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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昨日新增的確診個

案中，有多達42宗感染

源頭不明，見第四波疫情

爆發以來的新高，確診人

士有長有幼並來自不同階層，多幢大廈亦繼續有確診個案。其

中，柴灣峰霞道的景翠苑昨日再多兩宗確診病例，令上址已有6

個單位出現疫情。政府昨日傍晚發出強制檢測公告，要景翠苑住

客及於指定期間曾到上址的人士接受病毒核酸檢測，並要求麗晶

花園6座住戶及訪客進行第二次強檢，另外再有五幢樓宇因有三

個單位出現病例，政府有關部門亦會派樣本樽予居民檢測。

42宗源頭不明 第四波見新高
柴灣景翠苑再多兩確診 政府發強檢公告

昨日疫情
昨日新增確診總數：109宗

．輸入個案：7宗

．不明源頭本地個案：42宗

‧有關聯本地個案：60宗

初步確診：逾70宗

疫廈個案

‧富山邨富仁樓：增8宗（3個不同坐向單位，單
位內分別有2名、4名和2名家庭成員確診）

‧石籬二村石榮樓：增4宗（3個不同坐向單位）

‧平田邨平誠樓：增4宗（3個不同坐向單位）

‧旺角Skypark：增5宗（涉3個單位）

‧西環均益大廈二期D座：增8宗（涉3個單位）

部分爆發群組

．將軍澳藍田隧道地盤：增1宗

．日出康城/啓德地盤：增2宗

．彩雲邨明麗樓：增1宗

．跳舞群組：增1宗

．沙田一田百貨：增5宗

．Billy Sir音樂教室：增2宗

新增強制檢測人士

‧上月30日至本月19日期間，曾身處柴灣景翠苑
超過兩小時者

‧上月17日至本月9日期間，曾身處九龍灣麗晶
花園第6座超過兩小時者（第二次強制檢測）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第
四波疫情肆虐，健身中心及體育處
所等上周四開始需要再度暫停營
業，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會
長李粵閩指業界從業員無法開班授
課，失業率高達99%，但之前只有
約1萬名從業員在防疫抗疫基金中
受惠，數字僅佔總數的四分之一，
部分從業員因未在香港體育總會註
冊故得不到任何支援，因此促請政
府優化第四輪防疫抗疫基金的申請
機制，援助涵蓋所有教練，並設立
緊急失業生活援助金，協助從業員
度過寒冬。
李粵閩昨日表示，隨疫情成為新

常態，業界從業員失業、無薪假、
開工不足亦成為新常態，政府曾分
別提供7,500元及5,000元資助，但
受惠人群只限香港體育總會註冊教
練，故僅四分之一從業員受惠。

資助對象僅主流運動教練
他批評防疫抗疫基金資助申請條

件無理，政府只補救「小圈子」，
令大部分從業員雖持有國際認可的
教練證書，為本港「全民運動」事
業作出貢獻，卻因未註冊體育總會
教練資格，及以自由人形式工作，

因而不符合獲資助的資格。
新興運動教練籌委會副召集人雲

大德指出，本港是多元化城市，不
同種類新興運動在港都有其受眾，
眾多新興運動教練因為場地關閉
「無工開、無收入」：他們非體育
總會註冊教練，不被包括在防疫抗
疫基金資助對象內，質疑政府只重
視主流運動，將新興運動排除在
外。
第四輪防疫抗疫基金即將開始審

批，工會促政府允許以導師服務協
議書、場地使用記錄、報稅單、本
地或國際認可教練證書、個人失業/
停工聲明書等，作為申請資格證
明，資助所有教練，並設立為期三
至六個月、上限9,000元的康體業
界緊急失業生活援助金，另為失業
及自僱教練提供一次性資助金，並
在情況允許前提下有條件開放部分
場所予教練開班授課。
工會並希望政府做好疫情防

控，推行全民強檢計劃，以一星
期時間推行强制檢制，限制出門
作配合，安排禁足期間物資配
送，以徹底解決疫情問題，恢復
經濟活動，並為業界增加大量短
期臨時職位。

康體業失業率達99%
促優化申防疫基金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最快下月開
始陸續有新冠肺炎疫苗抵港。外國有人注射疫苗
後出現副作用，或影響巿民接種信心，香港大學
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繁毅昨日強調，注射新冠疫
苗出現罕見副作用的機會非常低，而高風險群組
以及肥胖和患糖尿病等人士倘感染新冠病毒，病
情可能十分嚴重，呼籲有關人士應考慮接種。
孔繁毅在電台節目《香港家書》表示，疫苗
從研發到生產要經不同程序，先經動物實驗，
繼而進行三階段人體臨床測試，要有廣泛及準
確的數據，經當地權威機構審批才可使用。
他續說，一般疫苗的出產或要經過數年甚至
10多年研發過程，但新冠肺炎這個世紀疫症在
全球爆發，故多個國家及藥廠將對抗新冠病毒

作優先處理，投放大量資源，令疫苗研發過程
步伐加快。本港特區政府將購買的疫苗中，有
兩款疫苗已有第三期臨床研究報告，一款有效
率達95%，另一疫苗亦達70%。

糖尿肥胖染疫後果更嚴重
孔繁毅指出，雖有報道指注射疫苗後有人有

面癱、吉巴氏綜合症的神經系統毛病，令人擔
憂，惟有關機會非常低，亦無法證實與疫苗有
直接關係，反而患有糖尿病及身體肥胖者，倘
感染新冠病毒，後果可以非常嚴重，故建議接
種疫苗。
他續說，每款新疫苗面世，由於沒有長遠數

據，大家抱有疑慮乃可以理解，但要等數據及文

獻支持，或需要兩三年甚至更長時間，在緊急情
況下，各國政府及醫療機構使用未註冊藥物，藥
廠就可受條款保障免除責任，這是常見做法，因
為除保障病人，亦需要同時保障藥廠。當然，疫
苗生產商仍有責任保障疫苗質素。
不過，孔繁毅直言，注射疫苗並非萬能，都

要繼續戴口罩及保持個人衞生，而每種疫苗有
效程度都受多方因素影響，如不同年紀、病歷
及身體狀況也會影響抗體產生的高低，同時要
注意疫苗效用可維持多久，若疫苗只得12個月
效用，就可能像流感疫苗一樣要每年接種。
他又透露，香港大學的噴鼻式疫苗研究，希
望可以盡快進行第一期人體測試，為對抗新冠
病毒作出一分貢獻。

專家籲肥胖糖尿病患接種疫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鐵公司與
當局溝通後，昨日起開始將派發新冠檢測樣
本收集包的安排擴展至多10個車站，令派發
樣本收集包的港鐵車站增至20個，不少市民
昨到港鐵站以八達通免費領取樣本包，有巿
民歡迎增加派發點方便，但仍嫌只有20個車
站設派發機，並不足夠，希望每個車站也有
此服務，方便巿民檢測。
昨日新增自動派發機的港鐵站包括筲箕
灣、灣仔、西營盤、何文田、太子、啟德、
烏溪沙、荃灣西、上水及東涌站。多個車站
都有巿民到場領取樣本包。在西營盤站領取
樣本包的劉小姐表示，她本身居於區內，並
在中環上班，但港鐵本月7日僅在10個車站
設置樣本包自動派發機，而港島只有港島綫
的北角站和南港島綫的黃竹坑站設置派發

機，根本不方便巿民。
她續說，由於擔憂第四波疫情，之前到附近
郵局領取樣本包檢測並證實無恙，但她近期有
親人由海外返港並完成隔離檢疫，雙方有緊密
接觸，故希望再次檢測以求安心。西營盤站昨
日增設了派發機，她覺得十分方便。
大學女生Monica則表示，她此前因家居附

近的港鐵站沒有派發機，故未曾領取樣本包
檢測，而她昨因與另一同學討論作業相約在
太子見面，剛好太子站增設派發機，故順便
領取，但由於近日趕交論文及適逢考試，未
知何時將深喉唾液樣本交回診所化驗。
不過，她認為全港鐵路系統只有20個車站

設派發機，仍然不夠，若每個車站也有此裝
置，則方便所有在鐵路沿線居住及每日搭乘
港鐵的巿民，才有望增加巿民檢測量。

港鐵增10車站設樣本包派發機

■港鐵在10車站新增派發樣本收集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醫
管局總行政經理（醫療成效及科技
管理）庾慧玲表示，律敦治醫院一
名護士於本月15日，為一名97歲女
病人進行家居探訪，其間病人有不
適，需要在家接受氧氣治療，沒有
戴口罩，雖然護士穿着合適保護裝
備，但由於護理程序歷時30分鐘，
該病人其後確診，因此該名護士被

列為密切接觸者，需要隔離檢疫。
另據康文署透露，一名外判清潔

女工確診，她於觀塘區順利邨體育
館工作，最近一次上班為上周三
（16日），而她早前因居住大廈有
確診者而接受檢測，前日（18日）
獲通知確診，而她工作時有戴口
罩，上班期間有進行體溫探測，體
溫正常。

曾探訪確診長者
律敦治護士需隔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新冠肺炎
疫情嚴峻下，多類指定處所需關閉，包括派對
房間、體育處所等。警方過去兩日巡查新界多
區及大嶼山逾80間食肆、娛樂場所和酒牌處
所，拘捕43人，當中包括一名58歲涉嫌在青

衣違規經營泰拳中心的男子。
警方在青衣長達路發現該泰拳中心懷疑正在違

規營業，現場拘捕負責人，涉嫌違反《預防及控
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
（第599F章），違反者最高可被罰款50,000元

及監禁六個月。泰拳中心內另有3男1女，介乎
22歲至50歲，各人涉嫌違反「限聚令」，警方
向他們發出5,000元的定額罰款告票。
兩日的行動並拘捕多名男女，分別涉嫌經營

非法賭博場所、在賭博場所內賭博、非法集
結、刑事毀壞、藏有攻擊性武器。警方在行動
中檢獲約11萬元現金、百家樂賭枱、電動麻雀
枱、一批賭具及武器等。

警巡查處所拘43人涉違限聚令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昨日在疫情記者會上表示，昨日

新增109宗確診個案中，7宗為輸入個
案，102宗屬本地個案，42宗源頭不
明個案，是第四波以來最高。同時，5
個屋苑「爆疫」，中心會向所涉大廈
的住戶派發樣本樽。
她表示，不明源頭個案來自不同階

層：「有啲係家庭主婦，有啲係退休
人士、上班一族，有啲喺食肆上班，
有學校嘅學生，基本上各個層面都
有。」

6單位並無明顯關聯
景翠苑再有兩人確診感染新冠病
毒，其中一宗個案為新增的單位，另
一確診者則是之前已有確診個案單位
住戶，累計已涉及六個單位共八名住
戶確診。
張竹君表示，最新出現確診個案的
單位，與之前其中一個有住戶確診單
位乃同一坐向，但兩個單位相差八
層，認為該座大廈未算出現爆發，因
為該6個單位並無明顯關聯，估計居
民或是因環境因素染疫，若再有新增
個案，就需要專家到場調查是否與大
廈設計有關，「呢種情況喺其他大廈

都有好多，即兩個單位同一坐向，所
以好難講係咪有關係，當然如果再見
到有更多情況，就可能需要專家去睇
吓。」
不過，由於景翠苑出現多宗未有關

聯確診個案，曾身處有關地方人士或
有較高風險受到感染，政府因此發出
強制檢測公告，要柴灣景翠苑住客及
任何於今年11月30日至12月19日期
間曾身處景翠苑超過兩小時的人士，
須於本周四（24日）或之前接受檢
測。

景翠苑空地設流動採樣站
同日，政府開始亦安排承辦商Pre-

netics在景翠苑地下對出空地設立流動
採樣站，為景翠苑居民及工作人員提供
檢測服務，今日起朝十晚八提供服務，
並暫定開放至本周四。政府表示會在檢
視該流動採樣站的使用情況，以及市民
對檢測服務的需求後，決定是否有需要
延長流動採樣站運作時間。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檢測承辦商

會於流動採樣站向市民提供鼻腔和咽
喉合併拭子樣本採集服務以進行檢
測，費用全免，採樣站會優先為須強
檢的當區居民及工作人員提供服務，

而檢測結果呈陰性的市民
會收到電話短訊通知，若
樣本呈初步陽性則交衞生
署公共衞生化驗服務處覆
檢以確認結果，確診個案由衞生防護
中心跟進並公布。

麗晶花園居民須二次強檢
除景翠苑外，政府在強制檢測通告

中亦要九龍灣麗晶花園第6座居民及
曾到訪人士進行第二次強檢，上月17
日至本月9日期間曾身處麗晶花園第6
座超過兩小時的人士，同樣須於今日
至本周四期間接受檢測。
張竹君表示，會向五幢樓宇的居民

派發樣本樽檢測，其中富仁樓已有三
個單位出現確診個案，該些單位分別
有兩名、4名及兩名家庭成員確診，包
括感染源頭不明個案，但該些單位涉
及不同坐向及不同座數；石籬（二）
邨石榮樓亦有三個單位累計 4人確

診，包括跳舞
群組相關個案，相關單位涉及不同層
數和不同方向；平田邨平誠樓有三個
單位共4人確診，同樣屬不同坐向。
旺角的屋苑Skypark有三個單位累計5
人確診；西環均益大廈二期D座則三
個單位共8人確診，當中一個單位共
有6人確診。
醫管局公布，昨日本港再多108人

出院，至今共6,737名確診或疑似病人
康復出院。截至昨晚9時，共有1,072
名確診病人分別於22間公立醫院及社
區隔離設施留醫，其中61人情況危
殆，63人情況嚴重，其餘948人情況
穩定；醫管局開放681間負壓病房，
使用率為76.7%。負壓病床為1,241
張，使用率為70.4%。

��(���

▶景翠苑住客及曾到訪者須
強檢。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均益大廈第二期共8人確
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