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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疫情持

續擴散，衞生署衞

生防護中心昨日公

布本港新增115宗確診個案，當中有109宗是本地病例，而

不明源頭個案則有24宗，輸入個案則只得6宗。中心指出

新個案包括食肆及院舍等不同群組，表示有三間食肆均可能

出現爆發情況，包括之前有員工與跳舞群組相關的灣仔星

月居（個案5715）、前日有廚師（個案6072）確診的中

環米芝連三星餐廳8 1/2 Otto e Mezzo Bombana，以及上

環泉章居都出現疫情。政府昨日刊憲，引用法例第599J章

《預防及控制疾病（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規例》，要求本

月中起曾光顧該三間食肆的市民接受強制檢測。衞生防護中

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警告，現時情況嚴峻，疫情發展可能

較第三波時更差，再次呼籲市民要減少不必要的聚會。

疫情擴散多區 三食肆疑爆疫
月中起曾光顧三店食客須強檢 院舍亦有爆疫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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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數字

新增確診宗數：115宗

輸入個案：6宗

不明源頭本地個案：24宗

有關聯本地個案：85宗
（跳舞群組佔62宗，群組累計479人染疫）

初步確診數字：逾50宗

部分個案資料

．個案6113：聖嘉勒小學學生，學校需停課及安
排師生接受檢測，其家人就讀的聖保羅男女中學
亦要暫時停課

．個案6179：東華三院方樹泉日間活動中心暨宿
舍照顧員，院內亦有一名院友初步確診，全院舍
約50名院友及部分員工需要檢疫

．初步確診個案：東華三院何玉清翠柳頤庭一名照
顧員，衞生防護中心會安排院友及員工接受檢
測，再考慮是否需要撤離

新增強制檢測食肆

．星月居：灣仔駱克道382號莊士企業大廈
．8 1/2 Otto e Mezzo Bombana：

中環遮打道16至20號歷山大廈
．泉章居：上環干諾道中133號誠信大廈

資料來源：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註：人數統計至衞生防護中心11月28
日公布數字

資料來源：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第四波疫情部分爆疫場所

◎旺角
（跳舞場）金麗會：73宗
（學校）聖公會諸聖中學：1宗

◎沙田
（食肆）新光宴會廳：6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
港大學醫學院助理院長孔繁毅表
示，港大正在研發的噴鼻式新型冠
狀病毒疫苗，已經進入最後階段，
正準備向港大倫理委員會申請批
准，並申請衞生署的臨床試驗許
可，期望最快下月開始邀請100人
進行測試，並可以在兩三個月內完
成第一輪臨床測試。
孔繁毅昨日又指出，同時感染流

感與新冠肺炎病毒會對患者造成更
嚴重傷害，兩者症狀相似，患者容
易混淆，可能導致延誤治療，一旦
患者以為自己只是患流感而沒有自
我隔離，更有機會造成社區傳播。
有國際研究推算，同時感染情況
下，新冠病毒傳播率可增加2倍至
2.5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政府在
粉嶺和興社區會堂及屯門兆麟社區會堂增
設的兩間社區中心，昨日投入運作，但早
上僅有少量市民到場，有市民表示曾到黃
大仙酒樓跳舞，但指跳舞時也有戴口罩，
相信不會受感染；亦有醫院員工前往檢
測，透露醫院防疫措施不足。
粉嶺檢測中心昨早只有少量市民等候檢

測，有工作人員舉起標示，把人群分為「自
費檢測」及「特定群組」排隊，市民魚貫入
場，毋須排隊。屯門檢測中心則有市民要排
隊輪候檢測，場外張貼告示提醒市民即使有

報告能夠往返內地，但仍要接受隔離。
於醫院工作的張小姐指醫院防禦措施

不足，「淨係叫我哋戴口罩、勤洗手同埋
畀酒精搓手液我哋」，她擔心染疫便進行
檢測「求安心」。

疫情反彈，但巿民抗疫疲
勞，昨趁周日紛紛到郊遊熱點
遊玩。香港文匯報記者昨在中
環碼頭和西貢巡察，發現不少
市民前往離島或郊外。有市民

由中環碼頭乘搭渡輪前往離島，雖然閘口外
未見出現人龍，但人流不絕，有市民表示在
家困得久，故外出「唞吓氣」。西貢昨日亦
人頭湧湧，往西貢碼頭更現車龍，不少市民
相約一起郊遊，部分在草地上除下口罩野
餐，更有市民沒有戴口罩行街。
另外，有不少人到攤檔查詢遊船河的價

格，街渡生意暢旺，有少數乘船者「脫罩」
拍照「打卡」，隨時出現播疫風險。西貢不少食
肆坐滿食客，更有食肆為多做些生意，而在街上

添加餐椅和餐桌以接待食客，入座率有超過特區
政府所規定之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粉嶺屯門社檢站人流少

遊西貢「唞吓氣」 有人除罩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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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竹君指出，本港昨日新增的
確診個案，不少人是家庭主

婦，其中跳舞群組雖然佔個案總數
超過半數的62宗，群組累計個案增
至479宗，但她指其餘的個案涉及
多個新群組，當中有三間食肆爆
疫，包括之前有員工與跳舞群組相
關的灣仔星月居（個案5715）、前
日有廚師（個案6072）確診的中環
米芝連三星餐廳 8 1/2 Otto e
Mezzo Bombana，以及上環泉章居
都出現疫情。
她指出，三間餐廳至今合共有十
多名員工及食客確診，形容情況
今人擔心，「員工之間聚餐造成
傳播間中會有，食客一齊食嘢做
成傳播更係常見，但員工同食客
都感染，可能嗰度有啲傳播，而
且好難話源頭係食客定係員工，
尤其係有幾個。或者（確診）食
客唔係同一日到訪，可能有一段
傳播。」食衞局則發公告，強制
本月15日或之後到過三間食肆的
顧客要接受檢測。

院舍員工中招 院友初確
其他新個案亦包括一名在東華三
院方樹泉日間活動中心暨宿舍任職的
員工，張竹君表示該院舍亦有一名院
友初步確診，故院舍亦可能有爆發情
況，而衞生防護中心將安排全部約
50名院友及部分員工撤離到檢疫中
心接受檢疫。
另外，再有政府部門有人員染
疫，漁護署昨晚則表示有一名人
員確診，漁護署發言人指該名人
員在大嶼山東涌坳郊野公園管理
站工作，主要負責站內的清潔工
作，毋須接觸公眾。她最近一次
當值日期為11月24日，最近沒有
外遊記錄，而她工作時有佩戴外
科口罩，並與接觸人士保持適當

社交距離，當值期間一直有進行
體溫探測，體溫正常。
運輸署昨亦表示一名工程師確

診，該工程師辦公室地點位於九
龍油麻地海庭道西九龍政府合署
南座16樓，該樓層非公眾樓層，
不對外開放，而她最近一次上班
日期為11月26日。

另一院舍職工初確
初步確診個案則有約50宗，當

中更涉及另一間院舍，衞生防護
中心透露，東華三院何玉清翠柳
頤庭老人院亦有一名照顧員初步
確診，中心將安排該院的員工及
院友接受檢測，再視乎情況決定
是否安排他們撤離到檢疫中心。
其餘初確個案包括懲教署一名

駐守勵敬懲教所的更生事務組懲
教人員初步確診，衞生防護中心
指該名女懲教人員早前曾到聖保
祿醫院探病，同房有病人其後確
診，她被列為密切接觸者而需要
接受檢疫。懲教署發言人表示，
涉事懲教人最後上班日期為上周
二（24日），署方得知她獲安排
入往檢疫中心後，已即時安排院
所內所有在囚人士，以及有密切
接觸職員進行新冠病毒檢測，全
部樣本測試結果均為陰性。

張：病毒或深入各階層
本港過去一周的新冠肺炎確診數

字急速上升，張竹君形容疫情嚴
峻，病毒可能已深入各個階層及不
同地方，擔心疫情會發展至較上一
波疫情更差情況，「見到個案好多
都係有好多聚會，有啲可能每星期
有家庭聚會、幾家人一起聚會或朋
友聚會。呢段時間疫情比較嚴重，
都希望大家真係考慮吓係咪有需
要，可以取消一下呢啲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公立醫院
再發生將感染新冠病毒患者「陽當陰」事
件，繼前日公布的仁濟醫院醫護遺忘衞生
防護中心傳真，將一名確診者誤送普通病
房後，醫院管理局昨日再公布一宗「走
漏」確診個案事件，屯門醫院收治一名曾
到檢測中心檢測的病人時，為其測試卻發
現結果屬陰性，患者獲安排出院，但衞生
防護中心其後證實病人確診，醫院要通知
患者昨早再入院治療。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醫療成效及

科技管理）庾慧玲表示，該名69歲確診
女病人（個案6035）上周二（24日）主
動到元朗的社區檢測中心進行新冠病毒檢
測，翌日初步確診後，獲安排入住屯門醫
院的隔離病房，但衞生防護中心其後通知
醫院，指病人的檢測結果未能確定。

屯門醫院亦有為病人進行檢測，分別
抽取了鼻咽、咽喉拭子及痰三個樣本，全
部檢測結果都呈陰性，病人雖然未被驗出
抗體，但由於她並沒有任何病徵，醫生最
終批准她上周五（27日）下午出院。
不過，醫院在病人出院後，接獲衞生

防護中心通知，表示覆檢後發現病人確
診，結果院方要立即聯絡病人，她最終在
昨日重新入院，現時在獨立病格內留醫，
醫院會再為病人進行檢測。
醫管局就事件向公眾致歉，庾慧玲表

示醫院為病人抽取多個樣本，均未能驗出
對病毒呈陽性反應，可能與其CT值大於
30，即病毒量低有關，而病毒量不太高的
話，未必每次採樣及留樣本都可以驗出陽
性反應，強調如遇有懷疑，醫生會用不同
的採樣方法進行檢測。

屯院「陽當陰」
急召婆婆再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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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假期的西貢依舊墟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屯門兆麟社區會屯門兆麟社區會
堂檢測中心堂檢測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上水
（學校）香港道教聯合
會鄧顯紀念中學：1宗

屯門
（學校）香港紅卍字會
屯門卍慈小學：1宗

大埔
（學校）靈
糧堂劉梅軒
中學：1宗

◎大圍
（醫院）仁安醫院：3宗

◎美孚
（食肆）君好宴會廳：10宗

◎葵涌
（醫院）瑪嘉烈醫院：1宗

◎黃大仙
（食肆）Bandstage Live Music：9宗
（食肆）彩龍皇宮大酒樓：3宗

◎石硤尾
（食肆）彩龍大酒樓：4宗

◎油麻地
（學校）真光女書院：1宗

◎尖沙咀
（音樂教室）星河音樂室：10宗
（食肆）百樂會懷舊歌舞：14宗
（健身中心）菲力偉：9宗

◎新蒲崗
（食肆）新光宴會廳：18宗

◎九龍灣
（食肆）喜雙逢酒家星輝宴會廳：13宗

◎銅鑼灣
（健身中心）菲力偉：3宗

◎上環
（跳舞場）Heavenly Dance：24宗
（食肆）泉章居：1宗

◎跑馬地
（醫院）養和
醫院：2宗

◎香港仔
（音樂教室）勁爆娛樂
製作公司：3宗

◎灣仔
（ 跳 舞 場 ） Starlight Dance
Club：42宗
（跳舞場）Chassé：5宗
（跳舞場）Dance Concept：5宗
（跳舞場）More Dance Fame：
4宗
（食肆）星月居：1宗

◎中環
（食肆）8 1/2 Ottoe
Mezzo Bombana：1
宗

■上環干諾道中泉章居疑爆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筲箕灣東
華方樹泉安
老院有院舍
員工及宿友
染疫。
香港文匯報

記者攝

◎長沙灣
（學校）香港科技專上書院長沙灣分校：1宗

◎大坑
（醫院）香港港安醫院：1宗

◎鰂魚涌
（學校）嘉諾撒書院：1宗

◎北角
（跳舞場）Shining Star
Dance Studio：5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