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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源案四波四波新高
疫侵校園紛停課

新增新增8484宗確診宗確診 2727宗不明源頭宗不明源頭「「隱患隱患」」遍全港遍全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在新一波疫
情下確診人數激增，公共醫療系統面對壓力，繼
亞博館1號及2號館的社區治療設施日前重開
後，特區政府在中央支持下於亞博館旁興建的臨
時醫院昨日平頂，預計明年1月交予醫管局，提
供逾800張負氣壓病床和相關醫療設施。
醫管局昨日指出，公立醫院已啟用619間負壓

病房，使用率71.2%，而1,137張負壓病床的使
用率則為69.2%。發展局局長黃偉綸同日在face-

book發帖表示，他與食衞局局長陳肇始、醫管局
行政總裁高拔陞及建築署署長林余家慧出席了臨
時醫院的平頂儀式，並見證最後一個組裝合成
（MiC）單元組件的組裝。

黃偉綸陳肇始：感謝中央支持
他說，竹篙灣第四期檢疫營舍300個單位已完

成並交付衞生署開始作運作安排，衞生署亦準備
驗收第三期1,700個單位。兩期工程均較原定12

月底竣工提前完成，連同第一及第二期檢疫營
舍，竹篙灣將可提供合共3,500個檢疫營舍，提
高本港應對疫情能力。
黃偉綸並感謝中央政府、廣東省政府和深圳市

政府支持，以及承建商和同事上下一心全速協助
落實項目。
陳肇始則在facebook表示，臨時醫院是本港抗

疫工作重要里程碑，大大增強抗疫能力，加強政
府應對疫情的信心，並衷心感謝中央政府、廣東
省政府、深圳市政府，以及過去兩個多月為項目
趕工的工程團隊。

臨時醫院兩個月後運作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總數：84宗

輸入個案：3宗
（均為檢疫中的印傭）

不明源頭本地個案： 27宗

有關聯本地個案：54宗

（跳舞群組佔48宗，群組累計

416人染疫）

初步確診數字：約80宗

部分個案

編號6072：中環歷山大廈2樓
米芝蓮餐廳「8½ Otto e Mez-
zo Bombana」廚師，上周一
（23日）開始有咳，感染源頭
未明，最後上班日期為上周二
（24日）。餐廳一名侍應也初
步確診，須暫停營業，其餘員工
須檢疫

編號6073：前日初步確診瑪嘉
烈醫院護士，曾接觸跳舞群組患
者（個案5859）

編號6079：前日初步確診已病
逝的養和醫院病人，一名初步確
診家人曾與跳舞群組患者有接觸
史，兩名照顧過死者的醫護初步
確診但未完成覆核

編號6115：屬跳舞群組患者，
在嘉諾撒書院任教師，該校停課
14日，全校師生需接受檢測；
患者一名家人任教德貞女子中
學，該校同樣要暫時停課

編號6118：感染源頭未明，上
周一（23日）到過香港紅卍字
會屯門卍慈小學進行清潔，學校
須停課，師生要接受檢測

資料來源：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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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本港第四波疫情日趨嚴峻本港第四波疫情日趨嚴峻，，但部分市民防疫意識鬆懈但部分市民防疫意識鬆懈。。圖為昨日在圖為昨日在
西九文化區海旁西九文化區海旁，，有不少市民除下口罩聚集遊樂有不少市民除下口罩聚集遊樂。。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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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新冠肺炎疫情再次爆發
加重前線醫護的工作壓力，仁濟醫院更有醫護人員「漏
睇」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發出的病人確診編號及隔離
令，令該名確診患者住在普通內科病房一整日，幸患者
住的是獨立病房才未有令其他病人陷於「播疫」危機
中。醫管局昨日承認出錯，表示日後如果遇上懷疑情
況，醫生會考慮轉用其他採樣方式為病人檢測。

漏睇衞署隔離令傳真
錯誤獲安排入住普通內科病房的新冠肺炎患者是一

名64歲婦人，她因丈夫早前確診被安排入住檢疫中
心，上周二（24日）她曾向衞生署提交深喉唾液樣本
進行病毒檢測，同日不適被轉送仁濟醫院急症室。
醫院最初安排她入住隔離病房，但由於她連續兩天

接受鼻咽及咽喉拭子測試結果均呈陰性，醫院上周三
（25日）考慮到隔離設施供應緊張，將她轉送到普通
內科單人病房留醫。
事實上，院方早在當日（25日）的凌晨1時已經接
獲衞生防護中心發出的病人確診編號和隔離令傳真，
但醫護擱在一邊，上周四（26日）才發現該傳真，重
新安排病人入住隔離病房，及再進行深喉唾液樣本測
試，結果呈陽性反應。

幸無與其他患者接觸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醫療成效及科技管理）庾

慧玲昨日解釋，懷疑醫院接獲衞生署的傳真時，該院
醫護正忙於安排患者轉房，在匆忙間遺忘了傳真的存
在，但強調患者未曾因為入住普通病房而與其他病人
有接觸，而與患者有接觸的醫護人員亦有穿着適當的
保護裝備，沒有人因今次事件而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她續說，患者在醫院進行首兩次檢測均呈陰性反

應，可能與病毒集中在患者的下呼吸道有關，「該院
醫護喺病人上呼吸道抽取的樣本，病毒量少，我們初
步估計是這樣。都有個案很多次測試是陰性，最終照
氣管鏡才取到樣本呈陽性。」她指如果日後遇上懷疑
情況，醫生會考慮轉用其他採樣方式進行檢測。

仁
濟
確
診
者
誤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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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昨日新增的84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中，本地感
染的多達81宗，不明源頭個案更多達27宗，

是第四波疫情以來最多不明源頭個案的一天。

米芝蓮三星餐廳廚師確診
不明源頭患者的年齡介乎23歲至72歲，「疫廈」
遍布全港各區，更入侵校園及食肆。包括一名在中
環歷山大廈米芝蓮三星餐廳 8½Otto e Mezzo
Bombana 任職廚師的 24歲男子（個案 6072）確
診。確診的廚師在上周一（23日）開始有咳，但翌
日仍有上班。衞生防護中心透露，該餐廳一名侍應
同樣初步確診，餐廳需要暫時停業，所有員工獲安
排入住檢疫中心。
餐廳雖然或有多於一人染疫，但張竹君指，該餐
廳的情況有別於跳舞群組，不只一日有人受感染，
未必需要發出強制檢測令予所有到過該餐廳的客
人，「強制檢測需有一定證據顯示有爆發跡象，現
階段只會呼籲擔心受感染的餐廳顧客主動檢測。」

受影響學校師生接受檢測
另一名無感染源頭的患者為清潔工人，她上周一
（23日）曾到香港紅卍字會屯門卍慈小學清潔，該
校須停課，全校師生須接受檢測。
同時，跳舞群組持續蔓延，昨日群組再有48人確
診，令群組累計有416人染疫。除了前日公布初步
確診的養和醫院病逝病人（個案6079）及瑪嘉烈醫
院兒科護士（個案6073）外，新的確診者亦包括一
名嘉諾撒書院的教師，該校需要停課14日，及安排
師生接受檢測。
張竹君補充，確診的嘉諾撒書院教師有一名家人
在德貞女子中學任教，前日的檢測結果雖然呈陰
性，但同日仍有上班，中心擔心他可能仍處於發病
前的傳染期，要求校方在他接受病毒覆檢未有結果
前一直停課。
昨日的初步確診個案亦多達80宗，律政司昨日
公布有一名在西九龍法院大樓工作的職員初步確
診。該名職員最後上班日期為上周四（26日），
律政司指她於工作時有佩戴外科口罩，與接觸人

士保持適當社交距離，並在工作期間有進行體溫
探測，體溫正常。

員工中招投注站即時關閉
香港賽馬會一名在黃埔投注站工作的員工昨日初

步確診，過去14天，患者大部分時間在櫃位後工
作。馬會決定即時關閉該投注站，直至另行通知。
城市當代舞蹈團 CCDC 舞蹈中心昨日則於

facebook專頁發通告指出，該中心一名導師於前日
初步確診。涉事導師逢周四晚上，會於中心一號室
任教舞蹈課堂，最後上課日期為11月19日，中心由
昨日起暫時關閉。
確診個案未見頂，張竹君直言，疫情的發展令人

擔心，「即使是有關連的個案，其實他們也到過不
少地方，不代表一知道係相關便不用理會，因為他
們也去過不同地方，有些可能去另外一些設施，如
教唱歌、跳舞。」她認為從公共衞生角度出發，防
疫措施愈嚴愈好，但相信政府有很多考慮，會視乎
情況在合適時候收緊防疫措施。

香港第四波新冠肺炎疫情愈趨嚴峻，昨

日的確診數字高企在84宗水平，不明源

頭個案更直線上升至27宗，為這一輪疫

情爆發以來的高位。隱形患者的蹤跡遍布

全港，更有擴散跡象，「殺入」校園、健

身中心以至著名食府。跳舞群組有一名嘉

諾撒書院的教師確診，有一名家人則在德

貞女子中學任教；一名到過香港紅卍字會

屯門卍慈小學進行清潔的工人也初步確

診，學校須停課，師生須接受檢測。中環

一間米芝蓮三星級餐廳亦懷疑出現爆發，

先後有兩名員工染疫。「火頭」處處，衞

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指

出，社區感染個案太多，難以追蹤源頭及

截斷傳播鏈，情況令人擔心，政府會在合

適時候收緊防疫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在中央支持下在中央支持下，，
香港亞博館旁興建香港亞博館旁興建
的臨時醫院昨日平的臨時醫院昨日平
頂頂。。 fbfb圖片圖片

■嘉諾撒書院一名教師確診，全校停課14日，師生
須接受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第四波疫情不明源頭宗數走勢第四波疫情不明源頭宗數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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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字第25817 今日出紙2疊5大張 港售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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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期
日29 陽光乾燥 早上清涼

氣溫17-23℃ 濕度45-75%

庚子年十月十五 廿三大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