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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廚：唔想有人話留院員工係超級傳播者

政府於4月5日凌晨零時40分發表聲明，
指衞生防護中心3月1日邀請袁國勇聯同流行病
學家、食物環境衞生署、機電工程署、環境保
護署等組成的跨專業團隊，到K11 Musea食
肆視察，調查確診群組成因。政府稱有關邀請
是必要的，因工程師及流行病學家沒有病毒學
及傳染病專業知識。

政府調查指鮮風量不達標
政府稱當日調查的鮮風流量，是該店在各

座位區間傳送鮮風主管道的室外空氣總流量，
並與各區間盤管風機的接駁鮮風送風管道（若
可接觸）的鮮風流量比對。量度目的是模擬該
較為特殊群組當時堂食環境狀況。調查結論是
下層堂食範圍若干部分每小時換氣量偏低，只
有1.2及2.1，其他兩部分錄得6.1及6.4。

袁國勇當日提及，在空氣流通差及脫口罩
活動的室內環境中，短距離空氣傳播病毒不容
忽視，故需要在食肆採用每小時六次換氣量的
規定，或安裝符合若干規格的空氣淨化設備作
為替代方案。

大公報記者就該次檢測明查暗訪，據在場
消息人士提供的資料，得知跨專業團隊是於當
日約下午3時20分進入食店，袁國勇逗留約50
分鐘後離開，20分鐘後即大約下午4時30分會
見傳媒，其間有人繼續在食店內量度鮮風量，
直至下午5時完成。

換言之，跨專業團隊於店內的檢測，在少
於100分鐘內完成及取得結論；而場內13部風
機中，專業團隊只做了5部接駁鮮風機的抽樣
檢查，之後結論是食店輸送空氣管道好窄，鮮

風量只有原本申請牌照要求三分一。
身兼室內環境測量專家的理工大學機械工

程學系客座副教授羅國湧，以當時不在現場為
由，拒絕評論專業團隊的檢測成效。但他指
出，一般檢測及量度鮮風流量涉多個複雜程
序，需一定時間才能完成，並非一、兩小時內
可完成。

他以港大團隊於3月5日至10日受託在食
店進行的追蹤氣體測試為例，測試總耗時五
天，單單駁線需要一天，結果顯示食店上層每
小時換氣12至18次，下層2.9至5次。

三點刺穿管道測試較準確
至於檢測鮮風流量，羅國湧稱，工程學界

最標準及較準確的方法是透過三點刺穿鮮風主
管道，再在管道立方空間內，共抽取最少九個
位置的數據，再計算平均值，便能得出鮮風流
量， 「攞平均值係因為每個位置都有少許偏
差。」

至於追蹤氣體測試，常見方法是使用 「多
點式追蹤氣體分析儀」 協助進行，其次透過二
氧化碳降解測試取得數據再進行分析，惟兩者
均非短時間內可以完成， 「以儀器駁線為例，
最少一日，CO2降解要計算人數幾多，逗留時
間幾長；當到達飽和狀態後，再要求人員離
開，計算人走後，新鮮空氣的滲入及二氧化碳
的降解變化，得出數據，每步驟需要一定時
間。」

羅國湧表示，單憑接駁的送風管道出風口
作量度並不準確，除了可能受擾流影響外，量
度時的企位及高度均可令結果有偏差。

K11 Musea商場的名潮食館早前爆發感染群組，累計57人確
診新冠肺炎。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於上月初受託，聯
同跨專業團隊到該店實地調查，並在短時間內完成檢測，得出店
內鮮風量未達牌照要求的結論。政府其後刊憲要求全港食肆的通

風系統須附合新的標準門檻，牽連甚廣。《大公報》深入調查，專訪名潮食
館行政總廚，並透過專家敘述，從客觀角度分析當日檢測實況，發現檢測過
程有三大疑點。

反駁調查時間過短 管道窄未必鮮風不足

大公報記者 方中隆

【大公報訊】 「名潮食館」 前年12月開
業，超過四萬人光顧，但因為食店被感染，
19名員工中，10人確診，9人需檢疫，食店
經營不足一年半，被迫終止合約，黯然結
業。

店方：鮮風系統符發牌標準
前 「名潮食館」 行政總廚許美德接受大

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食店開業時，鮮風系
統全部符合政府發牌標準，即每人每小時使
用鮮風量超過17立方米。最近亦委託專家檢
測下層鮮風量達19立方米，不明白為何專業

團隊檢測結果指其鮮風量只有原本申請牌照
要求三分一。

許美德說： 「我哋非常配合政府防疫控
疫工作，過年後當局話員工一定做檢測先可
返工，我哋做足，食環每次巡查都合格，證
明衞生及清潔符合規格。最近一次巡查在2
月，唔明白點解無端端苦主變播毒溫床，影
響公司聲譽。」

遣散員工已獲勞工賠償
許美德稱站出來發聲，並非為追究，而

是想討回公道， 「我哋仲有一位兼職清潔工

祥叔，而家喺醫院深切治療病房留醫，情況
未穩定，仲要喺喉嚨開喉，幫助呼吸，我唔
希望祥叔、祥嫂畀人話係超級傳播者。」

祥叔已經72歲，根據食店紀錄，他於2月
16日接受檢測，翌日報告結果呈陰性，之後
正常上班。許美德說，祥叔不是坊間形容的
超級傳播者，他希望祥叔早日康復，大步檻
過， 「佢兩公婆承受輿論巨大壓力，心力交
瘁。」

至於其他員工，他稱店方已按勞工法例
賠償，希望日後食店重開時，聘請原有員
工。

▶K11 Musea 「名潮食館」 早前
爆感染群組累計57人確診，目前
已經結業。

▲港大團隊曾到名潮食館進行
追蹤氣體測試。

受訪者提供圖片

▲前 「名潮食館」 行政總廚許美德（左）對K11 Musea單方面
結束租約感無奈。 大公報記者文澔攝

3月1日政府專家視察名潮食館時序

約14：45
張竹君與袁國勇
在食店門外討論

約15：22
袁國勇入場視察
場地

約16：10
袁國勇折返食店
門外討論

約16：31
袁國勇會見傳媒

約16：45
專家團隊人員還
在量度鮮風位置

約17：00
完成初步檢測

資料來源：在場消息人士

學者指政府專家測試存三大疑點

實況：藏在室內裝
飾裏的鮮風主喉管，

沒任何移動，亦沒刺穿
痕跡。

工程學界量度鮮風量的
最標準方法，是在鮮風
主管道刺穿三點，在內
九個位取數據，計算平
均值得出鮮風流量。

實況：單憑管道狹窄而斷定
鮮風量，未必準確。

在接駁送風管道出風口量度，可
能受多重因素影響而有偏差，如
擾流、鮮風質素、量度位置等，
最多可估算流速，不能計算流
量；而管道設計出現闊窄分差，
有可能是方便足夠壓力將空氣推
至尾部，故需比對圖紙。

實況：在一、兩小時的時間裏，難以完成
追蹤氣體測試。

目前有多種追蹤氣體測試的方法，如使用多點
式追蹤氣體分析儀量度等，但程序單是駁線最
少需一天；另外有以CO2（二氧化碳）飽和及
降解值計算，方法是動員一定人數在現場逗留
一段時間，例如起碼兩小時，當場內的二氧化
碳量達飽和狀態時，人員離開，計算鮮風滲入
及CO2降解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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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防輸入勿放鬆 疫苗護照優先推
香港疫情整體上緩和，本地個案

減少，同時外地輸入個案增加，不少
是變異病毒，抗疫重點轉為切斷外來
輸入鏈。從國際抗疫形勢看，不同國
家的疫苗接種率差別很大，有的國家
確診個案大幅下跌，而有的國家則相
反。鑒於不同國家的輸入風險有不
同，特區政府需要區別對待，建立動
態管制入境名單，並以積極推動 「疫
苗護照」 為核心，為未來恢復通關及
重啟經濟作準備。

昨日本港錄得7宗確診個案，其中
3宗本地，4宗輸入，外來輸入個案較
多的主調不變。從輸入來源地觀之，
菲律賓最多，其次為印度、巴基斯
坦。印度近日疫情再次大爆發，每日
確診達10萬宗，全球最嚴重；菲律賓
的疫情也未能受控，每日仍有近萬宗
確診。而且，由於檢疫條件的限制，
不少人在當地通過了檢疫，抵港後卻
檢出陽性。雖然說，入境後21天的檢
疫隔離發揮了作用，阻斷其在本港的
傳播，但畢竟是一個潛在的巨大威

脅。有政府防疫專家及學者建議對來
自高風險地區旅客採取一段時間的限
入措施，或取消其航班，值得政府重
視。香港抗疫一年多了，好不容易迎
來第四波疫情的 「水尾」 ，實在承擔
不起再次爆發的代價。

當然，誰都知道香港傭工緊缺，
若凍結菲傭入境，會對不少家庭造成
困擾。其中一個折衷的解決方法，就
是要求已接種疫苗、取得 「疫苗護
照」 的傭工才能入境，同時繼續入境
後檢疫措施，雙管齊下，可望將輸入
風險減至最低。在菲律賓，疫苗供應
不足是客觀事實，但為出境者優先接
種則是道德責任，中介公司亦可在這
方面發揮一些作用。

印度、菲律賓等國疫情反彈，折
射全球在疫苗接種率方面的不均衡。
發達國家有錢有技術，囤集了幾倍於
人口的疫苗，加上政府大規模推廣疫
苗，接種率快速提升，早日走出疫情
陰霾的希望看高一線。這些國家正為
重啟經濟而密切商討通用 「疫苗護

照」 ，在可見的未來， 「疫苗護照」
將大行其道。對特區政府來說，需要
因應大勢，做好兩方面工作，一是嚴
防輸入，緊盯國際疫情形勢，及時調
整高中風險國家名單。二是積極與不
同國家商討 「旅遊氣泡」 安排。

特區政府既要眼光向外，更要眼
光向內。 「疫苗護照」 應該先從內部
實施起來，對於打過兩針的市民，可
逐步放寬其檢疫安排，讓其嘗到 「甜
頭」 ，這是鼓勵其他人接種的不二法
門，也可以促進經濟內部循環。另一
方面，特區政府須盡快回應民意訴
求，將 「回港易」 措施由廣東省擴展
至外省市，也要考慮允許開放打了兩
針的內地居民入境消費。實際上，單
是一個深圳就有二千萬人口，近水樓
台，這比同其他國家商討旅遊氣泡安
排要強得多。

疫情在變化，抗疫策略要跟着變
化，對不同風險地區的檢疫處理更要
與時俱進，如此才能做得抗疫與振興
經濟兩不誤。



邊境發展需要有遠見

龍眠山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近平主席
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
家戰略，香港與深圳接壤的交匯地帶
將是未來重點發展的熱土，特區政府
規劃有關地段需有大局觀及遠見。在
沙嶺發展 「超級殯儀城」 的計劃，對
大灣區發展不利，對香港不利。

沙嶺位於香港最北端，毗鄰深圳
羅湖，特區政府多年前提出在此建立
全港最大的殯儀設施，集殯儀館、火
葬場和骨灰龕於一地，提供一條龍服
務，自然是因為這裏位處偏僻，人口
稀少，阻力也較小。

但隨着時間推移，大灣區規劃推
出，情況發生了變化。沙嶺一帶將成
為12公里黃金地段，未來將重點發展
創新科技，吸引大批高端企業進駐，
並成為香港青年的創業搖籃。可以
說，這裏將成為創科重地，商業價值
巨大，也關乎香港未來發展及經濟轉
型，若繼續超級殯儀城計劃，何止沉
香當柴燒，根本就是 「趕客」 ！

還有，凡是中心城市之間的交匯

地帶，必然被打通，成為交通樞紐及
居住區，譬如深圳與東莞、中山及惠
州之間的交匯地帶，過去是農田或荒
地，如今都是高樓林立，一派繁榮。
同樣的情況也會出現在香港與深圳之
間。將殯儀城設在這裏，遲早要搬
遷，屆時涉及多達二十萬個骨灰龕
位，怨聲之大，不言而喻。

每逢清明節，各地墳場都是人頭
湧動，大排長龍，若將大量先人集中
在北區沙嶺，交通配套更是大問題。
為何不分散殯儀設施，方便孝子賢孫
就近祭拜呢？有人建議將殯儀設施移
至離島，同樣可滿足 「厭惡設施有必
要，但不要建在後花園」 的市民心
理。

早有立法會議員指出，單一興建
殯儀城與大灣區規劃格格不入，香港
不能為了解決眼前需要而犧牲未來。
雖說有關計劃已推行數年，但早解決
比晚解決好，否則木已成舟，將來再
處理的成本只會更高，
損失只會更大。

名潮換氣檢測 專家提三質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