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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新冠病毒疫情嚴峻，防疫措施

卻連接出現甩漏，令社區存在播毒危

機。一名屬高危群組須接受檢測人

士，上周五（4日）往設於梁顯利油

麻地社區中心的社區檢測中心留下樣

本，結果經化驗後呈陽性，但政府電

腦系統竟然沒有其個人資料，以至未

能聯絡該確診人士，政府至今仍在尋

人，但確診者上周五至今日已在社區

播疫4天。有專家批評現有不少防疫

漏洞，如機場收集的樣本唾液量不足

及盛載旅客物品的膠盤有機會播疫

等，更估計聖誕回港潮或多達5%返

港的確診留學生「走漏」，憂疫情在

社區爆完再爆。

檢測又有甩漏 見陽搵唔到人
電腦找不到確診者身份 恐已在社區播疫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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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昨日表示，12月5
日晚，大文集團連夜組織全
體員工進行核酸檢測，應對
當日上午確診的新冠肺炎疫
情個案，檢測結果顯示全部

陰性。
12月5日上午，大文集團接

到大公報經濟部一位員工確診
新冠肺炎的報告後，立即啟動
應急預案。按照香港防疫政策
要求，緊急採取了全員核酸檢

測、辦公區全面消毒和居家辦
公等措施，避免疫情擴散。12
月6日早上，檢測結果顯示，
大文集團員工包括密切接觸者
全部均為陰性。
大文集團表示，此次感染病

例純屬個案。目前，集團旗下
各媒體工作秩序正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鐵表示為配合政府的加
強化驗室監察計劃，便利市民進行病毒檢測，今日起在10
個港鐵站設置自動派發機，方便巿民自助領取。政府承辦
商每日將提供約1萬個收集包，大致平均分配到指定車站
的自動派發機，每人限取一包，而市民須根據衞生署指
示，將樣本交回指定的47間醫管局普通科門診診所或13
間衞生署診所。
港鐵經與相關政府部門溝通後，選定分布在港鐵網絡內

的10個港鐵站，分別為牛頭角、葵芳、北角、調景嶺、
黃竹坑、大圍、大埔墟、兆康、九龍及青衣站。市民可於
車站營運時間到相關車站以八達通
自行領取樣本收集包，費用全免。
另外，港鐵的MTR Mobile手機

應用程式內Traffic News亦會提供樣
本收集包供應情況資訊，包括是否
已派完或尚有供應以供市民參考。
有關車站會貼出標示，提示巿民

自動派發機位置，港鐵會安排額外人
手在自動派發機附近協助維持秩序。
港鐵表示，根據醫管局指引，若巿民
出現病徵或曾與確診個案接觸，應盡
快到公立醫院急症室或普通科門診求
診，而不是自助領取樣本收集包測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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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港鐵調景嶺站
的樣本包自動派發機
今日啟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大文集團員工檢測全部陰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昨日是「限聚令」及多項
防疫措施收緊後的首個周日，
政府表明會加強巡邏，但中環
及旺角等地仍有不少外傭聚
集，不少都無視聚集人數限
制，多於兩個人聚集，而警方
等跨部門則繼續採取聯合行
動，到場向外傭派傳單，同時
廣播呼籲不要聚集。
在中環皇后像廣場及遮打道

一帶所見，外傭人數眾多，不
少聚在一起用膳聊天，亦有人
在擺檔售賣貨品，除不少外傭
聚集人數超過規限外，亦有外
傭未有戴上口罩，違反「限聚
令」和「口罩令」。警方則聯
同食環署及勞工處人員中午到
中環一帶，向外傭派傳單，並
廣播提醒外傭要遵守「限聚
令」，並着超過兩人聚集的外
傭分開，警告不理勸喻便會罰

款。
另外，旺角行人天橋昨日亦

有外傭趁周日聚集，部分外傭
多於兩人一組在一起聊天，部
分也未有戴上口罩，食環署人
員亦到場巡邏，提醒戴好口罩
及不能多於兩人聚集。對於周
五起違規的定額罰款增至
5,000元，有外傭表示罰款金
額太高，會遵守條例避免被
罰。

跨部門聯手提醒外傭勿「犯聚」

亞博館三人中招 一保護衣破損

葛珮帆：民意挺全民強檢宜速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亞洲國際
博覽館檢疫設施出現前線人員染疫情
況，一名工作人員確診，另有兩人亦初
步確診，3名受感染人員均曾接觸被送往
檢疫的筲箕灣東華三院方樹泉日間活動
中心暨宿舍院友，其中一名人員的保護
衣出現破損，另一人則在7號館工作，衞
生防護中心暫時將5號及7號館約100名
檢疫人士撤離至另一展館，並調查有否
其他人員保護裝備不合適或出現破損。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

榮昨在簡報會上指出，確診的是一名上
月30日起在亞博館檢疫中心5號館工作
的復康幹事，他有接觸檢疫的方樹泉院
友，但一直沒有病徵，本月3日接受檢測
後確診，暫時源頭不明。

料與院友接觸不慎被抓爛
亞博館另兩名初步確診人員，包括一

名上周三發病的社署外判護理員，其最

後上班日為前天。歐家榮指該護理員工
作期間與一名事後確診的檢疫病人接觸
時，身穿的保護衣出現破損，相信有機
會是與院友出現肢體接觸時不小心被抓
爛所致。另一名初步確診的是在7號展館
工作的護理員，他上月30日及本月1日
都有接觸方樹泉院友，上周五出現徵
狀，前日最後上班，而其工作時有穿着
全副保護裝備，相關調查仍在進行中。
歐家榮指出，3名人員並不相熟，推斷
唯一共通點是曾接觸事後證實確診的檢
疫病人，包括照顧有需要檢疫人士起居
飲食，當中亦涉及餵食，相信很大機會
是工作中感染，故已即時加強保護衣及
感染控制培訓。
現約有440人在亞博社區隔離設施，中

心暫將亞博5號及7號館約100名檢疫人
士撤離至另一展館，並安排約100名工作
人員進行檢測，直至結果呈陰性始可上
班。

照顧確診者男護初確
另外，瑪嘉烈醫院深切治療部一名男

護士亦初步確診，他負責照顧確診患
者，工作期間有穿戴合適防護裝備，上
周四最後一日上班，周五發燒及喉嚨
痛，到天水圍醫院急症室留樣本後初步
確診。其母親上月30日開始發病，上周
四留樣本後初步確診，而兩人上周二曾
一同用餐，相信男護士在社區感染病毒
機會較大。
聯合醫院則有一名75歲男病人確診，

他上周五晚發燒及咳並往急症室求診，
入住內科夜間收症病房，翌日轉往內科
老人病房，其後病毒檢測呈陽性，即時
安排隔離病房，9名曾在同一病格的病人
被列為緊密接觸者，要隔離檢疫。

衞生防護中心4人員初步確診
另外，負責抗疫工作的衞生防護中

心，昨日傳出有3名家居檢疫小組人員及
一名隸屬港口衞生科的人員初步確診。
家居檢疫小組3名人員於衞生防護中

心大樓四樓工作，分別是一名於小組兼
職的救護隊目及兩名全職已退休救護隊
目。他們於小組負責接聽家居及酒店檢
疫人士查詢，日常無須接觸公眾，最近
一次當值日期分別為12月1日、5日及
6日。其中兼職的救護隊目11月27日履
行其正職工作時，曾接載一名確診病
人。
至於港口衞生科初步確診人員，她於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管制站工作，負責
協助入境旅客填寫電子健康申報表，是
一個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
衞生防護中心已對上述4名初步確診個

案展開流行病學調查，有關工作地點已
全面清潔和消毒，並已安排與他們共同
當值的人員在家工作，並將接受病毒測
試。

香港文匯報訊 本港第四波
疫情來勢洶洶，確診個案數
字連日來持續處於高位，源
頭不明個案比例居高不下，
病毒在社區廣泛傳播。建制
派立法會議員葛珮帆、何君
堯及陳恒鑌昨日下午3時在葛
珮帆社交平台專頁召開名為
「抗疫高峰會」的直播，就
抗疫政策作出討論。葛珮帆
表示，冀政府知道有巨大民
意支持及鼓勵，盡快實施
「全民強制檢測」，早日切

斷病毒在社區的傳播鏈，實
現本地「清零」。
智庫「香江智匯」會長周

伯展表示，內地及澳門的防
疫措施值得學習和借鑒，那
就是「外防輸入、內防擴
散」。外防輸入方面，香港
需要有嚴謹的措施嚴防輸入
個案，包括指定酒店供境外
的檢疫人士居住，不但不可
以讓他們離開，也不可以讓
訪客探訪；內防擴散方面，
要全民檢測，將所有社區潛

在的感染者找出來，將他們
的密切接觸者找出來，然後
幫他們醫治，之後疫情才有
可能「清零」，接下來可以
推出健康碼，和內地互動，
經濟才有可能恢復和發展。
工聯會此前的調查顯示，九

成七的受訪者贊同強制全民檢
測，九成受訪者同意以封城配
合強制檢測。紫荊研究院的調
查亦顯示，超過七成市民支持
全民強制檢測，希望能助香港
盡快恢復正常。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昨日
在疫情簡報會上指出，一名屬高危群組的

人士並未有預約，上周五早上自行前往梁顯利社
區檢測中心接受留下樣本檢測，經化驗後呈陽
性。然而政府的電腦系統未有發現該名確診者的
個人資料，無法追查其下落。

上周五採樣未接短訊者宜再做
他解釋，一般而言到達檢測中心後要按職員指

示先進行登記，將個人資料包括名字、身份證號
碼、手機號碼等要輸入電腦系統，以便中心有結
果後通知，但未知為何其資料未能上載到系統，
故無法找回他，中心未知事件出錯是否涉及人為
還是電腦系統問題：「電腦系統中搵唔到呢個個
案，呢位市民可能唔知係乜嘢原因，佢冇成功上
載個人資料，喺系統中相關人員亦搵唔到呢宗個
案嘅資料。」他指應有職員指示檢測者輸入資
料，事件為何如此仍有待調查。
歐家榮呼籲，當天早上到該檢測中心採樣，
但至今仍未收到手機短訊確認檢測結果為陰性
的市民，應戴好口罩，盡快到檢測中心再進行
採樣。
另外，醫管局透露，新蒲崗柏立基普通科門診
診所上周二 ( 1日 ) 接獲26名市民提交深喉唾液
檢測樣本，按程序原定當日送往伊利沙伯醫院化
驗，但職員收集指定收集箱的樣本瓶時，將3個
樣本瓶錯誤放在後備收集箱，並無一起送往化
驗。直至3天後有市民致電查問檢測結果才揭發
事件，3個樣本瓶一直放在收集箱，3名市民要
再次接受檢測，幸均屬陰性。

袁國勇：機場防疫有漏洞
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
勇昨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批評本港未有完全落
實外防輸入、內防擴散措施，致令新一波疫情再
現，強調須把所有防疫措施做到滴水不漏、狠狠
落實，否則將引發更多問題。
他舉例，機場防疫措施有漏洞，包括忽略行
李箱輸送過程，地勤人員把行李箱投放至輸送
帶，若其中一個行李箱帶有病毒，其手套會被
污染，之後的行李箱就會透過其手套出現交叉
污染。另外，機場安檢人員會提供膠盤讓旅客
暫存鎖匙等金屬以便走過X光機，若膠盤留有
病毒，每名入境人士過關時均會觸摸，很易受
感染，建議膠盤每使用一次便須立即消毒才可
繼續使用。
他更發現，不少入境人士取樣本瓶前，不知留
樣本前兩小時不可飲食，機上沒有相關廣播，樣
本瓶身亦沒有刻度顯示深喉唾液樣本須至少留4
毫升的容量，而收取樣本瓶人員亦沒有留意樣本
是否足夠，種種均可影響檢測準確度。

聖誕回港潮 憂「走漏」確診者
他推斷接下來的聖誕節若有兩萬名留學生從外
地回港，以在機場進行檢測的陽性比率為0.4%
計算，將得出40人至80人屬陽性，同時目前數
據顯示有2.5%至5%確診者無徵狀，即會有兩名
至四名留學生在機場「捉唔到」而進入社區。
他強調若不做好外防輸入措施，導致出現下一
波疫情的病毒株，將會是源自英美及歐洲。
另外，他批評衞生防護中心追蹤的效率不
高，而現有不少高收入階層染疫，但部分人不
願透露個人行蹤，增加抗疫追踪困難，表示問
過一些染疫的名人曾接觸哪些人，但他們也不
肯透露。
他認為，只要防疫措施能收緊至7月第三波疫
情爆發之時，第四波疫情必定可控，但需待市民
接種疫苗後，這場「疫情馬拉松」才會結束。

香港文匯報訊 一直奮戰在抗疫一線的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前天及昨日均缺席政府疫情記者會，由
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流行病學）歐家榮代替。消息指，張竹君
丈夫因腦瘤，年初起在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留醫，據傳他昨日
因病重已於威院離世。消息昨晚於網上廣傳，網民紛留言慰問
張醫生，叫她「節哀」、「保重」。
消息指，張竹君醫生的丈夫去年不幸患上腦瘤，今年初起於
威院腦外科留醫多月，張竹君醫生除了急於跟進疫情進展，同
時經常要到醫院探望丈夫。近日有消息傳出其丈夫病危。
新冠肺炎疫情1月底爆發以來，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

張竹君醫生幾乎每日主持疫情記者會，向市民匯報最新疫情，
曾經連續最少72日無休假，在記者會上表現專業，成為香港
疫情期間最受歡迎的公職人物。

張竹君夫病逝 網民留言慰問

■一名屬高危群組人士，上周五往梁顯利社區檢測中心留下樣本，結果經化驗後呈陽
性，但政府電腦系統竟然沒有其個人資料，以至未能聯絡該確診人士。圖為梁顯利油
麻地社區中心檢測站，到晚上7點左右還有大批人排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特首林鄭月娥昨午在食衞局局長陳肇始陪同下，巡
察分別設於鰂魚涌社區會堂、油塘社區會堂、坑口社

區會堂和屯門兆麟社區會堂的社區檢測中心，聽取各承辦商介紹服務流程及運作
情況，她感謝承辦商的貢獻，亦與市民交談了解他們對服務的意見。社區檢測中
心上月中開始運作，至今逾11萬人採樣，暫核實的確診個案約30多宗。林鄭月
娥呼籲屬必須或應檢測的市民盡快接受檢測。圖為林鄭月娥到訪設於屯門兆麟社
區會堂的社區檢測中心。

特 首 巡 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