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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倡減檢疫酒店入住率阻播毒
近半數至下月中無空房 住客開門未閂窗氣壓差易引毒入室

香港再增加一宗流入社區的變種新冠病毒個案，患者為前日初步

確診的38歲菲律賓外傭，帶有N501Y變種病毒株。有專家相信，患

者感染傳播力較強的南非變種病毒，染疫地點可能是檢疫酒店。由

於部分檢疫酒店入住率高，走廊狹窄，倘住客開房門前沒有關上窗

戶形成負氣壓，高濃度的病毒有可能走入房間感染其他住客。香港文匯報記者統計發現，在目前9間檢疫酒

店中，有4間的入住率一直爆滿至下月中，其餘幾間在未來幾日亦未必每日有房供應，政府或要增加檢疫酒

店以改善逼爆情況，有專家亦建議政府應減低檢疫酒店的入住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個案：3宗

●本地不明源頭：1宗
(帶變種病毒的外傭)

●本地相關個案：2宗

●輸入個案：0宗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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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昨日新增3宗新冠肺炎確診個
案，全屬本地個案，其中兩宗屬有

關連個案，餘下一宗是前日初確的38歲
菲傭。她沒有病徵，上周四（22日）到
社區檢測中心檢測後確診。衞生防護中
心昨日表示，由於個案涉及N501Y變種
病毒株，所以前晚已經決定撤走她所住
的半山堅尼地道8號Kennedy Terrace所
有樓層單位沒有病徵的住戶進行強制檢
疫，受影響居民有約60人。

變種毒可空中停留數小時
外傭早前曾在西營盤華美達海景酒店6
樓接受21日強制檢疫，鄰房曾有一家三
口染疫，其中最少兩人同樣帶有N501Y
變種病毒株。香港大學內科學系傳染病
科主任孔繁毅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透
露，染疫外傭所感染的病毒類型可能屬
於南非變種病毒，相信在酒店接受檢疫
時受感染。

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教授潘烈文補
充，變種新冠病毒可在空氣中停留數小
時，檢疫酒店必須控制入住率，以降低
潛在病毒量，從而減低傳播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收費相對便宜

的檢疫酒店幾近逼爆，記者昨日致電所
有提供每晚房價低於500元的檢疫酒店，
9間酒店中，有4間都表示所有房間已租
出，最快下月中才有空房，其餘幾間酒
店在未來幾日亦未必每日有房供應，或
所餘房間不多。
若無法降低入住率，專家建議可從鮮

風量入手，工程師學會會長源栢樑解
釋，檢疫酒店房間的抽風量大過送風
量，就會造成負壓效果，一般情況下帶
有病毒的空氣會經洗手間抽走，但如果
檢疫人士曾經打開房內窗戶，空氣流動
的方向會被改變。
「窗的氣流可能吹入來就有少少大過

負壓，變相吹出走廊，（病毒）便會流

入旁邊很近的地方，甚至流入隔籬
房。」他建議檢疫酒店可以先在走廊加
裝空氣清新機，以增加換氣量，「溝
淡」病毒濃度，防止類似播疫情況再次
出現。

與染疫外傭同層住客須強檢
對酒店內可能出現空氣傳播，衞生防

護中心昨日表示，會對在本月4日至7
日，即該名染疫外傭與另一染疫家庭入
住期間，在同層檢疫的其他住客發出21
天強制檢疫令，並會強制所有上月27日
至前日（23日）期間曾於該酒店逗留人
士接受檢測。
餘下兩宗昨日新增的確診個案均與早

前的本地個案相關，除了曾與早前確診
幼稚園教師（個案11711）差不多時間到
過將軍澳舒適堡健身中心的38歲西貢民
政事務處司機（個案11729）外，亦包括
一名住葵涌葵涌邨曉葵樓的3歲男童。

變種病毒接連
殺入社區。一名
帶有變種病毒的
38 歲菲律賓外
傭，在僱主住所
所在的半山堅尼

地道8號Kennedy Terrace一帶及社
區遊走6天才確診。多名專家昨日
均表示，特區政府必須正視有變種
新冠病毒患者曾在社區活動的問
題，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教授潘
烈文更建議，政府主動採取「激
進」的圍堵措施，甚至要求外傭所
住的大廈所有住戶接受強制檢疫，
減低社區爆發風險。
潘烈文昨日指，帶有新型冠狀病

毒的飛沫可在空氣停留數小時，故
即使空氣傳播效率較低，但仍有可
能造成傳播。他建議在酒店檢疫的
市民，在開門前關上窗戶：「減低
空氣流動，先係明智之舉。」而在
走廊位置亦應戴上口罩。

感染變種病毒的菲傭檢疫期結束
後曾在社區逗留了數天，潘烈文
說，未知變種病毒有否流入社區，
現時要採取較「激進」手法，包括
密切監察僱主家庭，加強強檢和隔
離措施，例如將全幢大廈居民送去
檢疫，減低社區爆發的機會。
該外傭曾入住西營盤華美達酒

店，曾到該酒店視察的港大微生
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早前表
示，懷疑酒店內有空氣傳播。香
港大學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孔
繁毅昨日表示，相信患者被同層
住客傳播南非變種病毒：「我們
看到很大機會是同一個源頭，有
機會在隔離的時候感染，相信較
容易找到源頭。」
他建議特區政府應對隔離檢疫人

士同時做鼻咽拭子檢測，增加檢測
準確性，並在檢疫期完結後，再做
檢測「包底」。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衞生署接
獲一宗接種疫苗後死亡的通報，58歲女
死者離世前10天接種第二針科興疫苗。
衞生署表示現時未有臨床證據顯示事件
與疫苗接種有關，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
家委員會召集人孔繁毅指出，接種疫苗
後死亡的人士大部分本身有嚴重長期病
患。
衞生署表示，一名58歲女子被發現在
家中不省人事，送院後死亡。她死前10
日（本月13日）接種第二劑科興疫苗，
初步臨床診斷她出現「蛛網膜下腔出
血」及心搏停止，而她本身患有高血壓
及肥胖。
聯合醫院發言人昨日表示，事主上周

四（22日）傍晚約6時暈倒昏迷，經救
護車送到該院急症室，搶救後轉送內科
及老人科病房繼續治理。病人情況持續
惡化，翌日凌晨2時許不治。記錄顯示，
該病人分別於3月16日及4月13日接種
第一劑及第二劑疫苗，院方根據機制向
衞生署呈報個案。
針對該個案由傳媒揭發，衞生署解

釋，署方的新聞稿只會列出每日截至下
午4時前的24小時內所接獲的死亡個
案，而上述個案是在下午4時後才接獲醫
院管理局報告的。

孔繁毅：死者多患長期病
孔繁毅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接

種疫苗後死亡的人士大部分有嚴重長期
病患。就早前一名瑪麗醫院醫生打針後
中風，他說要收集更多臨床數據才能確
定與疫苗有沒有關係，但初步知道該名
醫生本身有睡眠窒息，以及血壓偏高，
患者已經接受手術，希望情況變得穩
定。
孔繁毅表示，初步文獻顯示復必泰

疫苗對未變種病毒的中和抗體高，雖
然應對南非變種病毒的中和抗體有所
下跌，但保護率仍遠高於最低需要，
仍有一定保護性，並相信對印度的變
種病毒也有保護性，又強調愈多人接
種疫苗，達到群體免疫比率，才可切
斷傳播鏈。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文森）食物及衞生
局局長陳肇始昨日透
露，特區政府正爭取讓
已接種兩劑疫苗滿14
天的港人，返回內地時
可縮短檢疫日數。公務
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亦
表示，內地有望再放寬
隔離條件，而除了新加
坡外，香港亦開始跟日
本、泰國、澳洲及新西
蘭等地區探討建立「旅遊氣泡」的可能
性，市民不要再等，應盡快接種疫苗。
陳肇始昨日接受一電視訪問時表示，香
港接種疫苗的情況需要更進取，並透露特
區政府正爭取讓已接種兩劑疫苗滿14天的
港人，返回內地時可縮短檢疫日數，「我
們如果已接種兩劑疫苗，又過了14天，理
論上有抗體、安全，是否回內地可以減檢
疫期，（可以）從這個基礎商討。」
聶德權昨日在社交平台發文表示，隨着
更多人打針，檢疫條件有望再放寬。香港
正積極與多個地區的政府探討建立「旅遊
氣泡」的可能性，內地亦有望再放寬隔離
條件，呼籲市民盡快接種疫苗。

專家倡符條件來港者家居檢疫
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建議，接種

兩劑新冠疫苗超過14天的抵港人士，只要
從低風險或無出現變種病毒的地區入境，
有條件放寬其檢疫時間，「可以試行將檢
疫期減至7天，前提是完成接種兩劑新冠
疫苗至少14日，入境時做的病毒檢測呈陰
性，及抽血做血清抗體測試，確保接種的
疫苗有效。」
他認為，符合以上條件的抵港人士，可

自選檢疫地點包括家居檢疫，並在第三及
六日檢疫期由政府派員上門採樣，「如果
你（抵港人士）打針和未打針，（檢疫）
措施都是一樣，這不但不公平，不但沒有
提供誘因，亦不科學。」
梁卓偉表示，如果這建議落實後的效果

良好，可進一步放寬至豁免檢疫，但要醫
學觀察一個月，且不適用於來自有變種病
毒流行的地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要
求全港逾一萬間食肆於本月底前改善換氣
量，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昨日表
示，如全港食肆都要滿足政府要求，空氣淨
化機存貨恐怕供不應求，目前多數食肆仍在
觀望中。
黃家和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若要

滿足政府要求食肆改善換氣量的要求，全港
需要六七萬部空氣淨化機，但目前本港全部
存貨僅約3萬部，供應不足。目前僅有兩三
成食肆購買了空氣淨化機，大部分食肆仍在
觀望中，業界會與政府再商討對策。

食肆換氣量規定工作小組主席源栢樑表
示，相香港巿面上最便宜的空氣清新機售價
約千多元，大多已售罄，但2,000多元一部
的機種仍有存貨，加上承辦商費用，相信一
般食肆花費約一萬元以下即可滿足政府相關
要求。
另外，黃家和透露，業界今日下午會與食

物及衞生局開會，商討在「疫苗氣泡」下放
寬食肆防疫限制的細節。他估計，特區政府
在聽取業界的意見後會調整部分措施，如容
許無法接種疫苗的員工用定期檢測取代接種
疫苗，而檢測頻率等細節尚未確定。

打針港人返內地
檢疫期有望縮短

58歲女針後十日亡 無證據與疫苗有關

餐飲業憂空氣淨化機存貨供不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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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僅兩三成食肆購買了空氣淨化
機。 資料圖片

●●外傭居住的半山堅尼地道外傭居住的半山堅尼地道88號號KennedyKennedy
TerraceTerrace。。 中通社中通社

●●西營盤華美達海景酒店西營盤華美達海景酒店。。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 專 家 表
示，要加強
強檢和隔離
措施，減低
社區爆發的
機會。圖為
民眾接受檢
測。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