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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敦新填地街20至26號

（雙數門牌）「爆疫」爆不

停，一直無確診個案的24號

大廈昨日「零的突破」錄得一宗確診及一宗初步確診，4幢大廈至今

累計29人染疫。衞生署在評估後認為，該4幢大廈居民感染風險

高，昨晨突然撤離所有居民送往檢疫中心，但甩漏頻頻。香港文匯

報記者昨日在附近撈到多名存「播疫」風險的漏網魚在區內遊走，

有人彷徨致電該署熱線要求送檢，職員的解答含糊不清；有居民怕

「手停口停」躲避送檢，增加社區爆疫風險，該署熱線職員接獲記

者舉報，在回覆時竟稱：「無話一定要強制撤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昨日報道，佐敦新填地
街20號至26號在全港前日新增的

42宗確診個案中，新填地街20號至26
號佔6宗，令該大廈累積27人染疫。香
港文匯報記者深入疫廈直擊，發現該處
有大批少數族裔人士聚居，不少人在早
前爆疫的中九龍幹線地盤及將軍澳藍田
隧道地盤工作，懷疑將病毒帶入居住的
大廈。該4幢大廈的單位亂劏、渠管亂
駁，公眾地方衞生極惡劣，成為病毒大
本營。衞生防護中心卻以暫無撤離標準
為由，拒絕安排居民離開。
在昨日全港新增29宗新冠肺炎確診
個案中，26宗屬本地個案。佐敦新填地
街20至26號（雙數門牌）唐樓昨日新
增一宗確診及一宗初步確診個案，全部
住在之前未有住戶染疫的24號大廈。
由於染疫人數持續增加，衞生署一改
拒絕撤離居民的決定，於昨日凌晨4時
許聯同警方封鎖該四幢大廈，並由穿上
全套保護衣的人員入大廈內進行撤離，
截至昨晨9時已經安排79名居民撤離到
檢疫中心後「收隊」。香港文匯報記者
發現，現場遺留了大批「漏網之魚」。

清早見告示惟撤離隊已走
尼泊爾裔居民Thakali Sandosh昨晨返
夜班，上午10時許返家時，發現大廈部
分居民被撤離，但其妻子與個別鄰居仍
留在家中。他引述妻子說，昨晨未聽到
有人敲門，清晨才發現有一張送檢告示
貼在門口。
Thakali Sandosh其後按指示撥打衞生
署熱線，職員未有明確指示，只着他留電
話號碼，之後有職員聯絡他。他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直言不知之後應該怎麼辦，
認為政府突發行動讓居民感到彷徨。
尼泊爾裔居民Subba亦被「遺留」在
「疫廈」裏。她表示，自己昨日清晨隱
約聽到有人敲門，但因該大廈治安欠
佳，不知是誰拍門所以未開門，清早出
門才發現門口有告示，但下樓的撤離隊
伍已收隊。Subba表示不知應前往何
處，因為自己只會講尼泊爾語及小量廣
東話，不懂英語，語言障礙下，未能成
功聯繫有關部門。
其後，記者幫她致電衞生署熱線，答
案同樣模棱兩可，職員說：「叫佢先留

低電話，喺大樓附近等待，陣間有職員
搵佢。」Subba用僅有的廣東話與記者溝
通，表示仍有大批鄰居留在「疫廈」
裏，之後有職員致電給她，表示會安排
人員到場接她，但聲稱：「無話一定要
強制撤離。」

有人憂「手停口停」避送檢
另一位不懂廣東話的獨居居民表示，

早上因熟睡未聽見有人敲門，起身後發
現大樓居民已經撤離。他多次撥打熱線
電話，但因語言受限，僅聽懂廣東話錄
音，故未有進一步諮詢，之後他去附近
食肆用餐。
雖然衞生署人員傍晚再派員撤離居

民，但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部分人躲避
送檢，有人透露送檢或要隔離，擔心
「手停口停」，故會搬到同鄉的家留宿
避風頭。
附近一名水果檔檔主表示，理解政府
為防止居民「望風而走」突擊行動，但
認為缺乏後續配套措施，留下諸多漏
洞，擔憂病毒已經四散，「有人朝早先
返來未被撤走，這些人可能已經偷走
了。」她認為若爆疫之初政府可將所有
居民登記在冊，就可減少錯漏，「就算
佢哋走咗或者未返來都搵得返有補
救。」

全港84公屋邨採和諧一型

疫廈送檢混亂 漏網魚遍地走
新填地4廈撤離遺漏多人 衞署職員覆舉報：「無話強制」

新填地街一帶有「小尼
泊爾」之稱，吸引大批尼
泊爾人聚居，他們大多從

事地盤工作，隨着日出康城、將軍澳藍田隧
道、中九龍幹線中段隧道地盤接連「爆
疫」，染疫工人將病毒帶入居住的社區，令
新填地街一帶過去兩周（未計昨日）已累積
81宗確診個案。有商販居民擔憂該區疫情發
展，希望政府加強全區防疫工作，並強制居
民接受病毒檢測。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

任張竹君表示，會考慮強檢建議。
上海街163號至165號昨日再多兩個單位

各有一名住戶確診，另外過去兩星期（未
計昨日），油麻地、旺角已經有35幢大
廈、累計81名居民染疫，其中新填地街26
號一帶佔24幢大廈、共66人感染，四成來
自新填地街，餘下包括廣東道、吳松街、
佐敦道及廟街等。
在新填地街賣菜的李小姐表示，十分憂慮
區內疫情發展，「擔心無意間與前來買菜的
確診者有接觸，因此店內所有員工均已去社
區檢測中心做檢測，並得到陰性結果。」

商販憂舊唐樓增播毒風險
她表示，油尖旺區內多棟大廈有多人確

診，而附近多唐樓又舊又擠迫，住客在區
內流通，傳染風險高，故認為全區居民都
有義務接受檢測，以杜絕傳播風險，「好
多人喺區內行來行去，最好係大家都做檢
測，你好我先好。」

李小姐並提及唐樓年代久遠，配套設施
如渠管經歷多年風吹雨打，但「爆疫」之
後未有政府人員檢測加固，擔憂位於外牆
的渠管洩露可能波及附近商販，希望政府
可以派出人手進行檢查，加強區內衞生清
潔，減少傳播機會。

專家：喉管設計或污染環境
香港廁所協會副主席熊志權昨日到場觀

察喉管後指出，新填地街多幢大廈的喉管
屬於兩管式設計，部分低層單位貪圖方
便，擅自改裝將兩管接駁，直通大廈沙
井，帶來極大傳播隱患。
他解釋，兩管互通情況下，病毒可能經
由臭氣管，進入污水管傳播，亦可能通過
開放式水斗式「水斗」，散播至全幢大
廈，「若大廈同一時間有多人用水，或水
斗有堵塞現象更可能令帶有病毒的污水溢
出四濺，波及樓下商販及過路市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小尼泊爾」確診飆升 居民促強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濟）再有公共屋邨出
現渠管「播疫」疑雲。樓齡僅20年的葵涌石蔭邨
仁石樓，過去四天連環出現5宗確診個案，昨日
再增一宗初步確診個案，患者全部居住在該大廈
09室的單位。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
座教授袁國勇昨午到場視察並檢查喉管，發現部
分09室單位的座廁排氣喉被人擅自切斷，個別單
位外牆渠管生草，懷疑出現污水滲漏，亦不排除
渠管傳播的可能。特區政府宣布，即晚將該大廈
09室全部約170名住戶送往檢疫中心，其餘坐向
的居民則強制檢測。

專家指或現垂直傳播
聯同袁國勇到場視察的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
首席醫生歐家榮透露，該大廈最早有住戶發病的
單位是14樓09室，單位內的一家四口周日、周一
先後發病，周二26樓09室一名住戶發病。16樓
09室的一名住戶昨日初步確診，於周日（10日）
發病。
袁國勇表示，由於他們發病時間接近，未能分
辨病毒是由上而下，抑或由下而上傳播。「我們
根本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可能有另外的病人在
更高層或更低層，排出病毒污染其他單位。」
袁國勇等人昨日進入14樓及16樓的涉事單位，

發現1609室的喉管被人擅自改動，上層的1709室
喉管生有雜草。他說：「我們望出去外牆喉管有
草生出來，即是代表可能有滲漏。」雖然他們未

能進入2609室，但視察2509室和2709室，發現
喉管均被人擅自改動。
在場的環境保護署首席環境保護主任楊泉清表

示，「可能有垂直傳播的可能性，09室單位的廁
所和廚房是相當接近，覺得在同一坐向的單位都
不理想。」
他表示，房署會為喉管改動過或者生草的單位

做維修，他相信該大廈不少住戶曾改動座廁或切
斷氣喉，「至於氣喉封閉狀況如何，則要房署工
程師檢查方知。」

袁國勇倡修09室渠管
仁石樓有40層，全部09室單位的住客必須撤離

到檢疫中心隔離。其他住客亦要做強制檢測，所
有過去兩周在仁石樓逗留兩小時的人士，必須在
本周日或之前做檢測。政府會安排流動採樣隊，
今天早上10時起到仁石樓為居民檢測。
袁國勇補充，稍後環境局會到仁石樓抽取環境

樣本，抽樣點包括廁所喉管接駁處、切斷的排氣
喉、屋頂通風管排氣口、廚房抽氣扇及窗口等。
此外，會建議房署對仁石樓09室單位渠管進行檢
修，確保安全後隔離居民方可安排回家。
房委會發言人表示，仁石樓約有2400名住戶，
其中09室有約170名住戶。鑒於石蔭邨近日出現
確診個案，該會即將在該邨展開排水管檢查計
劃，而截至上月，房委會已檢查全港約10萬個公
屋單位，大部分單位的渠管狀況良好。

仁石樓疑渠管播疫 住戶擅自改喉

廚房 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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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涌石蔭邨
於 1968 年 落
成，原有廉租
屋共有8座；直
至 2005 年完成

重建，4座新建租住大廈，包括
智石樓、仁石樓、勇石樓和禮石
樓，其中爆疫的仁石樓採用第三
代 和 諧 一 型 （Harmony 1
Block）第十款，供水、排污設於

大廈外牆，而且樓齡僅20年，部
分喉管長了雜草，顯示已出現污
水滲漏，有渠管專家批評作為業
主的房屋署管理不善。
和諧一型通常呈十字形的外形

設計，並分為十款，樓高39層或
41層。目前全港多達84條公屋邨
採用和諧一型，仁石樓則採用和
諧一型第十款，同款設計全港還
有10條屋邨。

香港管綫專業學會前會長黃敬
認為，仁石樓垂直傳播是因風吹
造成擾流效應，將病毒帶進高層
單位。他直言，喉管生草，意味
喉管已破損多時並漏水，才能養
雜草，質疑房屋署為何一直未有
發現，「因喉管破損而出事已經
好多宗，點解房署無加緊檢查喉
管？」

●香港文匯報記者明其道

● 佐敦新填地街20號至26號4幢大廈累計29人
染疫。衞生署昨晨撤離所有居民送往檢疫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有居民對送檢安排感到彷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本報日前直擊新填地街爆疫情況。

●袁國勇昨午到場視察並檢查喉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仁石樓廚房與廁所緊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仍有不少住戶未能安排送往檢
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新填地街強檢大廈居民排隊檢新填地街強檢大廈居民排隊檢
測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熊志權到場觀察喉管熊志權到場觀察喉管。。

��(���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個案：29宗

●輸入個案：3宗

●不明源頭個案：13宗

●有關聯個案：13宗

初步確診個案：約30宗

部分爆發群組

●中九龍幹線中段隧道地盤群組：
新增2宗相關個案，群組累計22
人感染

●將軍澳-藍田隧道地盤群組：
新增2宗相關個案，群組累計
40人感染

新增強制檢測大廈

●元朗朗屏8號1座：
涉及兩個單位，分別有3名住戶
及1名住戶確診

●油麻地上海街163號至165號：
涉及兩個單位，各有1人確診

●葵涌石蔭邨仁石樓：
1409室4人確診
1609室1人初確
2609室1人確診

資料來源：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