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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有隱形傳播 屯門3宗無源
愛暉樓第三座兩婆婆一確診一初確 山景邨中年漢中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屯門區的新冠肺炎疫情升級！

昨日新增的兩宗新冠肺炎本地確

診個案，全屬不明源頭病例，連

同一宗初步確診個案，3名患者

全部居於屯門，當中兩人同住在友愛邨愛暉樓第三座，但兩個單位不

同坐向，未發現有關連性。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

一日內出現3宗確診及初確個案，而且都來自屯門區，令人擔心區內

存在隱形傳播，呼籲市民若有不適，應盡早求診及檢測病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阿斯
利康疫苗是香港特區政府早前預購
的新冠疫苗之一，但該疫苗近日接
連傳出不利消息，更有指與接種者
出現血栓有關。政府專家顧問、中
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指
出，阿斯利康疫苗對變種病毒的保
護力不足，香港特區政府毋須急於
訂購。他並透露，政府正留意有無
其他疫苗對變種病毒有效，以及留
意第二代疫苗面世，屆時才訂購也
不遲。
歐洲藥品管理局（EMA）一名高層

日前表示，相信阿斯利康疫苗與血栓
有關，但未知當中的因果機理。EMA
同日發表聲明指，局方的安全委員會
仍未得出疫苗與血栓有關連的結論，
審查工作仍在進行，預料日內會公布

決定。

對變種病毒保護率僅一成
許樹昌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

示，阿斯利康疫苗對一般新冠病毒
有七成保護率，但針對南非變種病
毒，保護率只有一成，加上可能出
現血栓等問題，未必是一款非常理
想的疫苗。
對於香港是否要繼續採購阿斯利康疫

苗，許樹昌認為，政府早前預訂疫苗
時，不能預計相關副作用，主要作分散
投資，但現時已累積較多相關資料，而
且已有兩款疫苗足夠全民接種，毋須急
於訂購阿斯利康疫苗。他亦建議，相關
部門採購時，應注重疫苗是否覆蓋變種
病毒，並留意第二代疫苗。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

認為，若果證明事件有因果關係，香
港需考慮叫停訂購計劃。
食物及衞生局發言人昨日表示，目

前衞生署仍未收到阿斯利康就認可其

新冠疫苗提交的申請，政府會密切注
意其他藥物監管局公布的最新資料，
並會繼續與藥廠聯絡索取相關使用安
全資料。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個案：8宗

●輸入個案：6宗

●本地不明源頭個案：2宗

初步確診：10宗

不明源頭個案

●個案11535：71歲女，居於屯門
友愛邨愛暉樓第三座，4月3日出
現頭痛病徵

●個案11538：41歲男，居於屯門
山景邨景富樓高座，在中環會德
豐大廈14樓上班，3月29日有咳
嗽病徵

不明源頭初確個案

●70歲女，居於屯門友愛邨愛暉樓
第三座，無病徵，4月6日因跌倒
送入屯門醫院，入院篩查發現初
步確診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阿斯利康頻傳壞消息 專家籲勿急訂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
早前公布撥款1.5億元，為旅遊業從業員提
供最多2,000個為期約5個月的短期職位，
讓他們協助 24 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的運
作。有關計劃昨日開始接受申請，截至昨
日下午 4 時，該計劃已接獲逾 4,000 宗申
請。
計劃擬招聘近140個疫苗接種中心主任和
副主任職位，月薪3萬元至4萬元；疫苗接
種中心登記員職位則有約 1,600 個，日薪
1,300元，每月工作104小時至182小時。昨
日截至下午4時，已有216人申請中心主任

職位，平均4.5人爭一個位；305人申請副主
任職位，平均3.18人爭一個位；及逾3,500
人申請登記員職位，平均1.97人爭一個空
缺。
旅遊業疫苗中心行政支援計劃召集人、旅

遊業議會名譽顧問胡兆英昨日表示，首日登
記人數遠超預期，擔心「僧多粥少」，會與
團隊商量是否要縮短每人平均上班至8日，
以讓更多從業員受惠於計劃。他指，公司會
盡快在登記截止後展開甄選及面試，料本月
20日前可完成聘用程序，獲聘請者下月起可
以上班。

接種中心聘旅業員工
暫接逾4000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雖然特區政府呼籲
市民在過去數日假期減少
外出，但從垃圾量已可知
道市民過去數日活動的頻
繁程度。為應對復活節假
期期間郊遊人士的需要，
食物環境衞生署過去5日
於離島及鄉郊加強垃圾收
集及清掃服務，共收集超
過190公噸垃圾。
食環署發言人昨日指，

食環署過去5日於長洲、
塔門及東龍洲分別收集約
170公噸、6公噸及5公噸
垃圾，另於蒲台島、深
涌、荔枝莊、鹽田梓、橋
咀洲及白腊等地收集約
15公噸垃圾。
發言人呼籲市民前往離

島及鄉郊時保持環境衞
生，不要隨處亂拋垃圾，
並妥善處理使用過的口
罩。

離島鄉郊假日
收逾190噸垃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日不少新
冠變種病毒個案患者為菲律賓來港外傭，有
專家建議政府考慮禁飛菲律賓航班，或要求
外傭接種疫苗後才可抵港。衞生防護中心昨
日表示，目前香港已有嚴謹的入境防控措
施，但政府亦可考慮再進行收緊。有關建議
引起外傭代理及僱主憂慮，香港家庭傭工僱
主協會主席容馬珊兒表示，若禁菲律賓航班
來港，對部分家庭會有影響，而外傭來港前
打疫苗如出現副作用，要考慮責任歸屬問
題。
香港昨日增6宗輸入個案，當中3人感染

N501Y變種病毒，當中兩人來自巴基斯坦、
一人來自菲律賓。香港目前累計178宗變種
病毒輸入個案，當中71宗為英國品種、20
宗南非、4宗類巴西，另有70宗未分類及13
宗未能分類。
對於有專家建議加強對菲國入境者防控措

施或暫停菲律賓抵港航班，衞生防護中心傳
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香港現時已有嚴謹
的入境防控措施，入境者須在酒店檢疫21
天，當然政府可考慮再收緊入境措施，但這
有待政府高層安排。
外傭僱主則對專家建議表示憂慮。容馬珊

兒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表示，近期菲律
賓輸入變種個案增加，令不少僱主擔心，若
政府禁止菲律賓航班來港，對部分家庭會產
生一定影響，僱主會傾向聘請因斷約或滿約
而留在本港的外傭。
至於應否要求外傭抵港前打疫苗，容馬珊

兒認為，打疫苗會對外傭有一定保障，但具
體安排要由當地政府決定，而且目前外傭來
港前是零支出，如果由僱主支付疫苗費用，
一旦出現副作用，要考慮責任歸屬問題。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祈殷

指出，疫苗雖然有一定效用，但對變種病毒
的成效存疑，「難保外傭打針後仍帶有病
毒，甚至變種病毒。如只是接種疫苗而寬
減、不須其他檢疫，我覺得是危險做法。如
第四波我們開始用指定酒店作強制隔離，專
人專車方法運送外地回來的旅客，檢疫期延
長至21天，做多點檢測，其實真的是很有
效的方式。」

昨日香港新增8宗新冠肺炎確診個
案，6宗為輸入個案，其餘2宗本

地個案均無源頭。其中一宗為居於屯門
友愛邨愛暉樓第三座的71歲婦人，為退
休人士，患者上周六（3日）感頭痛，本
周一（5日）往社區中心檢測證實染疫。
她平日會與3名朋友到屯門政府合署
外空地晨運，亦會與家人及晨運朋友到
屯門栢麗廣場的明星金閣海鮮酒家飲
茶，潛伏期內亦曾到屯門愛定商場的經
典廚房、綠茵餐廳及彩晶軒用膳，並曾
到友愛街巿買餸。
張竹君表示已透過「安心出行」應用
程式及訪客填寫的資料通知曾到訪有關
地點人士，而與患者晨運的朋友及用膳
的家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要隔離檢疫，
愛暉樓第三座則要強制檢測。
昨日新增的10宗初確個案中，亦有一

宗屬不明源頭，70歲女患者同樣居於愛
暉樓第三座，本身並無病徵，但周二（6
日）中午跌倒被送入屯門醫院，入院篩
查發現初步確診。同病格7名病人須隔
離，無醫護人員須檢疫。

初確婦獨居 兩個案無關連
張竹君表示，以上兩名患者同住一幢
大廈，兩單位相隔一層，但不同坐向，
也不會使用同一升降機，且初確婦人本
身視力欠佳，平日足不出戶，找不到兩
宗個案有任何關連因素，相信環境或喉
管問題播疫機會低。
初確婦人本身獨居，但一名家人定期
探望，另一朋友每逢周末會到訪為其煮
飯及清潔，較大可能是兩訪客感染該婦
人，會為該兩名訪客檢測，以及追查其

接觸史。
昨日另一宗確診個案亦居於屯門，41

歲男患者住址是距離友愛邨約1公里的
山景邨景富樓高座，患者在中環會德豐
大廈14樓一家公司上班，上月29日有咳
嗽病徵，但不以為意，未有求診，本月1
日最後一天上班，周日肩膊痛才求醫，
按醫生建議交深喉唾液樣本檢測，結果
確診。

患者曾去信和中心買遊戲
患者上班期間曾到中環萬邦行大家樂

及萬年大廈大快活餐廳，潛伏期內與一
名同事到士丹利街的廿一堂午膳，其公
司14名同事要送往檢疫。
另外，患者本月3日曾到海運大廈玩

具反斗城，及旺角信和中心購買遊戲。
張竹君表示已透過「安心出行」程式或
訪客填寫資料通知曾到訪有關處所的人
士，景富樓亦要強檢。
對於屯門區出現3宗確診及初確個

案，張竹君表示不排除區內有隱形傳
播，有染疫個案仍未被發現，對此感到
擔心，尤其早前長假期不少巿民外出活
動，故呼籲市民若感不適或有擔憂，應
盡快檢測。
對於前日一名12天大初生男嬰確診，

張竹君指男嬰數名家庭成員也染疫，最
先發現確診的是父親，其後母親及胞姐
也診確，但未知男嬰確診是否屬母嬰傳
播，「如果母親早期已感染，其他家人
應更早出現病徵，但另一名小朋友（胞
姐）4月5日後才不適，故有可能是家居
傳播。」
男嬰目前情況穩定，毋須藥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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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友愛邨愛暉樓第三座兩名七旬婦一確診一初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景富樓確診者曾到訪中環萬邦行大家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景富樓確診者上班期間曾到中環萬年
大廈大快活食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景富樓確診者在中環會德豐大廈14樓一家
公司上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阿斯利康
疫苗近日接
連傳出不利
消息，更有
指與接種者
出現血栓有
關。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