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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波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居高不下，昨日

本港連續兩天的新增病例破百，再多101人

確診，當中29宗源頭不明，其中一名科技園

職員初步確診，有傳患者是科技園公司董事

局主席查毅超。據悉，他早前出席一次會

議。創新及科技局表示，該局局長薛永恒曾

於上月25日與一名香港科技園董事局成員會

面，當時在場的還有該局副局長和政治助

理。各人在會面全程均有佩戴口罩，但為審

慎起見，他們均已接受病毒檢測。副局長和

政助的檢測結果是陰性，而薛永恒正等候檢

測結果。

傳科技園董事局主席查毅超初確
薛永恒曾與查出席同場會議 正等候檢測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宗數：101宗

輸入個案：9宗

不明源頭本地個案：29宗

有關聯本地個案：63宗

初步確診數字：逾50宗

部分爆發群組

方樹泉日間活動中心群組：新增2宗

將軍澳日出康城地盤群組：新增3宗

歌舞群組：新增18宗（包括6名兼屬何玉清
翠柳頤庭相關人士）

部分其他個案

◆黃埔霍禮成醫生診所一名護士確診，11月
27日發病，12月3日最後上班

◆尖沙咀太興廣場譚仔三哥米線一名水吧員
工確診，11月28日最後上班，翌日發病

◆港島民生書院一名學生確診，11月30日最
後上學，同日發病，感染源頭不明

◆科學園一名 54 歲男職員確診（個案
6782），無病徵

◆博愛醫院一名79歲男病人及其74歲的太太
均初步確診，男病人曾進入1號急救房治療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綜合報道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缺席疫情簡
報會，改由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出席。

歐家榮透露，昨日有逾50宗初步確診，包括一名科技
園員工，他無病徵，於上周四（3日）留樣本，結果呈
初步陽性，料上周二（1日）開始屬傳染期，患者其間
曾在科學園工作，有參與會議，其家人及一同聚餐者須
列為密切接觸者。

科技園認患者為董事會成員
科技園公司回覆查詢時承認，該患者為董事會成員，
於上周三（2日）最後一天到訪科學園。公司接獲通知
後，已即時對有關地點進行消毒，包括會議室及其他公
共空間；與患者接觸的員工亦已進行病毒檢測，並在家
隔離。同時，薛永恒由於早前曾與科技園公司董事局成
員開會，目前仍等候病毒檢測結果。

「譚仔三哥米線」太興廣場分店員工染疫
這一波疫情肆虐「名人圈」之外，還攻陷不少食
肆，昨日確診的還包括「譚仔三哥米線」尖沙咀太興
廣場分店的一名水吧員工，歐家榮透露他上月29日發
病，前一天為最後上班日。不過，「譚仔三哥米線」
在facebook表示，該患者本月2日最後上班，上班前體
溫正常，但工作一小時後感不適，前往求診；本月4
日得悉初步確診前一直居家休息。該分店前日已即時
關閉並進行消毒，已開封或經過處理的食材已被棄
置。

黃埔霍禮成醫生診所一護士確診
黃埔霍禮成醫生診所一名護士亦確診。該護士早前有
家人確診，上月27日曾出現病徵，但仍持續返工至本
月3日。歐家榮呼籲，上月25日後曾到該診所求醫的人
士應自行前往檢測，診所醫生及另兩名護士被送往檢
疫。

79歲男病人與妻染疫命危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劉家獻透露，一名

79歲男病人前日（4日）因頭暈在太太陪同下，由救護
車送至博愛醫院急症室，並進入1號急救房，其後轉入
深切治療部一個負氣壓獨立病間內留醫。男病人其後證
實初步確診，其太太亦表示不適，檢測結果也呈陽性。
兩名病人已被轉送屯門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情況危
殆。
事件中，沒有醫護人員被列為密切接觸者，但在1號
急救房期間，相通的2號急救房有一名73歲男病人正接
受治療，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需要隔離。
另外，佛教醫院早前分別有一名女病人及女護士確
診。醫院追蹤發現，患者所在病房有3名病人屬密切接
觸者，另外有4名醫護人員曾對病人進行插喉程序，其
間未有穿戴合適保護裝備，亦被列密切接觸者。劉家獻
承認，涉事醫護的防疫意識鬆懈，「因為這名病人由今
年3月起已入院，其間沒有外出，因此同事會放鬆。」
他再次提醒醫護人員進行涉及霧化或高風險程序時，需
穿上適當的保護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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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康文
署一名圖書館職員昨日確診新冠肺
炎，患者於油尖旺區花園街市政大廈
九樓負責後勤工作。她最近一次上班
日期為本月一日，工作期間沒有接觸
公眾人士。她為確診者的密切接觸
者，並於前日獲通知確診。
患者最近沒有外遊記錄，工作時一

直有佩戴口罩，於上班期間有進行體
溫探測，體溫正常。康文署已按衞生
防護中心指引，即時安排全面清潔及
消毒花園街市政大廈的公共設施。康
文署會繼續與衞生防護中心保持緊密
聯繫，亦已提醒所有人員須注意個人
衞生，並時刻提高警覺。如發現身體
不適，必須馬上求醫。

另兩確診者分別訪兩體育館
此外，康文署知悉兩名新冠肺炎確

診者日前曾分別到訪深水埗區北河街
體育館及離島區東涌文東路體育館，
署方隨即安排進行全面徹底清潔和消
毒。兩體育館現已暫停開放，今日
（6日）早上7時重開。

花園街市政大廈
圖書館職員確診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
病處主任張竹君自本
港出現新冠肺炎疫情
以來，過去11個月均
出席疫情簡報會，其

間曾連踩72天未有休假，巿民大讚
其專業。不過，昨日簡報會舉行前
15 分鐘臨時換人，張竹君首次缺
席，改由衞生防護中心首席醫生歐
家榮頂上。據悉，張竹君患癌的丈
夫近日病情不穩，在威爾斯親王醫
院深切治療部（ICU）留醫，其朋
友圈流傳短訊，呼籲親友為張竹君
的丈夫祈禱。

改由同事歐家榮出席
衞生署昨日下午2時半透過政府新

聞處向傳媒發布採訪通知時，仍表示
由張竹君主持簡報會，但據悉舉行前
15分鐘要臨時換人，新聞處隨即發出
採訪通知的修訂版，改由張竹君的同
事歐家榮醫生出席，簡報會現場的職
員改放歐家榮的名牌。

傳丈夫病情有變 趕往探望缺席
簡報會前臨時換人引起關注。由於

上月曾傳出張竹君的丈夫患癌，在沙
田威爾斯親王醫院留醫，張竹君忙中
仍抽空探望丈夫。消息指，其丈夫昨
日病情有變，張竹君趕往探望而缺席
簡報會。
不少網民都擔心張竹君丈夫的病

情，並在政府新聞網facebook專頁直
播疫情簡報會時，在該專頁留言「竹
君好」。「鈺燕」說：「希望張醫生
同佢老公無事啦！」「Mandy Yik」
亦表示：「有點擔心張醫生！她從
未缺席這記者會。希望她和她的家
人平安。」「Carol Choi」也留下了
祝福語：「願張醫生和其家人平平
安安，百病不侵！辛苦晒！加
油！」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文森）政府要所
有安老院及殘疾人士
院舍員工強制檢測，
而社署專為院舍員工
設立的灣仔臨時檢測
中心昨日開始運作。
該中心設於軒尼詩道
籃球場內，檢測者須
提供院舍證明與身份
證方可進入。昨日上
午9時，中心一度出
現逾30人的長龍，
至下午人數稍減。有
到場檢測的院舍員工
認為人多排隊始終有風險，希望政府再考
慮派員到院舍採樣。
在黃大仙區院舍工作的曾小姐昨日休

假，遂到灣仔的臨時檢測中心採樣檢測。
她表示現場秩序較想像中更好，採樣過程
也很快。她指有朋友昨日上午到場時需要
排隊，自己下午到時人不算多，大概10分
鐘便完成登記與檢測過程。
同樣前往檢測的張女士則認為，需要自

行前往檢測中心的安排不太合理，認為政
府此前在院舍推行自願測試，有專人到院
舍採樣方便員工，亦可以避免在社區排隊
的風險，現時無疑增添麻煩，排隊期間增
加與其他人的接觸，與路過市民亦只有一

臂之隔，如果排隊者有人確診，很可能形
成傳播鏈。
在灣仔區院舍工作的史先生持相同意

見，認為到檢測中心排隊輪候有風險，又
指自己所屬院舍較人性化，允許他們上班
時間前往檢測，幸附近設有臨時檢測中
心，否則可能非常麻煩。他覺得群組的強
制檢測有必要，檢測得到陰性結果大家都
較安心。有院舍員工則認為，就算當局未
能派員到院舍檢測，員工自行交回樣本瓶
也可，比到臨時檢測中心更佳。
灣仔街坊何先生認為，檢測中心所在位

置是數條路的交匯點，人流較多，若排隊
者有人確診容易播疫。

院舍員工：檢測排隊人多有風險

■史先生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何先生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灣仔軒尼詩道籃球場變成檢測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曾小姐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壹傳媒3人感染
有人曾到壹蘋果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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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家榮(左)及劉家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連續兩日錄得逾百宗新冠
肺炎確診個案，他們的密切接觸者總人數也數以百計，專門容
納密切接觸者隔離的竹篙灣檢疫中心昨晨已爆棚，據悉柴灣鯉
魚門公園及度假村、八鄉少年警訊活動中心、西貢戶外康樂
中心的單位也所剩無幾。政府早前租用的荃灣絲麗酒店陸續有
密切接觸者入住，亦漸漸飽和。盛傳觀塘帝盛酒店是第二間檢
疫酒店，有帝盛酒店的住客表示，獲通知今日會被送到其他酒
店入住，以騰出帝盛的酒店房間。
截至昨日上午9時，總計有2,465人接受檢疫，全港的檢疫

中心尚餘356檢疫單位，使用率達七成；已啟用的荃灣絲麗酒
店，也有349人入住，也接近飽和。

有原住客獲通知今入住九龍維景酒店
繼荃灣絲麗酒店，有傳觀塘帝盛酒店亦被政府全幢租用，供
密切接觸者隔離檢疫。觀塘帝盛酒店有361間客房，昨日大門
口有職員進行清潔，大門旁的上落車位有圍板封住。有正入住
該酒店的住客表示，獲通知酒店今日會安排旅遊巴送他們去窩
打老道入住九龍維景酒店。
另外，九龍維景酒店日前表示已向政府申請，租予政府作海

外抵港者強制檢疫安排的指定酒店，酒店有約485間房，但租
賃細節仍與當局商討中。據悉，政府目前開出的條件，包括入
住者不可離開自己房間，政府亦計劃「包底」，若入住率不足
一半，會由政府補貼，酒店亦要提供每日膳食，細節有待落
實。

傳觀塘帝盛
第二間檢疫酒店

▲▲查毅超查毅超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譚仔三哥米線」尖沙咀太興廣場分店。
網上圖片

■黃埔霍禮
成醫生診所
已 關 門 停
業。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第四波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居
高不下，仍有不少市民逛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科技園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壹傳媒大樓出現小型爆
發，位於大樓內的壹傳媒集團旗下百樂門印刷有限公司
有三名員工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當中有確診員工曾到
《蘋果日報》所在的壹蘋果大樓工作，故壹蘋果大樓也
要全面消毒。
三名確診者任職的百樂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廠全部
員工要接受病毒檢測。同時，百樂門位於將軍澳駿光街
3號壹傳媒大樓內，鄰近《蘋果日報》所在的駿盈街8
號壹蘋果大樓，而部分確診者亦曾到壹蘋果大樓工作，
因此也安排承辦商到大樓全面清潔消毒。
據了解，壹傳媒集團昨已提醒員工若感到不適應便應

即時求診，並不應上班，而集團亦正追蹤確診員工過去
14天的接觸史及曾到訪地方，另已促請各部門主管要調
動人手，減少員工在壹蘋果大樓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