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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種再漏社區
少婦播疫八天
多次受測竟驗不出 美園全棟 40 戶連夜撤離
變種新冠病毒警號一再

的機會。直至前日獲安排入院覆檢才證實初確，患者已產生抗體。

亮紅燈，昨日出現一宗由

她居於尖沙咀美園大廈，整棟樓約 40 個單位的住戶均須接受 21 天

印度抵港並流入社區 8 天

隔離檢疫。有專家指出，香港「外防輸入」的防線仍有漏洞，需要

的變種病毒個案。染疫的 28 歲家庭主婦初步對 N501Y 變種病毒呈

檢視接駁巴士、檢疫酒店等環節，另外部分檢測採樣人員的操作亦

陽性，早前抵港並完成 21 天酒店檢疫後，兩度接受檢測，但香港

不到位，採樣拭子未達鼻腔深層，很可能導致「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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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邵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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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檢測技術不濟，分別檢出為陰性及不確定，兩度錯失截斷傳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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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車入夜後駛到美園大廈外戒備，隨後有大批檢疫人
員到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日，本港新增兩宗確診個案，均為輸入個案，患者分別來自
印尼及俄羅斯，前者是外傭。另有少於 5 宗初步確診，包括
一名印度抵港的28 歲家庭主婦，她於上月4 日乘搭 UK6395 航班從
印度德里抵港，連同該個案，同一班機累計已有59人確診。

昨

抵港第二十六天測出
「不確定」
該女子在富豪東方酒店接受 21 天檢疫至 4 月 25 日，通過所有檢
測後即返回尖沙咀金巴利道美園大廈居住，翌日到伊利沙伯醫院求
診，並於急症室採樣，惟結果「陰性」。
根據強制檢測要求，她於4月30日到社區檢測中心進行抵港後第
二十六天的檢測，結果為「不確定」，惟職員沒有即時將她送院，
相隔兩天（本月 2 日）才安排她入院接受進一步檢測，結果呈初步
陽性，並帶有抗體，顯示她已接近康復。

涉 N501Y 病毒株傳染力強
衞生防護中心表示，個案涉及 N501Y 變種病毒株，傳染性較
高，認為必須採取審慎感染控制措施。因此她入住的美園大廈所有
樓層約涉 40 個單位的住戶均須接受 21 天強制檢疫，以阻截變種病
毒擴散風險。
昨晚 8 時半左右，大批警方機動部隊人員以及身穿保護衣的衞生
署人員，前往尖沙咀金巴利道 71 號美園大廈對開。警員在大廈外
拉起封鎖線並設置圍欄，衞生署人員進入大廈。有市民嘗試從大廈
離開，但被拒絕。有市民想進入大廈，需要先向警方人員登記。到
深夜11時許，大廈居民陸續登上旅遊巴送往檢疫。

● 尖沙咀金巴利道 69
69-71
71A
A 美園大廈有少
婦初確變種病毒，
婦初確變種病毒
，該廈居民昨晚深夜撤離
前往隔離檢疫。
前往隔離檢疫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少婦播疫經過
4月4日
行蹤：乘搭塔新航空
Vistara 由印度德里飛抵
香港（航班UK6395）
檢測結果：－

4 月 25 日
行蹤：富豪東方酒店隔
離檢疫結束，返回尖沙
咀美園大廈住所
檢測結果：－

袁國勇籲檢視各個環節
政府兩度錯過截斷傳播鏈的機會，使該女子在社區遊走共 8 天。
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昨日出席醫管局研
討會後亦認為，政府必須檢視現行入境防疫措施中涉及的機場、接
駁巴士及檢疫酒店等環節是否「出事」。此外，檢測承辦商的採樣
工序也需重新審視。他批評，部分採樣員的拭子只探入鼻內一兩厘
米位置，未達深層，因此未必採集到足夠細胞作檢測，很有可能導
致檢測結果出錯，導致個案走漏。
另外，本港早前出現兩宗變種病毒個案被驗出基因排序幾乎一
致，分別是居於佐敦的印度裔男子，及居於東涌映灣園的菲傭。袁
國勇認為，政府應先對患者入住的檢疫酒店進行「追溯性」血清測
試，「追返與患者同期入住該酒店的檢疫人士，如果有人已出現抗
體，就要懷疑他係咪走漏個案，可能他沒有病毒但體內還有抗體殘
餘，通過追蹤他們的接觸者，或能找出外傭被傳染的途徑。」
現時菲律賓、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等疫情較嚴重國家被禁飛
來港 14 天，下周五或會解禁。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
栢良批評，本港的熔斷機制做得太遲，「過往熔斷機制一直沒有考
慮檢疫期間的確診數字 ，只是計算到達機場的有多少是陽性，才
啟動熔斷機制，不夠嚴謹。」
他認為，檢疫酒店設計不同於醫院，走廊設計缺乏通風，無法過
濾病毒，因此同酒店內的檢疫人士容易互相傳播，他建議增加酒店
檢疫人士的病毒檢測次數，在檢疫首周進行多一次檢測，從「上
游」阻止病毒流入社區。

4 月 26 日
行蹤：伊利沙伯醫院求診
檢測結果：陰性

4 月 30 日
行蹤：社區檢測中心檢測
檢測結果：不確定

學者倡加強基因排序減
「斷片」
出，75%感染變種病毒的入境者均無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印度的疫
徵，若非強制檢測難以找出，可能因此流
情瀕臨失控，理工大學的研究團隊調查發
入社區導致爆發。他呼籲市民若出現呼吸
現，本港輸入個案中最少 13 宗涉及印度
道徵狀，例如發燒等，應該及時進行檢
變種病毒株，因該毒株並無 N501Y 變種
測，排除風險；同時建議市民現階段不可
病毒的突變，但原有的檢測技術未能有效
放鬆防疫措施，在人多擁擠的場所要戴好
驗出印度變種病毒，直至最近政府才新增
口罩，保持手部衞生。
快速檢測方式，檢驗輸入個案患者的病毒
政府日前以「疫苗氣泡」為基礎放寬部
是否帶有印度變種病毒。理大醫療科技及
分處所防疫措施，許樹昌認為，現時社區
資訊學系副教授蕭傑恒建議，政府加強對
只有零星個案，暫無必要收緊防疫措施，
每宗輸入個案的基因排序工作，當社區出
● 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
但一旦有跡象顯示疫情在社區出現傳播，
現爆發時可即時發現由哪宗個案流入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便需要即時調整。至於香港與新加坡的
區，減少現時「斷片」情況的出現。
「旅遊氣泡」，應視乎本月底兩地疫情是否穩定，但
許樹昌：75%變種病毒無病徵
港人出發前已經接種疫苗，較為「穩陣」，新加坡接
種率更高過香港，相信亦能保障安全。
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指

佐敦情侶東涌菲傭
同日到過東薈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昕、成祖明）東涌一名 39
歲菲傭感染變種病毒，其病毒基因排序與首宗在社區
確診的印度裔男子百分百吻合，顯示他們雖然不相
識，但存在傳播關係。衞生防護中心的追蹤工作終於
出現突破，發現上月 11 日，印度裔男子帶同菲裔女友
到訪東涌東薈城，當日該名菲傭也到過該處。情侶同
日 光 顧 東 涌 海 堤 灣 畔 地 下 S 號 舖 的 食 肆 Curry
Lounge，衞生防護中心對 4 月 11 日在該兩處逗留人

5月2日

可能有個案未浮現

行蹤：入院檢測
檢測結果：病毒和抗體
呈陽性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士，發出強制檢測公告。
除了環境感染，專家認為族群圈子有可能存在隱形
傳播鏈。印度裔男子及其同住 31 歲女友確診後，衞生
防護中心當時未有公布該名女友的族裔背景，但政府
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昨日出席
醫管局研討大會後透露，該女子也是菲律賓裔，不排
除她與東涌菲傭有共同社交圈子，相信政府會追蹤兩
名菲籍確診者之間是否存在軌跡重合。
他稱：「到底（兩人）樣本（基因）是否一樣？機
會很高。印度人傳染菲籍女友人，樣本都很大機會一
樣。問題是他們有無到過共同地方？即兩位菲籍人士有
無到過相同地方？這就要衞生署進行流行病學追蹤。」

● 佐敦的印度裔男子同菲裔女友、東涌的菲傭在 4 月
11日都到過東涌東薈城。
資料圖片

理大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蕭傑恒表示，菲傭
的傳播途徑有多種可能，包括相隔兩三代傳播，社區
內可能有潛在個案仍未浮現。他強調，及時找出隱形
傳播者非常重要，否則哪怕只有一宗確診個案，都有
可能導致社區爆發，由於有理由相信該社交圈子已有
傳播鏈，故認同政府要求外傭強制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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