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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潮爆疫疑因死位換氣差
茶水間恐有交叉播疫 本月4日起食店設「執枱專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K11 MUSEA「名潮食館」群組昨日再多

4宗確診，群組累計48人確診。政府專家

顧問、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

勇一行人昨日到場視察，認為K11 MUSEA

整座商場基本上安全，通風無問題，惟推

斷「名潮食館」爆疫有兩個可能，一是該

食肆的鮮風量未達標，鮮風輸送管道較

窄，僅為申請牌照時列明水平的三分之

一，疑因此出現短距離空氣傳播，二是茶

水間同時存放用過的碗碟，增加交叉傳播

風險。食環署表示，將要求餐飲處所在3月

4日起安排「執枱專員」，並要求食肆在4

月底前做到處所換氣量每小時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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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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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
府將對餐飲處所增設要求，分別是
設專門「執枱專員」，或員工完成
每輪工作後使用酒精搓手液或更換
手套，及要求餐廳要達到每小時最
少換氣6次，否則要在4月底前加
設合規格空氣淨化設施。多名飲食
界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表示，
「名潮食館」群組影響市民對食肆
的信心，認為有關措施「值得
做」，但指不少食肆生意大不如
前，冀政府可提供資助，聘請承辦
商檢查通風設備等。

「名潮」群組損港人對食肆信心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會長楊位醒表

示，「名潮食館」群組影響不少港
人對食肆的信心，原本政府自上月
18日起放寬食肆防疫限制措施後，
整體餐飲業界的生意較放寬前有超
過兩成增幅，但過去周末的生意卻

回落一成。
餐飲業組織「稻苗學會」會長黃傑

龍認為，政府兩個新指示「值得
做」，「𠵱 家食肆面對嘅情況係，唔
做隨時會一刀切收緊返晚市堂食。」
他續說，「名潮食館」爆疫正正顯示
有需要推行有關措施，相信食肆改善
通風後，可減少病毒傳播率。
他又直言，加強換氣量比使用
「安心出行」更有預防作用，
「『安心出行』係被動，出咗事先
通知。」

料「執枱專員」不會有額外開支
對於兩項新指示的執行難度，黃傑

龍指出其叙福樓集團已實施相關措施
逾半年，認為食肆只要「排班排好
啲」，料「執枱專員」不會有額外開
支。
他並說，食肆申領牌照時，政府

已要求火鍋店及燒肉店分別需每小

時換氣15次及20次，故相信該批
食肆已達標。至於其他食肆，黃傑
龍表示聘請承辦商檢查通風設備是
否符合要求，料要花數千元；如不
達標要加裝空氣過濾設施及加裝紫
外線殺菌機和空氣淨化設施，估計
大約需花費一萬元，但他直言在疫
情下，不少食肆生意大減，一萬幾
千都會加重食肆負擔，冀政府可資
助聘請承辦商：「我哋業界同政府
傾過，佢哋話第四輪『防疫抗疫基
金』已經包咗，但第四輪資助連交
租、畀人工都唔夠，邊度仲有錢去
檢查通風設備。」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建

議，政府可派專家協助食肆及提供
更多指引，「有些食肆不清楚何謂
每小時最少換氣6次？另安裝空氣
淨化設施會否更有效？」他亦擔心
疫情不穩下，政府會再收緊防疫措
施。

業界指「值得做」冀政府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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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昨日本港
新增14宗確診個案，當中5宗源頭不明。
「名潮食館」群組再出現二代傳播，繼上
月22日及24日有3名食客到大角咀黃頌仁
醫務所求醫令一名護士確診後，政府昨日
再公布一名去過該診所的病人初步確診，
而該病人未去過K11 MUSEA。政府要求
2月22日後曾到該診所的人須強制檢測。
本港昨日新增14宗確診個案，3宗為輸

入個案，11宗屬本地感染，當中5宗源頭
不明。無源頭個案涉不同職業，包括23
歲菲籍收銀員、54歲財務秘書、30歲兼
職教師、41歲地盤保安員以及36歲相機
維修員。
其中，染疫的41歲地盤保安員（個案
11016），在中九龍幹線啟德西地盤工
作，居於荔景邨樂景樓，早於2月22日已
出現喉嚨痛及咳嗽病徵，但持續返工至2
月28日。
另外，「名潮食館」群組再出現二代傳

播。衞生防護中心總監林文健表示，早前
3名確診食客曾到大角咀黃頌仁醫務所求
醫，一名診所護士其後確診，另有一名在
同日相若時段求診的病人目前初步確診，
其本人未去過K11 MUSEA。林文健指，
中心會向診所發出強制檢測公告，2月22
日起曾到診所求醫的病人應盡快檢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防疫措施放寬近兩
周，當中食肆如要放寬限制，須要求市民使用「安心出
行」掃碼或登記個人資料，及員工定期接受新冠病毒檢
測。食環署在過去兩星期發現11個餐飲處所違規，已
要求違規食肆暫停晚上6時後堂食，及回復不多於兩人
一桌的安排3天至7天不等。
食環署副署長（環境衞生）黃淑嫻昨日向傳媒交代近期
有關執法行動，指過去兩星期發現11個餐飲處所有不同違
規，包括員工無戴口罩、餐桌距離不足1.5米或無隔板、
同桌人數超越上限等，已要求他們回復暫停晚上6時後堂
食、同桌人數最多兩人的安排，為期3天至7天不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K11 MUSEA
「名潮食館」群組累計至少48宗確診個案，並
涉及二代傳播。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
良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名潮食館」群組目
前仍有其他風險因素，由於部分人既不用「安心
出行」，又以虛假資料填寫「紙仔」，使政府至
今仍未能找到當日午膳的十餘名食客。何栢良按
食客確診比例推算，可能該批下落不明的食客亦
有三分之一人確診，並可能在工作崗位產生傳播
鏈。據政府數字，目前仍未能聯絡到15名曾於
爆疫當日到過該食肆的食客，若按此比例推算，
即有5人染疫並在社區活動。

何栢良：爆疫非獨立事件
何栢良指，K11 MUSEA爆疫並非獨立事

件，商場有其他店舖員工確診，雖不清楚這些
個案與「名潮食館」群組的關連性，但現時情
況不樂觀，相信今次是超級傳播事件，可能與
政府檢測慢有關，或顯示定期檢測亦有預防不
到的問題，認為若政府未能應付龐大檢測量，
建議檢測應優先安排有病徵或不適人士，並把
處於潛伏期的患者隔離。
「『名潮』源頭個案(該店清潔工人)已連續

兩日不適，延至一周後才確診，上司理應知悉
並盡早安排檢測，惟其間已有顧客染疫，高危
場所應鼓勵有病徵員工盡早檢測才會更有成
果。」

梁子超：檢測滯後防疫漏洞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亦指，本港檢測

滯後是最大防疫漏洞，若不能及早介入，將
無法控制傳播，恐有患者帶病上班，增加社
區傳播風險，「事後追根本有滯後，名潮食
館爆發5天已經爆到咁，事後追永遠唔能夠跑
得快過病毒。」
他續表示，政府要求處所員工定期檢測，但

實驗室檢測量並未用盡，政府亦沒有同時增加
實驗室應付化驗，政府應盡快改善「願檢盡
檢」的檢測安排，加強收發深喉唾液樣本樽，
並需在一兩日內有檢測結果，否則會白費工
夫。
「稻苗學會」會長黃傑龍昨日在同一節目坦

言，接獲不少食肆會員反映員工在接受檢測
後，等待一周仍未收到檢測結果，而檢測結果
出現滯後導致部分員工未能如常上班，從防疫
角度亦不能接受，呼籲政府盡快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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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潮食館群組
●新增確診個案：4人

（一名去過黃頌仁診所求醫的病人

初確，屬群組二代傳播）

至今累計確診人數：
48人

新增確診個案
整體確診宗數：14宗
●輸入個案：3宗

●不明源頭個案：5宗

●有關連個案：6宗
初步確診個案：

約10宗

●●尖沙咀尖沙咀KK1111 MUSEAMUSEA商場員工排商場員工排
隊輪候檢測隊輪候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尖沙咀尖沙咀KK1111 MUSEAMUSEA
商場員工在流動車上接商場員工在流動車上接
受採樣受採樣。。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袁國勇推斷「名潮食館」爆疫有兩個可能，一是該食肆的鮮風量未達標，鮮風輸送管道較窄，僅為申
請牌照時列明水平的三分之一，疑因此出現短距離空氣傳播，二是茶水間同時存放用過的碗碟，增加交
叉傳播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K11 MUSEA「名潮食館」疑出現超級傳播，多
個政府部門人員及專家昨日到該商場視察。

衞生防護中心總監林文健表示，「名潮食館」群組昨日
再多4宗確診，均由檢疫中心送院，群組目前累計48人
染疫，包括22名食客、9名員工及17名密切接觸者。22
名確診食客中，21人曾於2月19日到場午餐。

15人仍未尋回籲速聯絡
林文健續指，現時該群組已有400多名密切接觸者被
送往檢疫中心，但19日相關時段到場用餐的食客中有
15人仍未尋回，林文健呼籲有關人士盡快聯絡中心。
除「名潮」群組外，K11 MUSEA另有3宗確診個

案，目前均未找到源頭，包括地下樓層Cartier一名員
工，一名曾到商場5樓Lilium by Gitone用餐的食客，
及地下樓層Twinkie Cookies曲奇店的一名員工。
被問到有關個案是否與「名潮」有關，袁國勇指，
相關店舖相距甚遠，暫時看不到關係，但伊利沙伯
醫院將會協助這些個案進行基因分析，以調查是否
有關連。他認為，該商場的整體通風系統基本安
全，公用地方應該沒有問題，廁所環境較乾淨，
抽風亦很好。
對於「名潮食館」爆疫的原因，袁國勇推斷
有兩個原因。他指，「名潮食館」共有兩層，
分別是一樓及地下，所有確診食客都入座地下
樓層，經視察發現，地下層的鮮風輸送管道
較窄，僅為食肆申請牌照時列明正常鮮風量
的三分之一，空氣流動甚低，還有空氣不流
動的「死位」，形容情況很不理想；再加
上環境較擠迫，相信最可能是出現短距離
空氣傳播而爆發。
交叉傳播亦可能是原因之一。袁國勇續
指，「名潮食館」地下與一樓各有茶水
間，但地下的茶水間除用作沖茶，亦擺
放用過的碗碟、食客吃剩的食物等，乾
淨與受污染餐具混雜有機會造成交叉
傳播；沖茶員工亦可能曾觸碰受污染
的食具，未清潔雙手又繼續作業。

餐飲處所換氣量每小時6次
政府昨日亦表明會對上述情況進行規管。
食環署副署長（環境衞生）黃淑嫻表示，食物及衞生局
昨日與餐飲業界開會，要求餐飲處所安排「執枱專
員」，專責收拾使用後的餐桌，有關措施將納入3月4
日起生效的指示。如食肆無法設立「執枱專員」，則需
確保員工做完每輪工作後，使用酒精搓手液、更換手
套。
政府還會要求餐飲處所加強空氣流通，每小時換氣量
需達6次，否則要設置符合規格的空氣淨化設備。黃淑
嫻說，希望給予時間讓業界準備，爭取業界在下月底或
之前完成有關要求。
另外，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表示，本周四到期
的社交距離措施將會延長14日至3月17日。他又呼籲
市民克制，切勿前往人多及空氣不流通的地方；食肆等
員工若有不適，切勿上班，應立即求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