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疊內容：文匯要聞 本港新聞 中國新聞 台海新聞 神州大地 副刊 國際新聞

文匯要聞

A1

● 愛暉樓渠管老化
污穢，
污穢
， 疑為傳播病
毒途徑。
毒途徑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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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完喉管爆疫情
愛暉樓擴大撤離

5單位6人中招 增三坐向住戶檢疫 房署被指維修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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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友愛邨愛暉樓第三座新冠肺炎疫情擴
大，昨日除了兩名住戶確診外，再多兩人初步
及初確個案，疫情更有由 09 室單位蔓延至

文匯報

31、32 室單位之勢，昨日新增的初確患者正

爆 料 專 線

09 與 10 室，31 與 32 室均分別共用污水喉管，
故宣布除前晚撤離 09 室住戶外，昨日再將該
三個坐向單位的住客撤離送檢，涉及約 200 名
居民，是疫情至今首次同一大樓兩日內兩度採
取撤離行動。據了解，房屋署早於今年初維修
愛暉樓的喉管，有地區人士質疑署方的喉管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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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宗新冠確診個案，有 3 宗為分別來自菲律
香港昨日新增
賓、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輸入病例，其中2人感染N501Y

友愛邨愛暉樓爆疫情況
4月10日初步確診
14歲男童 71歲男子
兩人同住253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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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橫向傳播 喉管疑是禍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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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確診 *疑為源頭個案
70歲婦人（個案11547）
居於2309室

疑垂直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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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垂直傳播

房委會雖推出排水管檢查計劃，但跟進維修問題為人詬
病，民建聯月前訪問觀塘及黃大仙區公屋居民，逾兩成受訪
者不滿房署跟進渠管表現，其中彩雲（二）邨豐澤樓有單位

疑垂直傳播

舊邨渠管老化 房署跟進遲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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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橫向傳播
4月7日確診
4月10日確診
66歲男子（個案11565）
； 71歲婦人（個案11535）
居於2231室
住愛暉樓2209室

4月10日確診
6歲男童（個案11568）
；
住愛暉樓2109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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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09與10室，31與32室單位均分別共用污水喉管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渠管老化及有臭味，房署只提議用膠板擋住喉管，遲遲未跟
進維修。有公屋住戶投訴指污水喉滲漏，房署只以玻璃膠填
補，極為馬虎，恐老舊屋邨單位喉管滲漏，會造成更多屋邨
爆發疫情。
香港測量師學會前會長何鉅業說︰「通風管如接駁得不好
或有滲漏。因為沒水看不到明顯表徵，味道未必能經常聞
到，亦聞不到哪個具體位置，所以很難察覺。」

邨民公園「犯聚」 觀棋除罩吸煙

●屯門友愛邨愛暉樓再增三個坐向住戶須撤離
屯門友愛邨愛暉樓再增三個坐向住戶須撤離，
，
入住檢疫中心。
入住檢疫中心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修馬虎，甚至遲遲未作跟進，終釀成播疫溫

中心調查發現，09、10 室，以及 31 與 32 室均分別共用污
水喉管，經諮詢專家意見後決定進一步向所有樓層（即 2 至
26 樓）10、31 及 32 室單位沒有病徵住戶發出檢疫令，安排
入住檢疫中心，出現病徵的住戶則會被送院治療，即全幢有
四個坐向的單位也要撤離。
香港文匯報梳理相關個案情況發現，該大廈源頭是09室的
一名 70 歲婦人（個案 11547），之後病毒經渠管垂直傳播至
樓下兩層的兩個單位住戶（個案 11565，11568），樓下住戶
及後經共用設施傳播同層 31 室單位的一名 71 歲婦人（個案
11535），老婦疑又經渠管將病毒傳播予兩名住樓上 32 室單
位的初確住戶。
香港多個公共屋邨先後出現喉管播疫問題，而房委會除了
在「日常家居維修服務」和「全方位維修計劃」下設立特別
渠務檢查計劃外，去年10月底亦推出排水管檢查計劃。樓齡
逾 40 年的愛暉樓為三連座工字型設計，全幢分 1 至 3 座，曾
任屯門友愛南區議員的屯門東南分區委員會副主席曾憲康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愛暉樓第三座今年 2 月已完成喉
管檢查，第一及第二座亦剛於上月檢查完畢，至於友愛邨其
他樓宇亦正進行喉管檢查。
他指出，街坊都反映希望得知檢查情況，以及維修喉管方
案和對居民影響等，他亦希望房署進一步加強喉管檢查。香
港文匯報昨向房委會查詢喉管檢查情況，但房委會只表示有
待轉交負責人員跟進，未能即日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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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 25 樓 32 室單位。衞生防護中心調查發現

變種病毒。餘下 2 宗本地個案，為居於愛暉樓第三座 2209 室
的66歲男子和2109室的6歲男童。
衞生防護中心並發現兩名同住愛暉樓第三座2532室的住戶
初步確診，連同之前個案，該大廈已有 6 人受感染，涉及
09、31及32室共5個單位。

辛丑年二月三十 初九穀雨

間有陽光 天氣乾燥
氣溫21-26℃ 濕度60-85%

港字第 25947 今日出紙 3 疊 6 張半 港售 10 元

確診，該幢大廈累計已有 5 個單位共 6 宗確診

床。

星期日

2021 年 4 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屯門
友愛邨接連出現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後，附近商場的人流明顯減少，平
日居民最愛流連的快餐店僅十多名
居民光顧用膳。不過，有部分居民
「無有怕」，在商場逛街時口罩拉
到下巴，露出口鼻；有長者無視
「限聚令」超過4人聚集在邨內公園
圍觀下棋，其間有人除罩吸煙，恐
釀成染疫風險。

商場人流驟減

位於友愛邨旁邊的愛定商場，超
市和百貨商店林立，為附近居民提
供生活需要，但疫情爆發後，該商
場冷清不少，僅少量市民仍在商場
流連。商場內有給予兒童遊玩的遊
戲室，但昨日即使是周末，亦僅一
名小孩在內裡玩耍。邨內超市同樣
冷清，僅數名市民在店內選購食
材。
商場內舉辦手作市集，有市民帶同
小孩參觀，參與遊戲，造成聚集，有
居民更罔顧疫情將口罩拉到下巴，露
出口鼻在商場內遊走。
除了市集，食肆算是場內稍有人

氣的地方，平日長者最愛駐足的快
餐店亦僅十多名居民用膳。另一家
連鎖快餐店外，有數名市民在門外
測量體溫及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準
備內進，惟有部分長者依然沒有正
確佩戴口罩，把口罩拉至鼻孔以下
位置，僅覆蓋嘴巴。

防疫意識薄弱
在附近公園，不少長者在樹蔭下
乘涼，但他們無懼疫情，拉低口罩
高談闊論、口沫橫飛，更有長者懶
理途人經過，公然邊行邊抽煙，還
有一群長者三五成群在公園內的石
桌上圍觀下棋，部分人除罩抽煙，
釀成播疫風險。
附近居民周小姐表示，家中育有一
名年幼兒子，且邨內商場連接兩個屋
邨，閒雜人多，「之前幫襯過商場食
肆，驚同隱形患者共處一室，所以稍
後會帶家人去做病毒檢測。」
她承認邨內居民的衞生意識薄
弱，至今仍有一些長者除罩邊行邊
抽煙；加上該邨屬於舊屋邨，家中
喉管不時傳出臭味，可謂內憂外患
夾擊。

●屋邨公園
裡，一群長
者聚集涉違
限聚人數，
更有人除下
口罩吸煙觀
棋。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政府速設檢測站 居民不太憂爆疫
屯門友愛邨愛暉樓疑似
爆發橫向及垂直式病毒傳
播後，特區政府馬上在屋
邨附近的球場設立流動檢
測站，為友愛邨及附近屋
邨居民進行病毒檢測。有居民昨日表示，這
次政府動作快手，因此不太擔心疫情大爆
發，但透露家中喉管不時傳出臭味，亦曾爆
水管，需要自行修理，十分擔心渠管爆疫。



同邨鄰邨居民 檢測以求安心
●友愛邨居民表示，政府此次迅速設立檢測站，令他們不太擔憂疫情會大
爆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愛暉樓屬於友愛邨第一期落成的三連座工
字型樓宇，於 1980 年建成，至今已經有 41
年樓齡，屬於舊式建築群，喉管難免出現老

化跡象。有居民擔心病毒經渠管入屋，中招
也不自知，故昨日早上大批友愛邨及附近安
定邨的居民前往位於屋邨球場的流動檢測站
接受檢測求安心。
居住在愛暉樓的傅女士表示，這次出現連
串確診個案後，政府已經快速採取行動，因
此不太擔心有大爆發。被問到家中喉管問
題，她坦言，家中喉管不時傳出臭味，即使
經常清洗亦於事無補，而大廈此前曾兩度爆
水管，即使家中喉管出現問題亦需要自行聘
請師傅修理。
居住在友愛邨的李女士表示，這次政府在安
排檢測方面非常快手，有明顯進步，「如果像
以前一樣慢幾拍就慘了」，所以也不太擔心該

邨的疫情失控。

喉管常散臭味 多加注意破損
她說，自從疫情爆發後已經減少外出用
膳，平時都由丈夫買餸回家下廚，主要是避
免在人多的地方脫下口罩，為自己增添染疫
風險：「呢條邨居民係高危一群，應該好好
保護自己。」
李女士說，家中喉管都外露在廁所一旁，
雖然一直有做好清潔，喉管仍會發出臭味，
但通常不以為意，得悉這次情況與喉管傳播
相關後，她坦言會多加注意喉管破損，同時
會加強使用漂白水清潔廁所。
●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 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