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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瑞典首現病例 專家：或已在歐傳播兩周

全球多地已實施旅遊限
制，防範新冠變種病毒 Omicron
傳入，日本昨日起全面封關至少一
個月，但首天便告失守。內閣官房長官
松野博一證實，一名來自非洲國家納米比
亞的 30 多歲男子確診 Omicron，是日本錄

外交官染Omicron攻破日本

澳恐爆社區感染

得的首宗相關病例，他周日經東京成田機
場入境，在機場檢測後發現染疫，正在醫
療設施留醫。有消息指這名確診者是一名
納米比亞外交官。

據

厚生勞動省表
示，這名男子周日
晚抵達成田機場，在機
場檢測時確診感染新冠病
毒，國立傳染病研究所分析
其基因組後，昨日證實感染
Omicron，他出現發燒症狀，正
在檢疫醫療設施接受治療，兩名隨
行家庭成員的檢測均呈陰性。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前日在記者會上
宣布，鑒於 Omicron 全球蔓延，日本
昨日起原則上禁止所有外國旅客入境，
他當時已提到一名從納米比亞飛抵日本
的人士，新冠檢測呈陽性，但未知是否
感染Omicron，正等待基因分析結果。

擴散至 20 地 英增至 22 宗
歐洲方面再有更多國家錄得Omicron
確診病例，西班牙首都馬德里一家醫院
前日表示，他們確認一名最近去過南

非的男子感染
Omicron毒株，是西班牙首宗相關感染病
例。瑞典公共衞生機構同日也確認，當地
發現首宗Omicron感染病例，患者是於一
個多星期前從南非入境。
據統計，目前已有近 20 個國家及地
區出現 Omicron 感染病例，儘管各地紛
紛採取各種不同的禁令措施，然而有專
家表示，Omicron 很可能早已傳播擴
散，例如意大利的首宗感染病例於上月
27日確診前，已到訪意大利全國各地近
兩周時間，說明 Omicron 或至少已在歐
洲傳播長達兩周。
英格蘭地區昨日新增 8 宗 Omicron 病
例，累計 13 宗確診，連同蘇格蘭的 9 宗
個案，英國病例增至 22 宗。蘇格蘭首
席部長施雅晴昨日稱，蘇格蘭前日新增
的 6 宗個案均與上月 20 日一個私人活動
有關，預計未來數天將有更多涉該場活
動的確診病例，但目前顯示社區感染範
圍仍有限。她同時表示所有患者均無須
入院治療。

新
南威爾斯
州 衞 生 官 員
稱，初步檢測結果
「強烈顯示」這名旅客
已感染 Omicron，他是在
上周當局實施新一波邊界限
制措施前抵達悉尼，若他確
診，澳洲感染 Omicron 的人數將
增至 6 人，其他確診病例已全部隔
離檢疫，其中有人出現輕微症狀，
也有人並無症狀。官員認為，這名已
完成接種疫苗的旅客，曾到過悉尼一
家繁盛的購物中心，當時很可能具傳
染性，與此人同一班機的所有旅客，
無論他們接種疫苗情況如何，都被要求
自行隔離14天。
當局並稱，已對其他兩名檢測呈陽性
的人士，開始進行緊急基因定序檢
測，以確定他們是否感染Omicron。

澳疑似確診者曾到購物中心

以國兩醫生中招 均已打三針

澳洲當局昨日表示，一名很可能
感染新冠變種毒株Omicron的
國際旅客，已身處社區一
段時間，官員正
加緊追蹤其接
觸史及曾到
過的地方。

以色列特拉維夫市附近的舍巴醫療
中心昨日稱，中心兩名醫生證實感
染 Omicron，其中一人剛於上周
在英國倫敦參加會議後返國，
懷疑他傳染另一名同事。院
方稱，該兩名醫生均已接
種3劑輝瑞疫苗，至今
只出現輕微症狀。
●綜合報道

● 旅客抵達悉尼
機場與接機者相
擁。
路透社

● 乘客在大阪機場
等候檢測。
等候檢測
。 美聯社

● 東京機場入境大堂座
椅區變得冷清。
椅區變得冷清
。 美聯社

● 準備搭機出國的日本民眾戴
上面罩和口罩。
上面罩和口罩
。
路透社

譚德塞促各國
「理性抗疫」

美疾控建議所有成人打加強針

重測上月中樣本發現
荷增兩宗 Omicron 病例

● 美國副總統哈里斯到檢測中心為工作人員打
氣。
路透社

荷蘭衞生機構昨日表示，當局再發現兩
宗新冠變種毒株 Omicron 確診病例，出現
個案的時間較上周五從南非抵埗航班上確
診的 14 人更早，現正追蹤有關病例，以了
解病毒擴散程度。
荷蘭國家公共衞生及環境研究院稱，該
院重新檢測此前的測試樣本，
分別在上月 19 日和 23 日的兩
個樣本中，發現Omicron變種
毒株，不單較上周五 14 名航
班乘客確診個案更早，也早於
南非上月 24 日向世界衞生組
織通報首宗病例的時間。

此前已測試的樣本，並進行更多研究，以
了解Omicron在荷蘭的蔓延情況。
連同最新兩宗病例，荷蘭累計已有 16 人
確診 Omicron，是歐洲最多相關個案的國
家之一，至於上周五確診的 14 名旅客，正
接受隔離檢疫。
●法新社/美聯社

累計16人確診
歐洲最多國家之一
該院表示，暫時未知最新發
現的兩宗確診個案，是否同樣
從南非感染病毒，有關患者已
獲通知，衞生部門正調查他們
的接觸史，研究院將重新檢測

● 紐約市民在檢測中心外排隊輪候
紐約市民在檢測中心外排隊輪候。
。

● 荷蘭再發現兩宗病例
荷蘭再發現兩宗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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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前日發聲
明稱，隨着新變種毒株Omicron的出現，所有成
年人都應接種新冠疫苗加強針。
CDC 主任瓦倫斯基稱，近期出現的 Omicron
毒株，更凸顯接種疫苗和加強針的重要性。所有
18歲及以上人士在接種完輝瑞或Moderna（莫德
納）第二劑疫苗 6 個月後應接種加強針，接種強
生單劑疫苗2個月後，也應接種加強針。

英加強針間隔縮至 3 個半月

據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報道，美國輝
瑞藥廠將向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遞交授權
申請，允許 16 至 17 歲民眾接種輝瑞的加強劑疫
苗，輝瑞暫未回應消息。
英國前日亦擴大加強針接種對象，由只准 40
歲以上人士接種，擴至所有 18 歲以上成人，但
長者仍屬優先，原本准許在接種第二劑疫苗滿 6
個月打加強針，現已將相隔時間縮短至 3 個半
月。
●綜合報道

法新社

對於Omicron變種毒株引起全球恐慌，世界衞生組
織總幹事譚德塞昨日對多地實施嚴格防疫措施表示關
注，呼籲各國保持冷靜，採取「理性」措施抗疫。
譚德塞在演說中表示，部分國家採取的措施，並非
基於證據或措施的效用，等同懲罰迅速通報病例的非
洲南部國家，「我們對 Omicron 的傳染力、檢測效
果、治療方法和疫苗方面，仍有很多問題未有答案，
因此呼籲各國採取理性、 合乎比例的降低風險措
施，以符合世衞2005年通過的國際衞生條例。」
●綜合報道

拜登再籲打針
與藥廠制訂應急方案
美國總統拜登前日表示，面對 Omicron，民眾「需
要關注，但沒有必要恐慌」，只要民眾接種新冠疫苗
和加強針，以及在室內佩戴口罩，就不需要封城。若
有需要調整疫苗配方，美國會加速研發配送。
拜登表示Omicron遲早會傳播至美國，疫苗就是美
國應對該毒株的手段。他敦促所有尚未接種疫苗者盡
快打針，並呼籲符合要求且完成疫苗接種者打加強
針。美國部分地區雖已解除口罩令，但拜登呼籲民
眾，在室內公共區域應戴口罩。
拜登引述白宮傳染病專家福奇指出，相信現有疫苗
對Omicron能提供保護力，加強劑則可能大幅增強防
護力，但若真的需要調整疫苗和加強劑配方來因應
Omicron，美國將動用所有工具，加速研發與配送程
序。為確保美國在必要時做好準備，他的防疫團隊正
與輝瑞、Moderna（莫德納）和強生合作制訂應急方
案。
●綜合報道

公交商店實施 英重推口罩令

星洲暫停進一步開關
加強檢測入境者
為降低新冠變種毒株 Omicron 傳入的可能性，新加坡宣
布加強入境旅客檢測規定，自 12 月 2 日起，所有入境者都須
出示登機前兩天內的陰性檢測證明，抵埗後第3天及第7天需到
快速檢測中心，額外進行抗原快速檢測。新加坡亦將暫停對更多
國家和地區開關，不過目前已經開放的地區則暫時不受影響。
衞生部長王乙康昨日在跨部門抗疫工作小組網上記者會表示，新
加坡目前尚未發現 Omicron個案。當局正針對逾 200名近期曾到訪
出現Omicron個案國家或地區的入境旅客和機組人員進行檢測，
已完成檢測174人，結果均為陰性。
●綜合報道

● 英國民眾戴罩搭地鐵
英國民眾戴罩搭地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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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社

英國昨日開始加強防疫措施抗擊 Omicron 變種毒
株，英格蘭地區民眾進入商店或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須再次強制佩戴口罩，所有返抵英國的旅客則必須接
受核酸檢測及自我隔離，直至證實檢測結果呈陰性為
止。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