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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偷走前科卻無穿約束衣無手帶 闖過四道門冇保安攔住


(

伊利沙伯醫院前日有留醫的新冠肺炎確診
者逃走，成為流動性「播疫」炸彈，警方發
相片全城通緝。患者為 63 歲的李運強，醫
管局表示他的病毒量不高不低，仍有傳播風
險，而他留院期間並不十分合作，更有偷走
前科，但院方評估後不認為他逃走風
險高，故沒有要求他穿着約束

■警方頒令通緝李運強。

衣，也沒有為他戴電子手

伊院低估風險
慣犯疫男逃脫

伊利沙伯醫院前日發生新冠肺炎確診者逃走事件，昨日香
港文匯報再次到該院巡察，發現院方的保安沒有特別加

帶。據了解，他住伊利沙
隔離病房，若要偷走
必須硬闖四道門，
其間通過護士站，
才能走到該層的電
梯大堂離開。惟
院方低估他逃走
風險，也沒有派

曾拒檢查監察極冇品

保安員在病房門
口駐守，令重
重防「走犯」
措施失靈。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成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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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透露，患者有試圖偷走的前科，「佢之前試過喺一啲常規檢查或監
察，要同事多次勸喻先配合，(偷走)前一日都試過離開自己病室，同事勸喻
佢，先返自己病室。」雖然有偷走前科，但院方的風險評估，低估他偷走
風險，「早前評估認為他不需要約束衣。」
據了解，李運強留醫期間住伊利沙伯醫院B座10樓的單人隔離病房，
若要偷走必須硬闖四道門，包括病房本身兩道門，通過護士站，再通
過大房的兩道門，才能走到該層的電梯大堂離開。
庾慧玲解釋，隔離病室設有自動雙門連鎖裝置，以維持負壓情況，
裝置亦運作正常，但房門沒有上鎖，「病人可以踢按鈕開門，因為一
般情況下，病人如果有需要可以離開病格，出去找醫護人員。」她強
調，「醫護一直有定時監察着病人情況，也有用無錄影功能嘅中央監視
裝置睇住病人情況，可能病人的動作太快，衝咗出去就有機會未必搵得
返，同事都有自己嘅工作忙，一見到已經追出去，不過追不到。」
她承認，病房外沒有特別安排保安員駐守，「大部分病人都好合作，生病
時也想留在醫院治病。」她坦言，不清楚該男患者途經什麼地方。
據消息人士透露，李運強獨居於旺角花園街一單位，政府部門至今未能聯絡
到其家人。

須有保安全日看守
傳染病區

■ 12 月 18 日晚，李運
強，記者仍能自由出入地下大堂，以及到個別樓層，惟李運強所住
強自伊利沙伯醫院
的樓層就不能內進。
「走佬」。 中通社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醫療成效及科技管理）庾慧玲指出，該名擅離醫
院的病人，病情一直穩定，神志清醒、沒有病徵，但臨床報告顯示他仍
有病毒感染情況，於標準負壓設施的病房接受隔離治療。
庾慧玲透露，李運強的CT值為20幾，不高也不低，離開病房時有佩戴
口罩，而公眾人士和醫護人員都會戴上口罩或穿戴合適防護裝備，故
/
相信感染風險不高。她坦言：「都唔清楚（擅離的患者）路經咩地
方，呼籲確診患者與醫護人員合作，始終都有病，希望喺醫院有合適
治療，唔應該擅自離開醫院，保障自身和公眾健康。」

伯醫院 B 座 10 樓的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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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沙伯醫院 B 座 10 樓
隔離病房「走犯」圖
◆患者有試圖偷走的前科
◆院方評估逃走風險不高
◆無着約束衣，無戴電子手帶
◆硬闖四道門，通過護士站

■圖為
李運強報稱
的居住地旺角花園
街198號。
中新社

防疫措施勢延長 聖誕跨年或「加辣」
跨家庭的聚會。
特區政府雖收緊防疫措施，惟未再推
行全民強制檢測，陳肇始稱，有巿民不
願檢測，政府專家亦不支持，因為全民
強制檢測需要「禁足令」配合。考慮到
今年 9 月開展的普及社區檢測需要兩星
期完成，倘要強制全民檢測需要更長時
間，故政府現時會集中對高風險群組強
制檢測，此舉較具針對性。同時，政府
亦會繼續擴大自願檢測的觸及範圍，增
■政府料聖誕至跨年收緊防疫措施。
大「願檢盡檢」下的檢測量，現時本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陳肇始：人流未減 疫情難遏
每日化驗病毒的能力為單管 10 萬個樣
陳肇始昨日接受電台訪問表示，政府的目
她續說，近日疫情雖有回落，惟速度慢， 本。
標是要減少巿面的人流。雖然目前限制社交 續有雙位數的源頭不明個案，政府要繼續截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同日接受電台訪問時促
距離措施已回到7月時最嚴厲的水平，然而 斷傳播，「有一啲專家指（確診數字）可能 請市民自律，減少外出及保持社交距離，
交通流量以及人流沒有相應減少至與7月時 已經係見頂，但回落速度其實似乎唔係好 「周末仍然好多人到元朗大棠睇花
（紅葉）
，
相若水平，「社會整體人流係減少咗，但未 快，喺聚集同聚會上要盡量、盡量去減低， 除咗口罩影相，唔係靠檢控走去阻止就得，
減少到一個（明顯）幅度，未去到7月時最 因為如果能夠保到無大型爆發，其實數字係 大家係要自律。」
他希望市民冬至及聖誕節
低水平，我哋嚴厲嘅措施已返到嗰個水平， 會一直控制得到，但如果再有大型爆發，再 假期時減少聚會。張建宗透露，政府早前提
但人流未減低，一定要做到，如果喺呢方面 去爆開的時候，呢個（疫情）就會好耐， 高違反「限聚令」等定額罰款至 5,000 元
難以做到嘅話，可能要再檢視現時措施係咪 （確診）數字除咗會再上升外，回落時就變 後，已發出118張告票；有七間食肆未有展
需要延長，或者有無其他措施要推行。」
得困難。」她再呼籲市民要忍耐，不要舉行 示「安心出行」二維碼亦已被檢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餐飲處所
晚上 6 時後禁堂食、關閉酒吧等處所的
防疫措施將於周三（23日）屆滿，食物
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指出，現正檢
討是否需要調節防疫措施，並強調要繼
續減低人流及聚會，才有望控制疫情，
惟巿面人流減幅不明顯，可能要再檢視
是否需要延長有關措施，甚或要加推其
他防疫措施，暗示不排除聖誕新年期間
防疫措施
「加辣」
。

劉少懷相信，該院會對事件作深入調查
及交代。他表示，雖然醫院不是一個高度
設防的地方，但病人必須遵從醫院的守
則，
「依照599條例接受隔離治療的患者，
如果違反條例係有罰則。」
他強調，病人擅離或有其自身的原
因，但是傳染病區理應是不准探訪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一名確診
新冠肺炎的63歲男子前日
（18日）
下午，逃
離伊利沙伯醫院隔離病房後下落不明。由
於他在社區有播疫風險，醫院要求警方協
助搜尋，警方列作「逃避／逃脫進入醫院／
收容所／隔離區檢疫所等」案件處理，並通
知全港警員留意其行蹤，昨日下午並對他
發出通緝令，並呼籲市民提供線索。
被通緝的男病人李運強（63 歲），身高
約1.6米，中等身材及蓄黑色短頭髮，離院
時身穿病人服、深藍色外套及運動鞋，並
有佩戴外科口罩。根據資料，李運強報稱
住旺角花園街198號，於本月8日發病、12
日確診
（個案編號 7379）
，上周一（14 日）
被送入伊利沙伯醫院隔離病房接受治療。
前日下午約5時，李運強擅自離開病房，
沿醫院樓梯逃去無蹤，病房職員發現後立
即通知醫院保安員，在醫院內到處搜索無
果，至下午 5 時 28 分，55 歲姓關女醫生報
警求助，警員在醫院範圍搜索無果，隨即

張建宗：跨部門協調增員加快送檢

◆無保安攔阻，直達電梯大堂

劉少懷：防「走犯」與亂闖有責

搜遍醫院寓所 警通緝李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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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出入管理，「要小心風險，理應24小時
有當值保安員看守，向進出嘅人查問，醫
療人員就有證件或服飾辨認，除咗防止病
人走，仲能夠防止有人誤闖入去。」
醫院一般會為留醫的病人佩戴手帶，何
解李運強的手帶無法監測到他離開醫院？
劉少懷解釋：
「成年人有責任遵守醫管局的
規例，所以佢哋啲手帶無電子監測功能，
只有嬰兒怕被人抱走，會戴保安手環。」
對病房的門沒有上鎖和低估病人風
險，以致病人成功穿過四道門並擅離醫
院，劉少懷解釋，病房醫療活動多，醫
護頻繁出入，沒有特別原因一般不會鎖
上病房的門，但會設有閉路電視用作醫
療監察，「有病人可能唔理解醫療程
序，覺得冇病徵點解要喺度（醫院），
而有啲情緒，所以會為病人做風險評
估，同多留意佢哋精神和需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曾任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感染及應急
事務）的香港創新醫療學會創會會長劉
少懷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醫院走失病人是重大的醫療事故。根據
一般做法，傳染病區的出入口理應 24小
時有當值保安員看守，除了防止病人擅
離外，也防止其他人錯誤闖入。同時，
院方必須了解病人的精神、情緒和需要
作準確的風險評估，今次事件局方必須
交代這兩重措施失效的原因。

通傳全港警員留意其行蹤，展開全港性通
宵搜尋。
據了解，警員前晚曾到李運強報住的旺
角花園街198號寓所尋找，但未有發現。昨
晨約 10 時，再有多名身穿防護衣的警員到
其住所調查，逗留一小時未有發現。
昨日下午2時，警方透過社交媒體向李運
強發出通緝令，並呼籲市民若有其消息，
請立即通知西九龍失蹤人口調查組，電話
3661 8038 / 9020 6542 或 任何警署或 電
郵 rmpu-kw@police.gov.hk。伊利伯醫院呼
籲，市民若發現該名擅自離院確診病人，
請盡快通知警方或致電醫院熱線電話 3506
8944。
根據香港法例《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
第599A章第二十八條，如任何在醫院、老
人院、殘疾人士院舍、幼兒中心、療養中
心或相類場所內被檢疫或隔離的人逃走，
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判罰款5,000元及
監禁兩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近日大
批新冠肺炎確診者密切接觸者等候進入
檢疫中心，有人等候期間於家中死亡後
確診。衞生署表示，經增派人手及與多
個部門協調，昨日下午已安排逾480人
往檢疫中心。食衞局局長陳肇始則透
露，已調配內部人手，目標維持一日內
把密切接觸者送至檢疫中心。
針對數百名新冠肺炎確診者密切接
觸者要等候進入檢疫中心一事，政務
司司長張建宗昨日解釋，由於不少疫
廈居民需要撤離，人手需求短時間內
達至高峰，導致工作滯後，等候送檢
人數一度多達500人左右，但已協調改
善安排，由消防處及醫療輔助隊等提
供協助。
他對有密切接觸者等候送檢期間離
世表示難過，直言不應發生。他已於
周五（18 日）親自開會協調安排等候
人士送檢，並更新送檢指引︰「發咗
指令，24 小時內要接觸到佢（密切接
觸者），希望能安頓入營，最遲第二
日。」日後，政府會有機制處理大型
撤離行動，屆時醫管局、醫療輔助
隊、消防處及聖約翰救傷隊會提供協
助，盡快處理密切接觸者。

數百人撤離入營 衞署缺人

陳肇始同日接受電台訪問時也說，
目前每日約有百宗新增確診個案，尤
其有疫廈要撤離居民，令運送檢疫者
的工作量突然增加，「（衞生署）最
初希望自己處理，點知忽然大廈有幾
百宗個案要入住（檢疫中心），我亦

都要求衞生署署長檢視前線工作，檢
疫中心雖然足夠，但整體運送、聯絡
要改善。」
她坦言，衞生署以往未有空間檢視
工作流程，但署方現已調配內部人
手，增加人手及車輛協助，消防處及
民安隊等亦加強服務，預期整體流程
會變得順暢。政府目標是在一天內將
密切接觸者送抵檢疫中心，若不達標
署方定要「出聲」，要求局方加強協
調。 她補充，會減少每宗個案處理時
間以加快流程，如衞生署兩次也聯絡
不到密切接觸者，就轉交警方跟進。
衞生署則表示，經增派人手及進一
步與多個部門協調，昨日下午已完成
特別行動，接送過去數天等候檢疫的
密切接觸者，截至昨午 3 時已安排逾
480 人到檢疫中心，尚餘極少數在醫
療、食物或寵物方面有特殊情況或需
求的人士有待安排，署方正積極跟
進。
上周三（16 日）在家中暈倒送院不
治的「正義聯盟」創辦人李偲嫣離世
後證實確診，其丈夫謝鋮浚被列緊密
接觸者，一直在八鄉元崗新村寓所自
我隔離，至昨日下午1時許才獲安排送
檢。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昨日在
社交平台撰文，表示她接獲的求助，
有數人也是在家中等了三天多，直到
有傳媒及有人出事去世才火速收到衞
生署電話，但再要等多一兩日才被送
往檢疫中心，情況令人失望，希望政
府痛定思痛，不再有任何拖延令到香
港失去無辜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