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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與確診者同期隔離應再檢
變種病毒屢襲社區 疑酒店採樣出問題

(

繼印度裔孕婦確診後，昨日再發現
有新來港外傭於指定酒店完成 21 天
檢疫後確診感染變種病毒，其間已在
社區播疫近兩周。有專家昨日在檢視
香港外防輸入流程後認為，不排除香
港的採樣質素出問題。特區政府的當
務之急是要聯絡與「走甩」患者同期
入住檢疫酒店的住客再做檢測，即使
檢測呈陰性反應，也要抽血檢驗以了
解是否帶有抗體。有專家則建議政府
設定入境人數限制，以免加重香港的
防控壓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應，凸顯香港的外防輸入存有漏洞。
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
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昨日確診的
印裔孕婦，是於上月 4 日從印度抵港並
完成 21 天檢疫後，返回尖沙咀美園大
廈，本周日才驗出感染 N501Y 變種病
毒。患者的病毒量很低，病毒 CT 值超
過 30，且有抗體，估計她抵港前已受
感染。
他指出，女患者抵埗後及檢疫期間，
共 3 次檢測都驗不出病毒，不排除是採
樣質素有問題，衞生署需檢視檢疫酒店
採樣員的抽樣方法。

張竹君：病毒藏處異未必驗出
衞生防護中心傳播病處主任張竹君昨
日在疫情記者會上承認，若患者病毒量
低，加上身體帶有病毒的地方不同，或
會未能驗出病毒。

她說，荃威花園 R 座菲傭、印度裔孕
婦、日前由香港前往新加坡的 44 歲男
子，均是 CT 值高，即病毒量少，且有
抗體，即可能來港前已染疫，這類情況
檢測時會出現「時陽時陰」的情況。其
中，44 歲男子月前在杜拜確診，復康後
返港檢疫呈陰性，到新加坡後檢測呈陽
性，相信是「復陽」個案。
她承認，由於患者病毒量少，加上病
毒可能在身體不同部位，故檢測未能發
現，如荃威花園的菲傭，入住屯門醫院
後兩次檢測，其中鼻咽拭子採樣的結果
便不確定，但痰液則呈陽性。

孔繁毅：或採樣或登機前感染
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
同召集人孔繁毅表示，變種病毒傳染力
強，但殺傷力與原本病毒分別不大，目
前關鍵是要做好檢測、檢疫、撤離相關
大廈的住戶，都可堵截到源頭。
他指出，該名患者先後驗毒都無發

現，不排除是在指定酒店採樣時出現問
題，也可能是她臨上機前才受感染，並
有長的潛伏期，以致在檢疫完才驗到陽
性。
檢測承辦商之一的華昇診斷中心董事
長胡定旭表示，就華大基因檢測假陽性
事件已向政府提交初步報告。對有變種
病毒個案完成酒店檢疫期後才找到，胡
定旭認為，未必與檢疫期間的採樣質素
有關：「這兩天教授說是否採樣採得不
好，有很多不同學說，例如在內地不斷
有出現『復陽』，在醫院檢測沒事，出
到社區才發現，這是一個複雜的病理問
題，不可一概而論究竟是採樣或是其他
原因。」
胡定旭說，樣本送到實驗室後，工作
人員會檢驗採集所得的細胞分量是否足
夠，若發現分量不足夠，樣本未必可有
效採用，或需要再採樣。
另一間承辦商相達生物科技創辦人招
彥燾表示，由於全港 37 萬名外傭需強

蕭傑恒：每日入境人數應設限
有份參與病毒基因排序的理大醫療科
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蕭傑恒表示，走漏
了一宗輸入個案，也足以引起新一波疫
情。
他認為，愈多人入境，香港的風險就
愈高，以往當日增超過 20 宗輸入個案
時，緊接着就會出現社區爆發，建議特
區政府考慮設每天入境人數上限，阻截
病毒輸港的風險。
目前變種病毒個案不是太多，蕭傑恒
建議政府應該與大學合作，為每宗輸入
個案進行基因排序，盡快找出傳播鏈。

● 居民撤離後的尖沙咀金巴利道美園大廈大門洞
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資料圖片
檢，令承辦商負擔量大增，兩成員工加
班後才可應付，並估計最遲下周二所有
外傭都會有強檢結果。近日檢測量高，
承辦商在緊張及高壓環境下或會出錯，
惟他強調，所有採樣員都是專業護士，
公司亦會確保採樣速度不能太急，並提
醒員工不可以馬虎。

特首：外傭打針續約未定案

● 林鄭月娥表示，外傭續約需接種疫苗的建議目前未有
定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接連有外傭染疫，特
區政府要求全港外傭接受強制檢測，並研究將接種
新冠疫苗列為申請工作簽證的要求之一，引起不少
爭議。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
主動回應事件時表示，已要求勞工及福利局重新檢
視計劃，並諮詢較多外傭來港的外國駐港領事館首
長及僱主意見，目前未有最終定案。菲律賓外長洛
欽對特區政府的決定表示歡迎，形容林鄭月娥的反
應迅速和明智。
強制外傭打針的建議引起外界爭議，印尼及菲律
賓的駐港領事館早前分別指特區政府事前未進行充
分諮詢，菲律賓外長更指措施帶有歧視，林鄭月娥
昨日表示，該政策仍未有最終定案：「我也明白強
制接種疫苗跟強制檢測是有一點分別，有身體狀況
理由，也是首次進行強制疫苗接種，所以我要求勞
福局現在再研究具體情況，並且在過程中要諮詢有
關外籍傭工和在香港的領館。」

強調並不存在歧視外傭

● 陳肇始表示政府不會強迫市民打針。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林鄭月娥還強調，所有防疫抗疫措施均按着公共
衞生和科學客觀地推行，「外籍家庭傭工真的有周
日聚會的習慣，還有他們的工作性質是會與人有緊
密接觸，照顧幼兒和長者，有一個行業跟外籍家庭

「來港易」準備就緒
回去仍要隔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來
港易」最快本月稍後推出，合資格
的人士從內地來港可豁免 14 天檢
疫。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
計劃是恢復兩地人員來往的第一
步，但基於香港抗疫情況，暫時未
有相互安排，因此由香港入境內地
者，均需要按內地檢疫政策接受 14
天檢疫隔離。
林鄭月娥表示，「來港易」計劃

已經準備就緒，作為兩地恢復人員
來往的第一步，預計大部分人士將
經機場來港，會做好準備。
被問及港人回內地能否免檢，她
表示，從公共衞生政策而言，需要
視乎香港抗疫情況能否達到另一方
要求的水平，然而香港情況未能達
標，因此計劃目前只是單向，僅來
港人士可以豁免檢疫，但經香港入
境內地則須遵從內地的檢疫政策。

傭工在照顧長者方面是很吻合的，就是安老院舍和
殘疾人士院舍，它們現已正在進行第十四輪強制病
毒檢測，所以見到這是按行業的性質及其風險，並
不存在我們特別歧視外籍傭工。」
對有傳政府會約見公務員團體，研究強制公務員
接種新冠疫苗，林鄭月娥表示未聽聞，亦不認同
「谷針」說法，希望社會不要「事事標籤」，各界
應盡最大努力呼籲市民打針。

17 萬外傭已檢測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出席立法會衞生事
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時表示，政府一直只透過呼籲的
方式鼓勵市民打針，以建立免疫屏障保護自己及家
人，不會強迫市民打針，又重申接種疫苗對市民自
身及整個社會都是好事。
她續說，政府已就外地不同地區劃分不同風險程度，
並正着力處理縮短打完第二針滿14天人士的檢疫時間
安排，惟她補充，相關安排是否可以同時適用於確診
個案的密切接觸者，需視乎個案是否涉及變種病毒。
另外，政府近日強制全港逾 30 萬名外傭在本月 9
日或之前完成強制檢測，陳肇始透露，已有近 17 萬
名外傭在剛過去的假日完成檢測，並呼籲僱主讓外
傭在平日接受檢測，以避免排長龍。

在英港人周五可回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愛爾蘭
及英國現時均被列為極高風險地區，在
當地的港人未能回港，香港特區政府指
有關禁令將在本周五撤銷，惟從當地返
港人士須在指定檢疫酒店檢疫 21 天，
亦要在檢疫後另外進行 7 天自我監察及
在回港後第二十六天接受強制檢測，即
返港後合共要接受 5 次檢測；登機前亦
要出示 72 小時內採樣的新冠病毒檢測
陰性結果證明。
香港 4 個風險評級中最高風險的 A
組 分 為 A1 組 「 極 高 風 險 」 和 A2 組
「甚高風險」，愛爾蘭及英國原本屬

八旬店主
「自首」
送檢

她說，所有預約資料都在店裡，但擔
心一旦進入店舖就會被送往檢疫，只好
昨日前來店外貼上告示通知客人，並在
社交媒體發出公告，通知客人更改預約
日期，估計將損失一個月生意。
馮小姐還透露，據悉該名確診婦人曾
到其他大廈探望友人，擔心區內仍有傳
播鏈；大廈旁的洋酒店由於較早下班當
晚未有人需送往檢疫，但年過 80 的店
主昨日一早已收拾行裝「自首」，等候
衞生署人員安排，該店有 9 名員工需要
送往檢疫。

● 荃威花園染疫菲傭3月31日至4月21日在灣仔帝盛酒店隔離檢疫。
連有抵港人士完成檢疫、進入社
接區後才檢出對變種病毒呈陽性反

美園漏網一人被送隔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一名從
印度返港、居於美園大廈的少婦日前確
診帶有變種病毒，該大廈全部居民須送
往檢疫隔離。昨日有衞生防護中心職員
折返，再找到一名「漏網之魚」，另有
一隻兔子亦送往檢疫。
昨日中午，美園大廈大部分單位已經
人去樓空，剩下一些未來得及收好的衣
服晾在窗外，大廈管理員表示已經全部
送往檢疫。有身穿防護裝備的衞生防護
中心職員折返，找到一名男子，在收拾
行李後送上旅遊巴離開，亦有漁護署職
員在較早前從一單位把一隻兔子帶走檢
疫。
附近的韓國料理店負責人馮小姐表
示，檢疫當天有兩名員工在店內工作被
送往檢疫，自己亦收到通知，但由於家
中有事已經近一個月沒有返店，算是逃
過一劫。衞生署一直未有通知她有關店
舖營業的事宜，只好暫時封舖避免再有
員工送往檢測。

於 A1 組，但若英愛及本港未來幾日無
重大疫情轉變，兩國會在周五起列入
A2 組，並取消由當地登機來港的禁
令。政府發言人解釋，相關決定是基
於當地疫情已趨平穩及疫苗接種率比
較理想。
巴西、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菲
律賓及南非六國則會繼續被列為極高風
險地區，曾逗留當地人士會繼續被禁來
港。發言人表示，會視乎從個別相關地
區輸入個案及變種病毒株情況，對來港
航班實施「熔斷機制」，禁止有關地區
的航機來港。

爆上呼吸道感染
42校強檢停課5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衞生防
護中心近日先後錄得有 99 間學校爆發
上呼吸道感染和流感樣疾病個案，並於
日前發出公告，本周一新增爆發的 42
間學校須納入強檢，並須即時停課 5
天。有家長認為，低年級學生防疫意識
較差，但相信學校會做好監察。有幼稚
園校長指，園方有加強預防感染措施，
開窗以增加空氣流通，並教導學童注重
衞生。
衞生防護中心由上月 18 日至本月 3 日
共錄得 99 間學校爆發上呼吸道感染和
流感樣疾病個案，包括 72 間幼稚園/幼
兒中心、27 間小學，涉及逾 650 人，單
是本周一就新增 42 間學校爆發，包括
30 間幼稚園/幼兒中心、12 間小學。由
於上呼吸道感染與新冠病毒病徵或相
似，該 42 間學校須納入強檢，並須即
時停課5天。
在灣仔的一間小學，昨晨有送子女上
學的家長表示，低年班的學生防疫意識
較差，玩耍時會得意忘形，戴口罩或會
「甩甩漏漏」，惟相信老師會作出提
醒，校方亦會做好監察。
另有家長指，校方規定學生小息若進
食要留在自己座位，並要求他們定期更
換口罩，認為校方的防疫措施足夠。

梁子超籲家長莫太擔心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昨日接受媒
體訪問時表示，上呼吸道感染屬常見風
土病，今次爆發程度已較以往輕微，家
長毋須太擔心。
他亦指出，年紀較小的學童手部衞生
可能做得較差，容易透過間接接觸而感
染上呼吸道疾病。他認同政府向爆發上
呼吸道感染的學校發出強制檢測令，認
為有助社區清零，及預防變種病毒威脅
校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