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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傭群組增 10 人 半歲女嬰都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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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現二代傳播恐再擴散 專家倡
「儲假期」



■豐年樓地下的蔬果檔如常
開檔。
開檔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個案：98宗

外傭播疫防不勝防，香港昨日新增的 98 宗新冠
肺炎確診個案中，多達 10 宗來自外傭宿舍感染群

．輸入個案：9 宗

組，當中 6 人是外傭，她們曾到爆疫的大埔豐年

．不明源頭本地個案：30宗

樓 1C 單位的外傭宿舍，餘下 4 名患者是外傭的僱

．有關聯本地個案：59宗

主家庭成員，包括一名 6 個月大的女嬰。衞生防

初步確診個案：逾 70宗

護中心表示，該宿舍有確診外傭長期居住，亦有
外傭會在周末到訪，暫時不確定能否找到所有密

部分爆發群組

切接觸者，故政府會發布通告，要求曾於上月 15

．東頭邨貴東樓：增 2 宗
（累計11人涉6單位）

日後到訪該宿舍逾兩小時的人士接受強制檢測。

．寶達邨達怡樓：增 1 宗初確
（累計8人涉4單位）

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指出，外
傭宿舍群組已出現二代傳播，憂慮會再擴散，呼

．彩雲邨明麗樓：增 1 宗，屬跳舞群組
（累計6人涉4單位）

籲僱主與外傭協商放假安排，包括以錢代假或改
日子放假，避免外傭放假大聚會。

．大埔豐年樓宿舍群組：增 10宗，包括
6名外傭，4名僱主家人（累計12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將藍隧道地盤：增 2 宗（累計14人）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在疫情
簡報會上表示，本港昨日新增 98 宗確診個案，9
宗為輸入個案，89 宗為本地感染，當中 30 宗源頭
不明。另有逾70宗初步確診個案。
前日（14 日）報告有兩宗確診的大埔豐年樓外
傭宿舍，昨日再多10宗確診，累計12人染疫，當
中4人是外傭的僱主家庭成員，包括一名6個月大
的女嬰。該 4 名家庭成員屬同一家庭，與前日確
診的54歲女傭（個案7595）有關。

到訪豐年樓外傭需強檢
張竹君指，該女傭 11 月 29 日已感到「周身骨
痛」，但本月 12 日才接受檢測。由於多名外傭染
疫，部分人無病徵，現難以斷定群組感染源頭。
有關宿舍位於豐年樓1C單位（唐二樓C室），負
責人是香港僱傭中心，平日有外傭長時間居住，
亦有外傭只在周末到訪「住一晚」，中心暫時不
確定能否找到所有密切接觸者，加上擔心外傭染
病，會影響僱主一家大小，故採用強制檢測，並
透過領事館傳達強檢的消息。
張竹君又指，大部分確診外傭都有僱主，個別
正尋找工作。部分人在宿舍住在獨立房，但曾使
用洗手間等公用設施。已有 33 名密切接觸者被送
往檢疫，還有部分人聯絡不到。

年臨近，多了公眾假期，她們在宿舍聚會非常擠
迫，我相信(感染)機會是非常大。因為過去短短兩
天，該群組已經由兩宗，增至十幾宗，我相信這
是非常大的警號。有外籍傭工的家庭，其實有不
少需要她們照顧長者和小孩，而長者的風險是非
常高，所以希望這要急不容緩去做一些事。」
他希望政府呼籲僱主與外傭協商，儲假、以錢
代假或改日子放假。政府亦要思考，當僱傭雙方
就假期出現爭拗時應如何處理。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全港有約 37 萬名外傭，他們與僱主家庭
接觸緊密，即使做足措施亦難以防止室內交叉感
染，如疫情擴散後果難以設想，呼籲自覺有懷疑
的家庭盡快讓外傭及家人進行檢測。
他說，香港有諸多「有牌或無牌」的外傭宿
舍，「政府對這類場所一路以來都無乜監管，一
時間要取締可能不容易，但都建議政府加強這類
場所的防感染控制，現在疫情這麼嚴重，不應該
容許非入住訪客過夜。」

梁卓偉建議以錢代假
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指出，
該群組爆發已經出現二代傳播，他說：「聖誕新

■大埔豐年樓 1C 室(唐二樓 C 室)外傭
宿舍爆疫。
宿舍爆疫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第四波新冠肺炎
疫情持續近一個月，死亡率開始上升，再多 3 名患者
不治。一名 79 歲男病人，前日確診並送往伊利沙伯
醫院接受治療，惟病情惡化於同日下午離世。另一名
不治患者是 64 歲女病人，上月底確診並送往東區醫
院接受治療，本月 8 日情況轉差進入深切治療部，延
至昨日中午離世。第三宗個案則為一名 77 歲女病
人，她於上月 20 日確診並入住瑪麗醫院隔離病房，

本月 4 日轉往成人深切治療部留醫，延至昨午離世。
連同 3 宗新增死亡個案，本港已累計 123 人染疫死
亡。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庾慧玲昨日在疫情記者會上指
出，該局於前日早上收到衞生防護中心通知，接收一
名 79 歲有長期病患的確診男病人(個案編號：7611)，
經救護車送往伊利沙伯醫院後情況持續惡化，同日下
午一時離世。她表示，死者並非公立醫院病人，一直

大埔豐年樓的一個單位爆發外傭
感染群組後，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
前往該宿舍觀察，拍門無人應。數
名街坊表示，平日發現該宿舍常有
外傭出入，有街坊說：「外傭的衞
生意識麻麻，有時在這兒gathering（聚會） ，成
日都亂拋垃圾喺後樓梯。」街坊也擔心大廈的公用
設施被污染，但又嫌煩不希望全幢居民強制檢測。
該宿舍位於大埔大榮里豐年樓一個住宅單位，
樓下設有銀行、超市等地舖，人流頗高。香港文
匯報記者昨日到場時，遇到不少路過的居民對大
廈指指點點，低聲說：「就係呢度啦，確診嗰幢
豐年樓。」



出，目前不肯定個案是否互相感染，抑
或是在所住大廈出現爆發而感染，中心
會再研究個案有否關連，但會強制住戶
接受檢測。
她呼籲市民要對樓上樓下有機會出現
個案有心理準備，並做足防護措施，
「別等到你知道樓上或樓下有個案，或
者隔籬有個案才去關窗關門，或者放水
到 U 型聚水器入面，因為很多時你一知
道有個案發生，傳播已經發生了。」

一家兩人住兩邨同染疫

東頭邨設置流動採樣站

衞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彩雲邨明麗
樓再多一人確診，同座至今已有 4 個單
位共 6 人染疫，其中一個與跳舞群組有
關。而該宗新增個案的一名家人居於早
前已有人確診的寶達邨達怡樓，該名家
人亦初步確診。達怡樓亦累計有 4 個單
位合共 7 宗確診及 1 宗初步確診個案，
當中有兩個單位同坐向。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指

另外，黃大仙東頭邨貴東樓新增兩宗
確診個案，至今已累計 11 宗個案，涉及
6 個單位。政府昨日開始在該邨設置流
動採樣站，方便居民接受強制檢測。民
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昨早到現場視察，
他表示政府各個部門會盡量配合和幫助
受影響居民，包括為有物資和食物需要
的長者作出安排。
專家估計問題或與擾流效應有關，建

記者向樓下的蔬果檔查詢，一位員工表示：
「有聽講隔籬（豐年樓）有確診個案，不過唔係
咁清楚，我哋都無因為咁而要休息消毒。」居民
陳先生表示，雖然有點擔心播疫風險，但不想全
幢居民強制檢測，「因為唔想煩！」
記者進入豐年樓，公共通道的告示板已通知居
民，大廈有單位出現小型爆發。住戶李小姐表示，
對爆疫「有所聽聞，據說有關宿舍是屬於僱傭中心
的，平時（周一至周五）都有（外傭出入），出入
都會見到，而且通常係好幾個（同行）。」
被問及進出該單位外傭的衞生情況時，李小姐
的男伴指着後樓梯的垃圾桶說：「工人姐姐的衞
生意識都麻麻哋，好多外傭會嚟宿舍 gathering ，呢個位（後樓梯）就成日都亂拋垃圾。」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向私家醫生求診，本月 5 日已發燒及有咳嗽等病徵，
但很遲才交檢測樣本，故入院時病情差。

晚期病患曾誤送亞博
另外，早前公布一名入院不足一周並於前日離世的
49歲男患者(個案編號：7134)，庾慧玲昨日補充指出，
該名患者於本月 8 日初步確診後，被送去亞博館社區
治療設施等候進一步檢測結果，同日下午確診。醫生
檢視病人在私家醫院的記錄後，發現他患有晚期病
症，不適合在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接受治療，故安排
將患者送往聯合醫院接受治療，惟不久後不治。

■政府昨日開始設立流動採樣站
政府昨日開始設立流動採樣站，
，為東頭居民
及工作人員提供檢測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及工作人員提供檢測服務。
議居民在廚房開抽油煙機煮食時要關
窗。有貴東樓住戶表示，大廈在今波疫
情的首名確診者已經確診半個月，但之
前一直未有留意，至前日政府派員到場
視察才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一直冇諗

．一田百貨群組：增 1 宗（累計16人）
．日出康城/啟德地盤：增 1 宗
（累計63人）

強制檢測人士
‧上月 15 日至本月 15 日，曾身處大埔大榮
里豐年樓1C單位超過兩小時的人士
‧上月20日至12月15日，曾身處觀塘寶達
邨達怡樓以及彩雲（二）邨明麗樓超過兩
小時的人士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樓下蔬果檔無消毒

明麗樓達怡樓強制檢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屋邨爆
疫進一步擴大，黃大仙東頭邨貴東樓新
增兩宗確診個案，彩雲邨明麗樓亦再多
一宗個案；寶達邨達怡樓出現一宗初步
確診個案，暫未知有關個案與相關大廈
早前的個案有否關連，但鑑於明麗樓與
達怡樓分別累計 4 個單位出現確診者，
特區政府發出強制檢測令，要求上月 20
日至本月 15 日到過該兩棟大廈並逗留逾
兩小時的人士，必須接受檢測。

．亞博館群組：增 1 宗（累計24人）

過開抽油煙機都有問題，雖然聽袁（國
勇）教授話可以閂窗開抽油煙機，但我
擔心唔夠，家仲會閂埋廚房門，避免
病毒成屋都係，希望在能力範圍內做多
步。」

■東頭居民在流動採樣站接
受檢測。
受檢測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新冠肺
炎確診宗數持續半個月仍未有大幅回落
跡象。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
講座教授許樹昌昨日出席電台節目表
示，第四波疫情已經到達頂峰，但整體
確診個案仍然「打橫行」，期望隨着政
府上周收緊防疫措施後，未來一兩個星
期的確診數字能回復低的雙位數或個位
數。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
栢良在另一個電台節目則批評，政府的
源頭追蹤工作落後，往往是患者病發後
4 天至 6 天才被發現，其間已在社區肆
意播疫。

許樹昌：第四波「見頂」但「打橫行」

再添三亡魂 一翁入院僅半日

豐年樓住戶：外傭亂拋垃圾

確診增 98 宗 30 個案
「無源」

何栢良：貴東源頭追蹤慢

何栢良表示，黃大仙東頭邨貴東樓最
早的確診個案與早前的感染群組有關，
但政府遲遲未能成功追蹤到他，直至他
感染其他人才被發現，「貴東樓首 7 宗
病例的患者都於發病後平均 4 天至 6 天
才被發現及入院，情況並不理想。」這
情況同樣出現在葵盛西邨、麗晶花園事
件上，他認為政府現時的源頭追蹤是追
落後。
許樹昌表示，第四波疫情似乎已經到
達頂峰，但是整體確診數字在高位徘
徊，遲遲未有回落跡象，「每日確診維
持在（高的）雙位數或三位數，反映早
前的限制措施成效欠佳，但上周措施再
次收緊，加上近期社區人流減少，希望
一兩星期後能回落。」
他指，整體第四波疫情的重症病人年
輕化的比例並不明顯高，整體有兩成患
者出現「免疫風暴」，即病毒量急增，
令免疫因子攻擊肺部及其他器官。「部
分患者入院時已出現氣喘，代表病毒已
入侵下呼吸道。」
他呼籲市民當有早期病徵，如發燒、
乾咳、失去嗅覺時就要求醫。他又指，
理解社區上始終有人抗拒看醫生，但現
時病毒大流行，不能在家等太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