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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座上下爆 4 病例 袁國勇料喉管破裂致煙囪效應

疑現垂直播疫
金威 C 座撤離

香 港 昨 日 新 增 61 宗 確 診 個



(

案，其中油麻地佐敦指定檢測區
域內的白加士街金威廣場累計已

有 5 個單位出現確診個案，其中 4 個均屬同一坐向的 C 單位，懷疑出現垂
直傳播情況，衞生署會向全座 C 單位住戶發出檢疫令，安排他們入住檢疫
中心。政府專家顧問、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昨到場視察後
表示，大廈或因喉管問題產生「煙囪效應」，例如患者洗澡時產生的暖流
濕氣經天井上升，再透過喉管上肉眼看不到裂痕進入其他單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下
午在疫情簡報會上表示，昨日新增的 61

宗確診，6宗為輸入個案，55宗屬本地感染，
其中 26 宗源頭不明，另有超過 50 宗初步確
診。本地個案中，8 宗來自指定檢測區域，其
中白加士街98號金威廣場昨日新增3個單位出
現確診個案。
金威廣場早前已有兩個C單位有確診個案，
張竹君表示，上址新增個案中，兩個單位為同
一坐向的C室，另一單位則與早前確診單位屬
同一樓層。金威廣場目前已累計有5個單位共
10 人確診，其中 4 個 C 單位合共有 9 人染疫，
不排除出現垂直傳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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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國勇及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
家榮等其後到金威廣場視察。歐家榮指出，5
個涉事單位分別為5A、5C、6C、7C及17C，
當中5C單位爆疫最嚴重，共有6人確診。首名
確診是有源頭個案，確診者本月15日發病，其
來自一間油尖旺區清潔公司，該公司早前有群
組爆發，共11人染疫。

暖濕毒氣上升 抽氣引入屋
金威廣場其他單位暫各有一人確診，而
6C、7C及5A患者沒有病徵，17C單位的患者
則於本月 17 日檢測呈陰性，但 20 日再檢測則
呈陽性。

●醫護人員進入佐敦金威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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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國勇懷疑，大廈 C 單位喉管有問題導致
「煙囪效應」，病毒因而垂直傳播，而 5A 單
位亦受 5C 單位所影響。他解釋，患者洗澡時
會產生暖流濕氣，這些空氣可經天井向上升，
或熱水流入渠道後氣體向上升，其他單位喉管
若有肉眼不可見的破裂，空氣便會進入單位
內，倘開抽氣扇，空氣進入單位內的機會更
大，以致出現爆發。
他又表示，當工作地點有疫情爆發，員工返
家時可把病毒傳給家人，並可經天井或喉管傳
給其他單位的人，其他單位的居民又會外出上
班，以致社區爆發情況嚴重。
袁國勇認為所有C座單位居民應撤離檢疫，
而居民撤離後，香港大學團隊會聯同環保署及
屋宇署進入單位內詳細檢查喉管及進行測試，
檢視氣體會否經喉管流出。。
衞生防護中心晚上表示，中心正積極跟進調
查金威廣場10宗個案的感染是否有關聯，以阻
截病毒進一步擴散的潛在風險，而中心諮詢專
家意見後，決定在相關部門完成檢查大廈喉管
前採取審慎的感染控制措施，故衞生署會向金
威廣場所有樓層（即3樓至20樓）的C室單位
沒有病徵住戶發出檢疫令，安排他們入住檢疫
中心，若住戶出現病徵會被送往醫院接受治
療。

再多 9 棟強檢
同日，本港再多9棟樓宇被納入強制檢測公
告，其中4棟位於佐敦油麻地指定區域，另外
兩棟位於深水埗的指定檢測區域，分別是大南
街260號和桂林街95號。
餘下3棟須強檢大廈分布在其他地區，包括
將軍澳茵怡花園3座、元朗喜利大廈以及柴灣
悅翠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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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區疫苗中心料日供二千人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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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
匯 報 訊（記 者
文森）政府疫苗接種計
劃專責小組成員曾浩輝昨日
透露，政府推出接種計劃後初期
要網上預約，每日每區可為約2,000人
接種，日後不排除可以應付部分無預約的市
民接種疫苗，政府稍後會一併宣布。
衞生防護中心轄下兩個委員會日前聚焦
復星與 BioNTech 供應的疫苗，以及阿斯
利康的疫苗提出使用建議，食衞局局長陳
肇始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估計，復星與BioNTech疫苗下月底才運抵本港。政府會與
供應商研究可否提早送達，並透露正與第
四間疫苗供應商討論採購事宜，正待對方
提交數據，惟因簽訂保密協議，故未能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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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擬取消機組人員免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現時機組人員入境本港可以豁免檢疫14天，
但政府為加強外防輸入，擬取消免檢安排。食衞局局長陳肇始昨日表示，稍後將要
求機組人員抵港後到指定酒店檢疫14天，但未有透露何時實施。
政府強制所有抵港的機組人員在機場檢測病毒，曾到極高風險地區的更要在酒店等有陰性結
果才可離開，其他亦要在家隔離24小時等待結果。陳肇始昨日上午接受電台專訪時透露，因應全球
新冠肺炎疫情嚴重，並出現多種變種病毒，為防止輸入個案做到滴水不漏，計劃取消豁免檢疫安排，將來
機組人員抵港時，也需要在指定酒店檢疫14天。
國泰航空回應表示，得悉政府有意收緊機組人員的隔離檢疫規定，故正向當局索取生效時間等
細節，以便盡早作出規劃，盡量減少新措施對國泰機組人員以及客運與貨運服務的影響。
露是哪
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副主席孫德妍表示，同事一直有嚴守防疫措施，若取消豁免，
個供應商。
影響很大：「一直跟從嘅措施已經做得好足夠，如果我哋到外地係完全唔可以離
她續說，特區政
開酒店房間，如果每一班機返嚟都要到酒店14天，然後隔離完結又要再飛
府並非放棄採購內地的
嘅話，變相連見屋企人嘅時間都無，嚴重影響機組人員嘅生活。」她
科興疫苗，衞生署會繼續與科
希望航空公司再與政府商討，反映機組人員意見。
興聯絡，索取詳細數據。對早前有
許樹昌：高風險區抵港應檢
外國研究指科興疫苗有效率僅高於世衞要
求的50%，她指有外媒報道不同國家及地
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在電台節目表示，政府與
區的研究數據也有不同，「要等待科興給
衞局
專家開會時曾經討論有關建議，指現時讓
特區政府的最終數據才可作準。」
長批准使
機組人員在機場等候陰性結果後豁免
曾浩輝則在電台節目上表示，科興若一
用，若配送順
檢疫，屬人性化安排，但做法
直未提供疫苗安全性及效率等數據，政府
利，農曆年後可開展
可能有漏洞，認為在高
或要兩手準備，了解有否其他滅活疫苗的
接種，屆時全港18區最少有
風險地方回港的機
選擇。他了解特區政府為引入科興疫苗做
一個接種中心，市民初期要網上
員 應 該 檢
了很多前期工夫，雙方亦經歷多輪商討。
預約以控制人流，中期不排除讓沒有預
疫。
他指出，委員會初步認為復星和 BioN約人士注射。若第一批有 100 萬劑疫苗分
Tech的疫苗可安全使用，相信很快會獲食
配到18區，每區每日可為2,000人注射。

八成醫護願接種 科興最受青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醫護誠信同
行」及香港西醫工會等多個醫護組織的調查
顯示，78%受訪醫護願意接種新冠疫苗，其
中61%選擇內地科興生產的滅活疫苗，而接
種疫苗的主要考慮，依次是疫苗安全性、有
效性和所採用的技術。
「醫護誠信同行」
與香港牙醫學會、香港私
人執業專科醫生協會、香港西醫工會及香港
女醫生協會，於本月上旬以電子問卷調查醫

護對新冠疫苗意見和接種意向，共收到930名
醫護有效回覆。其中，78%受訪者均表示願
接種疫苗，僅5%不願接種，另17%未決定。
在疫苗方面，61%受訪者表示選擇科興的
滅活疫苗，22%選擇復星及 BioNTech 的核
糖核酸（m-RNA）疫苗，11%選擇阿斯利康
的腺病毒載體疫苗。願接種疫苗的醫護，主
要考慮疫苗安全性、有效性、技術和對疫苗
發展機構的信任，其他包括過敏史、醫生建

議、研究數據公布的透明度、妊娠考慮、疫
苗保存要求、未知的副作用等。
調查並發現，私家診所執業醫生和牙醫，
分別有67%和20%樂意在診所為市民提供接
種服務，62%醫護人員則願到社區接種中心
為巿民注射。
對較多醫護選擇科興疫苗，香港私人執業
專科醫生協會會長郭寶賢指出，科興疫苗屬
傳統技術的滅活疫苗，醫護對這技術有較大

信心。「醫護誠信同行」主
席林哲玄補充，疫苗臨床數據隨
時會變，每種疫苗都有副作用，外國經
驗每 100 萬人接種 BioNTech 疫苗後只有 11
人有嚴重副作用，呼籲巿民毋須擔心，有疫
苗就應注射。

料每接種中心設15攤位
西醫工會會長楊超發表示，初步得知每個
社區接種中心有15個攤位，每個攤位有兩三
名醫護人員負責，工會要求政府推行疫苗接
種計劃前向私家醫生提供病人知情同意書、

威院助理染疫
3 同事須隔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近日相繼有多
名公立醫院醫務工作者染疫，威爾斯親王醫院
昨日有一名職員診所病人服務助理初步確診。
患者本月 20 日最後上班，毋須接觸確診者，
而3名職員被列為密切接觸者要隔離檢疫。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醫療成效及科技管
理）庾慧玲昨日表示，該名初步確診的威爾斯
親王醫院職員診所病人服務助理，本月 20 日
最後上班，翌日發燒並到職員診所求診，檢測
後初步確診，已被安排入住社區治療設施。
該名服務助理主要工作是協助診所內醫護
人員照顧病人，毋須接觸確診患者，本身亦非
居於強制檢測大廈，其感染源頭暫時未明。患
者工作期間有穿戴合適個人防護裝備，沒有病
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但3名曾與其一起用膳
的職員被列密切接觸者須檢疫，威院職員門診
昨日暫停服務。
醫管局發言人表示，該名初步確診員工本
周二（19 日）曾到沙田醫院接受職員培訓，
所有參加培訓的職員均有佩戴外科口罩。為審
慎起見，院方會為當日培訓的參加者及職員診
所員工安排病毒檢測。
庾慧玲又指，醫管局追蹤近期染疫的醫護人
員，目前已確定前日確診的北區醫院護士
（個
案 9854）
與前日初確的伊利沙伯醫院內科護士
個案有關連。至於瑪嘉烈醫院的染疫護士（個
案 9869）
，其家人早前已確診，估計屬社區感
染。

運房局資助辦職員中招
同日，運房局表示常任秘書長（房屋）辦
公室轄下獨立審查組一名助理工程監督確診，
其辦公室位於黃大仙龍翔辦公大樓四樓，本周
三（20 日）最後一天上班，工作時有佩戴口
罩及遵守防疫措施。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一名學生資助
處職員亦初步確診，他在長沙灣政府合署上
班，最近一次上班為周四（21 日），當晚出
現病徵，昨日檢測呈陽性。此外，深水埗麗安
邨一名外判女保安員亦確診，房署指她
負責中班巡邏工作，最近上班日期
為周三，她工作時有佩戴口
罩，上班期間有進行體
溫探測。
接種注
意事項及禁
忌等詳細指引，
同時要提供培訓及供應
疫苗併發症的緊急藥物，以
及提供24小時熱線支援接種疫苗後
出現問題的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