新增的
源頭不明個案則有10宗，患者所住地區遍布港九新
界，包括沙田海港燒鵝海鮮酒樓47歲女樓面、住在東
涌的外判機場員工及4個家庭主婦等。

患者曾到北區沙田兩大會堂
歌舞群組至今累計有187人染疫，是本港自新冠病毒

出現以來最大型的爆發群組，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
任張竹君透露，最新發現患者除了到過之前已經公布，
並已發出強制檢測令的21個場地外，亦有人到過北區
大會堂、沙田大會堂及沙田隆亨社區中心唱歌和跳舞，
各項活動的出席人數介乎10人至30人。
群組新增個案包括63歲男子，在灣仔星月居做樓
面，餐廳要關閉、大清洗。仁安醫院51歲女員工，她
的同事去過跳舞，早前確診，中心懷疑共用休息室受污
染。路德會新翠少年中心一名62歲託管導師亦確診。

張竹君：或更新強檢名單
政府現階段暫未計劃進一步強制到過相關場所人士接
受檢測，但張竹君表示，衞生防護中心會每日檢視情
況，張竹君說：「調查下去，可能發現再多的地方，有
些跳舞或唱歌場地找到一些關連或多過一兩名人士的
話，會再更新需要全面檢測的名單。」
至於到過 Starlight Dance Club、Dance Culture 及
Heavenly Dance等14間跳舞場所需強制檢測人士的檢
測限期昨日屆滿，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連同
之後新增的歌舞群組強制檢測人士，暫時有2,800人在
社區檢測中心按公告接受檢測，成功找出50名染疫
者，成功截斷有關傳播鏈。
陳肇始呼籲，其他到過相關場所的市民應盡快接受檢

測，「如果市民在社區檢測中心接受檢測方面遇到困
難，亦可到醫管局47間指定普通科門診診所索取樣本
收集包，或分別到設於荃灣、西貢及大埔區的流動採樣
亭及樣本瓶派發點接受免費檢測，但需強制檢測人士要
在限期前提交樣本。」
另外，香港昨日亦有最少50宗初步確診個案，當中
包括一名15歲北角蘇浙公學男生，衞生防護中心建議
學校停課14天，並會為全校學生進行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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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局今重啟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

◀ 亞洲國際博覽館社區治療設施即將重新
啟用。圖為場內人員正準備重啟社區治療設
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2號館內部分病格
已放置病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九龍灣啟業道星輝宴會廳，為新增需強檢的跳舞場所，昨天中午仍有開門營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沙田新光宴會廳因有確診個案沙田新光宴會廳因有確診個案，，
已暫停營業已暫停營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張竹君表示，或再更新全面
檢測名單。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