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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反彈，昨日再多8宗

確診個案，其中一宗為本地不明源頭個案，患

者是佐敦莊士倫敦廣場的夜間保安員，他兩名

同住家人亦初步確診；另有一宗初確個案亦屬

源頭不明，患者為裝修工人，傳播期曾到跑馬

地馬會會所更衣室工作，有4位會員曾在附

近，馬會正聯絡有關人士。香港大學根據市民

八達通出行記錄數據，推算過去兩星期病毒的

即時繁殖率高達1至1.25之間，顯示第四波疫

情很可能已經開始。加上聖誕節將至，未來一

至三星期將有大批留學生返港度假，勢必增加

疫情惡化的風險。

留學生陸續回港 恐令疫情再惡化
昨增8確診3本地個案「無源頭」保安兩家人初確

昨日疫情
新增個案：8宗

本地不明源頭：1宗

與之前確診個案關連：2宗

輸入個案：5宗（分別來自立陶宛、羅馬尼亞、德
國及尼泊爾）

初步確診：10多宗
個案詳情

不明源頭

個案5439：58歲男，任職佐敦莊士倫敦廣場夜更保安員，
居於慈雲山慈康邨康潤樓；兩名家人初步確診

行蹤：

‧11月6日，與3名親友到旺角金御酒家用膳

‧11月8月發病

‧11月10日向私家醫生求醫，但未按醫生指示提交樣本
檢測

‧11月11日繼續上班，因感不適到廣華醫院急症室求醫
後確診

一宗無源頭初步確診個案

裝修工人，居於沙田新田圍盛圍樓，其一名密切接觸者在
油麻地遵理學校上學，該校停課以等候該密切接觸者的病
毒檢測結果

行蹤：

‧10月24日與朋友到過尖沙咀金馬倫道一間酒吧

‧11月2日、6日及9日晚曾到跑馬地馬會會所更衣室進
行維修工程

有關聯個案

個案5440：68歲女，與丈夫同住大埔廣福邨廣仁樓，無病
徵；丈夫曾與早前另一確診者行山，目前已初步確診；女
患者自行到廣福邨臨時採樣中心檢測並確診

個案5444：48歲女，觀塘渣打銀行中心職員，居於荃灣全
．城匯7座，11月7日發病；患者是早前確診（個案
5399）的家人

資料來源：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
關注長者團體指出，疫情下不少長
者支援服務取消或減少，而調查發
現不少長者身心也受影響，有長期
病患長者未能接受上門理療服務而
加重病痛，部分因缺乏社交活動令
情緒變差。現時部分活動轉為網上
舉辦，但部分長者「唔識用」智能
軟件及缺乏相關設備無法參與，故
促政府加強支援長者。
安老服務倡導聯盟訪問760名60
歲以上長者，發現逾七成因疫情影
響參與社交康樂活動而感沉悶，兩
成一及兩成七則表示家居清潔及運
動或訓練等支援服務被減少甚至取
消，另有逾半長者表示身體機能衰
退，三成半照顧者亦感到壓力增
加。另外，半數表示因社交活動減
少而出現情緒問題，並缺乏傾訴對
象，近兩成八更與家人摩擦增多，
影響家庭關係。

社交活動減 在家摩擦增
長者林慧琴經常參與興趣班和

生日會等活動，亦有當義工，生

活充實，但她表示疫情令活動暫
停，只能悶在家中，脾氣變得暴
躁，與丈夫摩擦增多。現時社區
中心雖有活動，但不少轉為網上
舉辦，惟自己對上網一竅不通，
老花亦看不清屏幕，「覺得自己
好無用」，更表示有老友記沒有
智能手機而「冇晒心機」，希望
政府在此方面提供支援。
另一長者李偉希望加強家居支援

服務，他2004年因患橫貫性脊髓
炎要以輪椅代步，治療師因疫情未
能上門提供運動訓練，令他身體機
能衰退，更引發痛風導致徹夜難
眠，現要服用大量藥物緩解；他又
指每月一次的家居清潔服務取消，
亦令衞生環境變差，「抽油煙機兩
三個月未洗，啲油煙搞到洗衣機都
郁唔到，衫都冇得洗」，而其70餘
歲妻子因要照顧他亦壓力爆煲。
安倡聯指現時疫情反覆，長者

問題變得更為明顯，促政府及商
界提供額外資助，協助長者融入
數碼時代，並增加居家支援和社
區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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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新增的8宗確診個案中，5宗為輸入個案，3宗為
本地個案，當中兩宗與早前個案有關聯，餘下一宗

源頭不明。另有10多宗初步確診，亦包括一宗源頭不明
個案。
源頭不明的確診者為58歲男子(個案5439)，在佐敦莊士

倫敦廣場任職夜間保安，他與兩名初步確診的家人居於慈
雲山慈康邨康潤樓。58歲患者於本月11日最後上班，3名
與他一同上班的同事需檢疫。他於本月6日曾與3名朋友
在旺角金御酒家聚餐。

裝修工人潛伏期曾到酒吧
而初步確診的源頭不明個案為裝修工人，他與家人同住
沙田，傳播期曾到跑馬地馬會會所更衣室工作。馬會表
示，該名承辦商員工於本月2日、6日及9日晚上到該會
所，每次逗留約一至兩小時，其間到過2樓及5樓檢查更衣
室，當時有戴口罩。本月2日及6日，患者到訪之處附近並
無任何會員，但本月9日則有4名會員在2樓男更衣室附
近。馬會正聯絡有關會員，提供進一步資訊及協助，並會
安排曾與患者有接觸的員工接受病毒測試，及自我隔離。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該名裝修工人
曾於上月24日的潛伏期，與朋友到尖沙咀金馬倫道酒
吧。另外，他有一名密切接觸者在油麻地遵理學校上學，
該校需停課一兩天，等待有關學生檢測結果。

專家：「無源頭」增 第四波先兆
香港大學則推算過去兩星期病毒的即時繁殖率高達1至
1.25之間，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昨日表示，近期新
增的不明源頭個案為爆發第四波疫情的先兆，也是給市民
一個重要警號不要前往高危場所和參與高風險活動。他相
信，未來一星期至三星期或會有大批在海外留學的港人陸
續回港，所以邊境防控工作十分重要，建議政府徵用整幢
酒店作隔離，以避免交叉感染，把風險減至最低。
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也認同，輸入個案可能是其中一個
防疫缺口，他指出香港的邊境防控無法做到滴水不漏，只
有95%輸入個案被堵截，「我哋要求抵港人士檢疫14
天，但只有95%患者喺呢14天內發病，餘下5%患者的潛
伏期可能長達20多日，已流入社區。」
對於衞生署將要求所有抵港的機組人員在機場等候新冠
病毒檢測結果後，才可以離開機場，以防止輸入個案滲入
社區，但外國駐港總領事或同等職級人員，獲酌情豁免。
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指出，機場最近採用的快
速檢測技術RT-LAMP，全程只需約52分鐘，且準確度
高，建議相關豁免人士在機場等到有檢測結果後才進入社
區較安全，「病毒不分職業，人人平等，領事都可以同樣
等咗（結果）先走，都係等52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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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香港新冠肺炎
疫情持續升溫下，特區政府昨日宣布明天起，
再次收緊對食肆處所的防疫措施，包括食肆每
枱人數上限縮減至4人，酒吧每枱兩人，所有
餐飲處所、酒吧的堂食時間縮短至午夜12
時，非飲食時必須戴口罩，宴會的敬酒環節要
戴罩。有食肆表示，消息一出甫令原本計劃搞
飲宴活動的客人取消活動。香港餐飲聯業協會
會長黃家和表示，本來未來一個半月是食肆的
旺季，但突如其來的新措施令大部分食肆見財
化水，業界未來個半月預料將損失近50億元
生意。

食肆每枱人數縮減至4人
明天起，餐飲和酒吧等處所的堂食時間縮
短為早上5時至晚上11時59分，食肆每枱人
數上限由6人縮減至4人，酒吧每枱上限兩
人，入座率不得超過總容量的五成，離開餐
桌時不得飲食及必須佩戴口罩。室內運動場
及溜冰場做運動期間也必須戴口罩，除非人
與人之間有1.5米距離。

倫敦大酒樓副總經理蘇萬誠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收到消息後晴天霹
靂，「早前政府放寬至4人一枱後，生
意額回升到正常的33%，放寬至6人一
枱更上升至42%，但今次再次收緊，消
息一出即刻收到三四位原訂辦壽宴的客
人來電要求取消預定。」他相信，收緊
至4人一枱後生意只能夠回復至正常的
三成，壽宴、例會等活動的生意首當其
衝，「政府咁快收緊規定，令市民擔心
疫情，減少外出用膳。」
茶客陳先生表示，能夠一家人一起

飲茶固然開心，但收緊措施都是政府迫於無奈
下的決定，直言「嚴格啲好」贊同政府做法。
黃家和表示，這次收緊來得突然，令行業措

手不及，「本來11、12月是宴會和活動的旺
季，但受政策影響，預計生意較以往同期少二
三成，即近50億元生意。」他續說，近九成
食肆參與「保就業」計劃，「保就業本月完
結，原本以為靠生意都能頂得住，但現在政策
再度收緊，業界又失去保就業的支援可謂雙

失，擔心難以維持經營。」
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創會會長梁立仁表

示，對於政府再次收緊酒吧限制人數表示失
望和無解。他指，業界一直積極與政府溝
通，並配合抗疫工作推出多項措施指引，參
與特定群組檢測和「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但政府仍漠視業界付出。他又指，新措施將
影響逾5萬名酒吧從業員的生計，料逾半酒
吧面臨結業，希望政府平衡抗疫與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疫情下
市民無法出境外遊，部分人改為入住
本地酒店Staycation（宅度假），但部
分酒店同時接待檢疫人士入住，疑造
成交叉感染，以致近日多宗本地確診
個案與Staycation有關。為此，特區政
府計劃將旅館列入《預防及控制疾病
（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
例》（第599F章）下的表列處所，限
制酒店房間的入住人數不得超過 4
人，要求酒店確保檢疫人士與非檢疫
人士入住不同樓層。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透露，政
府正着手準備相關修訂法例，把旅館
列為第599F章的表列處所，除非全部
房客都是來自同一家庭，否則每房人
數不能多於四人，及要求酒店房間的
訪客必須向旅館營運者登記個人資
料。

規定分隔檢疫人士樓層
政府前日起要求從中國以外國家及

地區抵港非豁免人士必須在酒店進行
14日強制檢疫，部分酒店同時接收檢
疫人士及Staycation的市民，陳肇始指
他們聚集在同一間酒店增加病毒傳播
的風險，故將規定酒店營運者將檢疫
人士與非檢疫人士分隔於不同樓層，
及須採取有效措施，避免檢疫人士於
檢疫期間離開房間。
陳肇始補充，衞生署亦會於短期間

內限制檢疫人士接受親友探訪，以堵
截輸入個案在社區傳播，「如檢疫人
士有需要補充物資或食物，可以由親
友或酒店職員協助擺放於房門外，讓
檢疫人士在沒有面對面接觸的情況下
拿取這些物資或食物。」
衞生署署長陳漢儀表示，如果檢疫

人士需要照顧者陪伴，可於衞生署簽
發檢疫令時提供相關證明，照顧者需
簽署承諾書，他們與檢疫人士一樣，
於14日檢疫期間內不得離開酒店。
對於有意見認為政府應進一步安排

檢疫人士入住指定酒店，以完全避免
他們與Staycation的市民交叉感染，陳
肇始指政府不反對有關做法，但認為
推出措施時要考慮現實情況是否可
行，「（入住）不同樓層、不可以探
訪，某程度上已經可以將風險減低，
冬天很多人（例如留學生）會回港，
我們希望可以盡快實行新措施，但會
一直檢視有沒有更好做法。」

收緊獲豁免檢疫者檢測安排
另外，政府亦會收緊獲豁免檢疫人
士的檢測及檢疫安排，從機場抵港的
豁免檢疫人士需與其他入境人士一

樣，要在機場等新冠病毒檢測有結
果，確認沒有染疫後才獲放行，但從
非極高風險地區到港的本地機組人
員，或於登機前已經取得陰性檢測結
果的其他豁免人士，則繼續無須在機
場等待結果。
獲豁免的外國領事館及機構人員如

果曾到訪極高風險地區，日後亦要在
所屬機構安排的地點自我隔離14天，
並要在機場留樣本等結果呈陰性才能
離開，惟總領事或同等職級的駐港代
表仍獲豁免。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衞生）

陳松青表示，修訂豁免條件的工作大
致完成，但政府要先通知各駐港領事
館及航空公司等受影響機構，讓他們
作出適當安排，目標是在一星期內落
實有關措施。
從陸路口岸抵港的豁免人士同樣受今

次收緊外防輸入個案的措施影響，他們
由下周一（23日）起，需持有有效的核
酸陰性檢測結果方可獲豁免強制檢疫。

食肆防疫再收緊 業界料失50億生意

宅度假存風險 擬限酒店每房不超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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