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疫情
確診宗數：77宗

（20宗來自佐敦油麻地強制檢測區域）

●輸入個案：0宗

●不明源頭個案：37宗

●有關聯個案：40宗

初步確診：逾60宗

部分爆發群組

●柴灣峰華邨曉峰樓：前日公布的一
宗初確轉為確診

●將軍澳藍田隧道地盤第二群組：增
一宗確診，累計49人

部分確診個案

●北區醫院一名內科護士初步確診，
本月18日發病，曾照顧確診病人

新增強制檢測大廈

●深水埗強檢區域

▶汝州街223號

●佐敦、油麻地強檢區域

▶廣東道571至573號

▶廣東道511號

▶寧波街27至31號

●其他區域

▶牛頭角上邨常康樓

▶佐敦文蔚街文耀樓

▶窩打老道7號

▶康怡花園N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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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社檢4初陽 隱形傳播驚人
昨77確診逾半來自油尖旺 再多4廈須強檢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成祖明

深水埗多個社區檢測站昨日首日

運作，為居民進行免費病毒檢測，

「開檔」不足一小時已發現有居民

對新冠病毒呈初步陽性，全日有關

檢測站共發現4宗初步陽性個案，

反映該區的隱形傳播鏈相當活躍。

此外，昨日全港新增77宗確診個

案，全部是本地感染，逾半（41

人）居於油尖旺區。「指定區域」

再多4棟大廈，因為有一名以上的

住戶確診，而要全棟居民接受強

檢，其中一棟位於深水埗，另3棟

位於佐敦、油麻地，據悉油麻地已

累積約百幢強檢「疫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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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
北區醫院繼一名男醫生確診後，
該院一名內科女護士昨日亦初步
確診，她近期在隔離病房工作，
照顧確診患者，而其上周四（14
日）最後上班，至本周一（18
日）發病，4名內科護士被界定
為密切接觸者需要隔離檢疫。醫
管局指出，初步確診的女護士，
與該名確診男醫生曾同樣照顧過
一名60歲的確診男患者，至於
兩人染疫有否流行病學關連，則
仍要進行調查。

曾與確診醫生照顧患者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醫療成效

及科技管理）庾慧玲昨在疫情簡
報會上表示，該名女護士周一出
現輕微不適，翌日（19日）到
社區檢測中心接受病毒測試，昨
日獲通知初步結果為陽性。醫管
局指女護士現於威爾斯親王醫院
隔離治療，情況穩定。
初確女護士近期在隔離病房工

作，日常臨床職務包括照顧新冠
肺炎病人。該院早前還有一名男
內科醫生亦確診，庾慧玲表示該
名醫生曾於本月5日替一名60歲
男確診病人（個案 9049）插
喉，而初確護士在病房工作時亦
有照顧該名病人，並曾進行有霧
化的高風險程序，而病人須吸高
濃度氧氣，但護士在工作期間一

直穿着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
她表示，醫管局曾就個案採集89個環

境樣本，全部屬陰性，之前亦曾因該醫生
受感染而為180名員工進行病毒測試，結
果亦是陰性，正調查兩名醫護的個案有否
流行病學關連。
另外，4名內科護士周末曾與初確護士

聚會，被列為密切接觸者要檢疫，他們的
病毒測試則尚未有結果。由於該護士工作
期間穿戴合適個人防護裝備，沒有病人被
列密切接觸者，而該院隔離病房及內科相
關職員獲安排檢測及進行醫學監察，有關
病房已停止接收新症。

我喺深水埗工作和居
住，最緊要大家安全，所
以自己前來做檢測，如果
及早察覺有問題，可以及

早求醫。工作都要四處送貨，或有機會曾到
過「疫廈」。不過，都冇得擔心，呢區衞生
咁耐以嚟都係咁，睇吓條樓梯幾污糟就知
啦。

早上去楓樹街遊樂場（檢測中心）人太
多，馬上來這裏（北河街巿政大廈檢測中

心），較寬闊、人不多，安排都很
好。我居住在基隆街，說是什
麼指定區域，我唔知咩意思，
但檢咗先啦。

我居住在指定區域內，都擔心區內會否像油
麻地般爆發，因為都較多舊樓和劏房，雖然所
居住的大廈暫未有確診個案，為求安心，都特
意前來做檢測。附近公園一帶不時有一班人聚
集，又會除罩談天說地，防疫意識較差。

余小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柴
灣峰華邨曉峰樓爆疫，多個13號單
位相繼有住戶確診，衞生防護中心
昨日指出，昨日一名早前初確患者
亦證實確診，中心在其中兩個13號
單位採集11個環境樣本，結果有3
個樣本驗出陽性，但帶病毒量較
低。另外，昨日再多8棟大廈被列
入強制檢測名單內，其中4棟位於
強制檢測指定區域外，包括牛頭角
上邨常康樓、佐敦渡船角文蔚街文
耀樓、油麻地窩打老道7號，以及
鰂魚涌康怡花園N座。

曉峰樓查出3病毒樣本
由於峰華邨曉峰樓懷疑出現垂直

傳播，全幢的13號單位也需要撤
離，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
竹君昨日表示，前晚12樓以上的13
號單位住戶均已撤走，涉約40多
人，而一名早前公布初步確診的高
層13號單位住戶，昨日亦證實染

疫。
她表示，中心早前在兩個13號涉

事單位，採集了11個環境樣本，結
果發現當中有3個樣本病毒檢測呈
陽性，採樣位置分別是一個單位的
抽氣扇、地台去水位以及廁所排糞
渠表面，不過CT值很高，顯示帶
病毒量較低。
另外，再多4棟「疫區」以外大
廈被列入強制檢測名單，分別是牛
頭角上邨常康樓、佐敦渡船角文蔚
街25號至47號文耀樓、油麻地窩打
老道7號及鰂魚涌康怡花園N座，
張竹君表示，4棟大廈都各有兩個單
位出現確診個案，其中康怡花園N
座有兩個同層相鄰單位，各有一名
確診者，張竹君懷疑兩人是「出出
入入撞到」而互相傳染。
至於其他三棟要強檢的樓宇，亦

均有兩個單位出現確診個案，但涉事
單位都是屬於不同樓層以及不同坐
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在
油麻地、佐敦及深水埗一帶設立社區檢測中
心和流動採樣車，為居民採樣進行病毒檢
測，但檢測的準確度卻接連受質疑。佐敦一
個三人的少數族裔家庭，早前在有關設施接
受檢測均得到「假陰性」結果，其中一人相
隔5小時入院，卻得出「陰變陽」結果，其
後兩名家人也證實確診，他們批評政府無確
保承辦商質素。不過，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認為檢測結果要視乎採樣時間，早期感染者
有時未必找到病毒；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則
指，用喉嚨及鼻咽拭子都不是百分百準確，
流動採樣車的準確度更僅七成，強調居民若
有不適應盡快求醫。
居於佐敦的尼泊爾裔人士 Dilip Rai上周
五（15日）因身體不適前往梁顯利油麻地
社區中心進行檢測，翌日獲告知結果為陰
性，但因為他的身體情況持續轉差，加上同
住的親人於本周日（17日）確診，於是他
周一（18日）再到寧波街與廣東道路口的
流動採樣車進行測試。
他當日回家後極度不適，遂召救護車並送
往廣華醫院求醫，到了前日（19日）清晨
約5時獲院方告知確診患上新冠肺炎，同日
下午1時，他在病榻上收到流動採樣車的檢
測結果，卻呈陰性。
與他同住的太太和兒子，曾同樣在18日

到寧波街與廣東道路口的流動採樣車進行測
試得陰性結果，但在Dilip入院後，Dilip的
妻兒在前日凌晨約1時被帶到竹篙灣檢疫中
心隔離，晚上就獲告知檢測結果呈陽性。換
言之，一家三口在流動採樣車同獲「假陰

性」結果。
Dilip昨日表示，對一家三口都獲「假陰

性」結果感到震怒，認為政府應檢討檢測系
統並作出改善，批評政府檢測系統是否浪費
納稅人的金錢。

張竹君：早期感染未必找到病毒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昨午在疫情記者會上回應事件指，間中亦有
病人接受檢測呈陰性後，相隔兩天仍感到不
舒服，再看醫生檢測發現呈陽性，可能要視
乎採樣時間，處於哪個階段等，因為早期感
染者有時不會在採樣位置找到病毒，故採樣
後的樣本亦可以是陰性。
袁國勇表示，鼻咽、喉嚨拭子未必檢測到
下呼吸道病毒感染，流動採樣車的喉嚨拭子
的準確度只有七成：「如果肺炎（病毒）在
肺下面，用喉嚨拭子或鼻咽拭子都檢測不
到，反而深喉唾液先會檢測到。而且醫生用
上鼻咽拭子，但拭子都未放到入去，病人已
經好辛苦後退，所以好多時鼻咽拭子只係檢
測到鼻腔，敏感度變好低。」

梁子超：有需要檢討檢測品質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亦指，檢測出現
「假陰性」結果，大多因為採樣時有局限，
因呼吸道範圍很大，而病毒在何處和何時出
現是因人而異，即使病人有病徵，都有可能
會出現多次陰性反應。不過，梁子超表示如
今次全家人有同一問題、有聚集性情況出現
的話，就或有需要檢討承辦商的其他程序是
否受污染、檢測的品質問題等。

「疫區」外添4檢測廈
康怡N座疑鄰居互傳

流動採樣僅七成準
三口之家竟全「假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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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香港新增77宗確診個案，當中37
宗源頭不明，另有逾60宗初步確

診。不明源頭個案中，有23人居於油麻
地。而所有個案中，有41名患者居於油
尖旺區，當中20人居於「指定區域」。
32宗確診個案是由臨時檢測中心發現，
30宗來自油麻地區、官涌一帶的檢測中
心。初確個案中逾20宗亦來自臨時檢測
站，約10多宗來自油麻地一帶，4宗來自
首日運作的深水埗社區檢測站。

檔販除罩叫賣 長者無罩聊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深水埗「指定區
域」巡察，楓樹街遊樂場的採樣中心大量
巿民相繼進入登記接受檢測。直至下午北
河街巿政大廈採樣站啟用後，分流部分人
流。據檢測服務承辦商透露，採樣中心
「開檔」不足一小時，已發現有居民對新
冠病毒呈初步陽性。
居民對此不感稀奇，「這區衞生環境唔

係咁好，人多擠迫，有隱形患者唔出
奇。」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在北河街巿政
大廈附近巡察，發現街巿積水處處、發泡
膠林立，更有檔戶拉下口罩高聲叫賣，也
有長者聚集一起脫罩暢談，但一看見警察
巡邏，又立刻戴回口罩。
居住深水埗「指定區域」的余小姐一家
四口接受檢測，她表示，兩名子女曾到居
於疫廈的朋友家作客，「為咗安心，所以
嚟做檢測。」她又認為，政府強制檢測的
資訊混淆，一時命名「指定區域」，一時

命名「核心區域」，市民根本無法理解，
故不理如何，她一家接受檢測求心安。
截至昨日下午，深水埗社區檢測站亦找

到4宗初步陽性個案，有關樣本已送到衞
生署覆檢。對於深水埗的街市、排檔等會
否納入強制檢測，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
主任張竹君表示，要視乎政府安排，政府
或會按照整體情況再作改善和優化。
此外，油麻地多棟大廈的強制檢測令

期限將於下周一屆滿，張竹君指，本月
16至19日期間，已有1.8萬名居民接受
檢測。不過有關大廈屬私人樓宇，可能
有不少劏房，政府並不掌握住戶名單，
故不清楚檢測人士所佔百分比，惟民政
職員已盡量上樓「拍門」要求居民檢
測。
至於若有賓館屬於強制檢測範圍，政府
會如何跟進，她表示，相信賓館多數會有
住客名單，具體由民政同事執行。

何栢良：社區疫鏈仍活躍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

何栢良昨日指出，新冠病毒在社區
的傳播仍非常活躍，近期強制檢
測的陽性比率高於1%，急症室
的檢測陽性比率亦有所反彈；但
發現個案的工作依然滯後，過去
兩周，約兩成患者由病發到確
診、隔離需時超過7天，增加社
區大爆發風險，呼籲市民認清形
勢提高警覺。

衞生無保障 街坊靠自保

●深水埗多個社區檢測站昨日首日運作，為居民進行免費病毒檢測，「開檔」不足一小時已發現有居民對新冠病毒呈初步陽性，全日
有關檢測站共發現4宗初步陽性個案。圖為楓樹街遊樂場檢測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有市民遇見警員巡邏即戴上口罩有市民遇見警員巡邏即戴上口罩
（（紅圈示紅圈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我與兩名子女曾經到訪
被列作須強制檢測的大
廈，都擔心受感染，故前
來檢測。這一帶（北

河街巿政大廈）的巿民和檔戶都有戴
口罩，但是否戴好口罩則另作
別論，有些把口罩拉至下巴，
又或者鼻子露出來，
唯有自己做好防疫措
施。

余小姐：

何先生：

李先生： 張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