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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昨日再多78人確診新冠肺炎，

醫管局更發現這一波疫情的重症患者

有年輕化趨勢。該局指出今波疫情流

行「危險病毒株」，傳染性比以往幾

波疫情更強，且壯年人士也成高危

人群，「中招」後患者的病毒量高，

傳播性強，患者病情也急劇惡化。第

四波至今入院的33名危殆患者中，6

人是40歲至60歲的壯年，有4人更

需要使用人工肺。在危殆個案中，更

包括早前確診的45歲伊利沙伯醫院病

理科醫生，據悉他甫病發病情已十分

嚴重，需要插喉急救。另外，近日多

宗確診或初步確診個案均涉及前線醫

護人員。

第四波傳染力強 壯年亦高危
「危病株」病毒量高惡化速 6命危4人要用人工肺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數字

新增確診宗數：78宗

輸入個案：7宗

不明源頭本地個案：29宗

有關聯本地個案：42宗

初步確診數字：逾70宗

部分本地個案資料

爆發群組(部分)

．跳舞群組：新增5宗

．將軍澳日出康城地盤群組：新增3宗

．方樹泉日間活動中心暨宿舍：新增1宗

．沙田一田超市：新增5宗初步確診

亞博館相關個案

．一名照顧員初步確診

部分源頭不明個案

．張敬軒紅館演唱會一名兼職工作人員
確診

．馬鞍山崇真中學一名學生，以及元朗
光明學校一名教師分別確診

．威爾斯親王醫院助產士訓練學院一名
學生初步確診

．葵盛西邨第八座一名住戶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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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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新冠肺炎疫情
爆發以來，一直主持每
日疫情記者會的衞生防
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
竹君，因其患癌丈夫日

前不幸病逝，張竹君罕有地缺席兩日疫
情記者會，昨日收拾心情再次亮相。她
一如以往表現出專業態度，淡定地回答
傳媒所有疑問，惟對私人問題保持緘
默，傳媒只好轉達市民對她的關心和慰
問。不少網民敬佩張竹君的專業精神，
希望各界齊心「清零」，讓承受喪夫之
痛的張竹君毋須每日主持疫情記者會，
能夠好好休息。

香港文匯報早前報道，張竹君與丈
夫同為醫生，其丈夫去年不幸患上腦
瘤，本年初起在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
留醫，惟病情反覆及其後轉差，進入
癌症末期，上周六病情急轉直下，翌
日不治。張竹君因此缺席該兩天記者
會，不過，昨日旋即返回工作崗位。
昨日在政府新聞網的社交平台專頁

直播疫情記者會時，不少網民留言向
張竹君表示謝意。網民「ai Tang」表
示，「感謝和敬佩張醫生的專業，在
這個悲痛時刻仍然堅守崗位，希望你
也多加保重！」網民「鈺燕」則希望
張竹君多加休息，「張醫生，多啲休

息！唔好捱
壞身子！
衞生防護中
心有好多職
員，但妳對
仔女只得妳一
個媽媽，好好照顧自
己！可以的話，請多幾日假休息吧！
好擔心妳呢！收到消息後，我都流下
淚來。」
也有網民希望外界給予張竹君私人

空間，「家事使唔使在這裏（記者
會）交代，關心不用這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張竹君速復工 網民讚敬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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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聖誕
及元旦臨近，勢將出現「回港潮」，
特區政府冀覓得一萬間酒店房間作指
定檢疫設施，供抵港人士包括留學生
作檢疫。酒店業主聯會總幹事李漢城
昨日表示，業界反應熱烈，目前已有
超過100間酒店及賓館報名參與，聯
會將與政府商討名單，相信最終達到
一萬間房的目標。相關住宿費由檢疫
人士自費，實政圓桌立法會議員田北
辰表示，三星級酒店或賓館的房價將
固定於300元至400元一晚，但小部
分酒店會提供過千元一晚服務，全部
酒店均會提供一日三餐。
李漢城表示，已有超過100間酒店
及賓館報名成為指定檢疫酒店，政府

會檢視酒店的通風設備等，審視酒店設施符合
防疫要求後才敲定名單，相信最終能達到一萬
間酒店房的目標。政府會為指定檢疫酒店「包
底」，如果入住率不足五成，政府會補貼差
額；酒店會為檢疫人士提供三餐，檢疫人士亦
可要求外賣，但只限於午餐及晚餐。
至於交通安排，李漢城表示，由於成本高

昂，酒店難以負責，但明白政府安排涉及投標
等程序，需時較長，故目前由聯會負責統籌，
安排專車將抵港人士直接送往酒店隔離，費用
則由政府負責。
田北辰表示，參與的指定酒店將與政府簽定

為期兩個月的租約。據他了解，三星級酒店或
賓館的房價將會固定，介乎300元至400元一
晚，小部分會提供過千元一晚服務。

保障員工 檢疫者入住不執房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就指，參與酒店中
以每日房價1,000元或以下的中低價房間供應
最多，較高級酒店或會報價2,000元至3,000元
一晚（包三餐），政府只會有限度「包底」，
而且補貼封頂為最多600元一晚。他並提到，
為保障員工，酒店會向員工清晰交代，檢疫人
士入住14天內不會收拾房間。他估計，只要
有合理防疫措施，員工普遍支持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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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亞博館
檢疫設施昨日再多一名照顧員初步確診，
亞博館至今至少4名工作人員確診或初步
確診。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
劉家獻表示，染疫員工都不是醫管局的員
工，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暫無醫護受感
染，專家亦已檢視社區治療設施的防感染
措施，局方亦會確保醫護人員已接受感染
控制訓練，以確保他們在照顧病人時的安
全。他指，第四波疫情的新增確診數字增
幅較快，加上市民鬆懈，令源頭難以追
查，呼籲市民不要輕視新冠肺炎，強調並
非「傷風感冒咁簡單」。

中招員工曾與檢疫者接觸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昨日在疫情記者會上指出，早前確診

的3名亞博館檢疫中心工作人員，以及
昨日初步確診的5號館照顧員，都需要
與檢疫人士接觸，包括照顧東華三院
方樹泉日間活動中心暨宿舍的檢疫院
友餵飯、沖涼等，稍有不慎防護裝備
受污染，便很容易感染，局方已提高
工作人員的感染控制措施。
劉家獻昨日在電台節目上指出，截至

昨晨9時，已有逾450名確診者在亞博
館社區治療設施留醫。他表示，由於本
地疫情嚴峻，社區個案急增，預計將有
更多新冠肺炎病人需要接受深切治療，
公立醫院未來一段時間，將要逐步減少
非緊急服務，包括住院非緊急手術或檢
查，以騰空更多二線病房接收更多及集
中照顧確診者，以減低公院的壓力及隱
形患者進入醫院的機會。

他說，醫管局現時已為所有入院的
病人，在入院前提供新冠病毒檢測，
及早找出沒有病徵的隱形患者；即使
入院前的檢測呈陰性，如果醫生之後
對情況感到懷疑，以及經治療後病情
無好轉，亦會安排患者重複檢測，以
找出較遲發病的確診者。
他續指，聖誕假期將至，局方預料

會有大批海外留學生返港，萬一有大
量學生確診，醫管局會再啟用亞博館
第9號及11號場館的社區治療設施，
提供額外500張病床，當返港人士在機
場證實確診，會即時送入亞博館接受
隔離治療，以免患者進入社區散播病
毒。醫管局有需要時會從公院調配人
手至亞博館，令醫院服務受影響，並
呼籲市民體諒安排。

亞博館中招員工非醫局醫護

昨日新增78宗確診個案，當中71宗屬本地個
案，不明源頭個案佔29宗。另外，目前公

立醫院有36名新冠肺炎患者的情況危殆，當中
33人是第四波疫情期間入院，6人是60歲以下的
壯年人士。醫管局深切治療科統籌委員會成員陳
勁松指出，雖然今波仍以尼泊爾的病毒株為主，
但有別於過去幾波疫情，這類病毒株專攻壯年人
士，並在壯年人士的圈子裏快速擴散。

抗體反應慢「壯醫」入院插喉
陳勁松表示：「他們(年壯患者)的病毒量比較
高，傳染性比較高；部分人進入深切治療部時，
呼吸衰竭最差，很多病人已經有抗體反應，但這
一波的抗體反應來得較遲，令病毒容易傳染；不
少病人，一進來的病情已經非常嚴重，需要急救
措施，所以我們覺得這一波的病毒是危險的病毒
株。」
其中一名情況危殆的患者是45歲伊利沙伯醫
院病理科醫生，他入院時情況已十分嚴重，被送
入深切治療部插喉急救，現時危殆。陳勁松說：
「這一波疫情中，危重病人不單止限於年長的病
人，所以我在此提醒各位市民要更加小心謹慎，
不要以為這個病只影響年長病人。」
他續說，如果患者狀況十分差，即使用呼吸機

亦無法維持血氧在安全水平，才會使用人工心肺
機，惟風險亦高，「外國例子反映，倘使用人工
心肺後死亡率達50%，年輕患者也達30%至
40%。」他又預料深切治療部的服務壓力陸續增
加，醫管局已削減部分非緊急手術，及將年輕及
較穩定的病人分流至不同醫院。

防護中心現小型爆發
另外，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
君透露，衞生防護中心大樓4樓也出現小型爆
發，涉及3名家居檢疫小組工作人員，他們負責
接聽家居及酒店檢疫者的查詢，當中一名職員確
診、兩名職員初步陽性。她表示，處理相關個案
方法與處理其他辦公室個案沒分別，會進行大清
洗，密切接觸者會被送往檢疫，整座大樓的其他
員工則會接受檢測，若有工作可在家完成則安排
相關員工在家工作。她表示，仍在點算密切接觸
者人數，或涉及數十人。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險管
理）何婉霞表示，律敦治醫院一名女病人於前日
上午準備電腦掃描檢查，同晚初步確診後立即被
轉往隔離病房治療，等候期間曾入住外科病房，
3名女病人當時同一病格，並列為密切接觸者，
相關醫護人員有合適保護裝備，病人接受無高風
險程序，故無醫護屬於密切接觸。
此外，威院助產士訓練學院有一名學生初步確
診，其家人於本月5日初確，經接觸追蹤調查
後，發現該學生同班有3名同學一起食飯，全部
列為密切接觸者，同班其他同學要接受檢測，學
校暫時停課一星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肺
炎第四波疫情的傳染力強，市民外出活
動稍一不慎，隨時染疫。衞生署衞生防
護中心昨日公布，一名曾在張敬軒演唱
會兼職協助分流帶位的員工確診，目前
已累計4名觀眾及1名員工確診，中心
呼籲曾觀看該演唱會的觀眾如有不適或
擔心，應盡快接受檢測。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
張竹君指出，該名張敬軒演唱會兼職
員工曾於上月22日、24日、26日、27
日及29日，在不同入口處分流觀眾進
入演唱會，並於本月3日開始發病，暫
列為無關連個案。張竹君指出，由於
患者當時曾接觸很多觀眾，加上8場演
唱會合共有接近5萬名觀眾，有機會出
現傳播鏈，呼籲公眾如有不適或擔
心，應盡快接受檢測。
連同之前4名曾去過張敬軒演唱會的

觀眾確診，至今合共有5宗染疫個案，
但張竹君未肯定是否出現爆發，因為
有觀眾涉及其他傳播鏈。
演唱會的主辦單位英皇娛樂表示，本

月4日開始已陸續安排合共284名演唱
會的參與工作人員接受檢測，至今約
210人呈陰性，其餘結果仍在等待中。

沙田一田增5員工初確
另外，沙田一田百貨及超市早前有

人確診後，中心安排全體員工檢測，
發現當中5名員工初步確診，當中包括
負責菜檔及鮮肉檔等，已要求沙田分
店大清洗。一田百貨其後發新聞稿表
示，除衞生防護中心公布的5宗初步確
診個案外，再發現另外5名員工初步確
診，他們分別來自個別專櫃或部門，
包括孖人、象印、Woll、Tommee Tip-
pee、Clinique、超市肉部及菜部專櫃。
一田表示，沙田店已由專業人士進行

深層清潔及消毒，並暫停營業至另行通
知。現時一田各店所有員工只會在所屬
分店工作，不會調配至其他分店，並要
求沙田店員工停工接受病毒檢測，出示
呈陰性之檢測報告方可進店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昨日起在
10個港鐵站內增設自動派發機，供市民自助
領取新冠肺炎病毒的檢測收集包，市民反應
踴躍，昨日傍晚約一萬個樣本包悉數派罄。
有市民認為港鐵站派樣本包十分方便，自動
派發機的操作簡易，日後或考慮定期領取樣
本包自行檢測。
自動派發機只派不收，市民收集樣本後需

要自行到指定的47間醫管局普通科門診診所
或13間衞生署診所交回。

在北角站的自動派發機，市民一兩分鐘就成
功領取，過程非常快速。曾先生通過使用不同
八達通，一次過領取幾名同事的分量，「同事
身邊有人確診，老闆要求大家都做測試安心
啲。」他認為，地鐵站領取樣本包比較方便，
「以後不用前往檢測中心排長龍。」他直言，
樣本包有說明書，相信能正確收集樣本。北角
站人流量較大，昨午1時前樣本包已經全部派
發完畢。
大埔墟站是另一個派發點，在該站附近工

作的羅先生上班時順路領取樣本包，「最近
本港確診數字高企，想檢測確認自己是否健
康。」他表示取件過程非常快速，操作亦非
常簡單，就好像自動販賣機，他同時表示若
全港所有人都進行檢測，效果更佳，「如果
有強制全民檢測就最好啦，大家全部都做，
可以追蹤到邊度有傳播，對於全港市民來講
都有好處。」
大埔居民郭先生亦表示同意，他前往大埔

墟站幫兒子領取樣本包，「我係好支持全民
強制檢測嘅，咁一次過讓所有人都進行測
試，先可以搵到啲隱形病人，佢哋沒有病
徵，在社區四處遊走其實好危險。」

張敬軒演唱會一帶位員確診

機器派樽受歡迎 10港鐵站速派罄

■觀塘帝盛酒店昨日起成為檢疫設
施，有警員駐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沙田一田超市再有5名員工初步確
診。 中通社

■■ 張 竹 君張 竹 君
中通社中通社

■醫管局發現
這一波疫情的
重症患者有年
輕化趨勢。圖
為有壯年人士
跑步不戴口
罩，有機會受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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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市民到港鐵站索取樣本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