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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花
園榮華閣 5 室單
位（黃框示
黃框示）
）懷疑
發生垂直傳播。
發生垂直傳播
。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港九新界多區
「開花」特首：必要時向中央求援


(

伏隱形傳播鏈。特區政府又在

感染Delta變種病毒，而黃大仙豪苑、鳳凰新
邨新型像髮型屋群組患者也帶有Delta變種病
毒，衞生署懷疑當區有一條 Delta 隱形傳播
鏈。
同時，新界東及新界西亦開始湧現確診個
案。大埔林錦公路較寮下至坪朗花園一帶，
有污水樣本驗出新冠病毒。一名住大埔白石
角雲匯一座的 40 歲男子證實確診，他在何文
田恒生銀行上班，暫列源頭不明。一名黃金
海岸遊艇會 62 歲男司機染疫，遊艇會早前有
廚師確診，兩人不相識，但可能共用同一洗
手間和更衣室而受到感染。

大埔林村至坪朗花園一帶的污

倉鼠飼主不合作 黃大仙爆Delta

水樣本中檢測到新冠病毒，將

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行政會議前
會見傳媒時表示，香港自上月 30 日，因為
Omicron 引起的本地感染個案後，進入第五
波疫情。
然而，香港過去三周接連備受三個感染源
頭夾擊，第一是機組人員引發的「望月樓」
群組和「跳舞」群組，但到昨日為止，這個
源頭已受控；第二是一位正在檢疫酒店接受
檢疫的抵港者疑受感染，然後回到社區引發
一場非常大規模的爆發，涉及葵涌邨群組。
第三，專家認為應該是由輸入的倉鼠引起的
Delta 變種病毒株群組，使香港的 Omicron 及
Delta 變種病毒株群組持續擴散，情況令人擔
心。
她特別提及 Delta 疫情，指黃大仙豪苑早

香港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快
而猛烈，昨日再多124人確診，
是連續第三天新增個案破百，
當中 6 宗個案源頭不明，遍布全
港九新界，除了
「重災區」
葵涌和
黃大仙外，還包括元朗、筲箕
灣及大埔，顯示香港各區已潛

在該區增設檢測點揪出隱形患
者。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
日強調，香港疫情嚴峻源於兩
種新冠變種病毒及三個疫情源
頭夾擊，政府必須採取果斷、
嚴厲的措施截斷傳播鏈，必要
時將向中央政府求援抗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昨晚深夜
昨晚深夜，
，已準備好的
車隊接載荃灣花園榮華閣
部分住戶撤離。
部分住戶撤離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醫生團隊視察榮華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荃灣花園疑垂直播疫 16 戶撤離送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新冠疫情蔓延全港各區，荃灣
花園榮華閣兩個5室單位連續兩日出現確診個案，懷疑出現垂
直傳播。衞生防護中心昨日聯同環保署和屋宇署人員到現場視
察後，決定撤離大廈 4 樓至 18 樓的 5 室單位，以及高層 4 室單
位、合共16戶需入住檢疫中心，其他住戶則需接受強制檢測。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昨日在現場視察後表
示，該大廈首宗個案為一名55歲男子 ( 個案13340 )，居住12樓
5室，上周五出現病徵，翌日抽取樣本呈陽性，前日確診，沒
有接種疫苗。昨日確診的41歲男裝修工人住在天台5室
單位 ( 個案13420 )，上周六出現病徵，翌日到醫
院求診，同日抽取樣本呈陽性，因其病毒
量高，顯示屬新感染個案，他已
接種兩劑科興疫苗。
他表示，經

36歲男子
（個案編號13427）
居於元朗Grand YOHO第
二座，在觀塘One Pacific工
作，任職會計，本月16日經
「回港易」
由上海來港，本月
14日在上海及抵港時檢測
均呈陰性，本地感染
機會較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黃大仙區繼
豪苑有3人確診後，鳳凰新邨「新型像」髮型
屋亦出現爆發，除最先確診、負責洗頭的 49
歲女職員外，再有一名 58 歲男兼職工人及一
名60歲女顧客染疫，衞生署懷疑區內有Delta
傳播鏈。衞生防護中心指出，髮型屋3宗個案
可能相關，呼籲曾前往該店的市民接受病毒檢
測。有防疫專家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
髮型屋內職員及顧客有較緊密接觸，風險確實
較高，若疫情趨嚴重，政府應考慮關閉全港髮
廊，建議市民暫時避免前往，或者速去速回。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在疫
情記者會上表示，「新型像」髮型屋前日已有
一名居住深水埗北河街慶豐大廈的 49 歲女職
員確診（個案13370），該店昨日再多兩人確
診，分別是居住慈雲山慈民邨的 58 歲男兼職
工（個案13481），以及居住黃大仙竹園北邨
的 60 歲女顧客（個案 13480），3 人均帶有

6 宗源頭不明個案概況
41歲女子
（個案編號13452）
居住筲箕灣愛東邨愛平
樓，為威爾斯親王醫院精神
科專科門診護士

政府招募退休紀律部隊協助圍封
封及強檢行動，時薪390元。工作包括上門探訪高感染
風險樓宇、協助居民登記、人流管制等。工作時間由
下午5時至凌晨2至3時，亦可能要在日間當值。
在葵涌邨展開的圍堵新冠病毒行動中，政府多個部門
都派出支援隊伍。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於社交媒體撰文，
提到其中包括了教育局約40人的團隊支援行動，「盡忠
職守的公務人員沒有太多顧慮，『逆流』走進圍封及受限
區域支援檢測行動，足見他們為市民服務的熱誠，以及為
香港抗疫的勇氣，確實是我心中的英雄典範。」楊潤雄昨

前出現垂直傳播 Delta，調查發現其中一名養
有倉鼠男子可能是傳播源頭。該男子沒響應
政府呼籲交出倉鼠，而他本人早在本月 15 日
出現病徵，但即使向私家診所求醫，也一直
沒接受檢測，直到政府在豪苑污水樣本中驗
出病毒，要求全幢居民強檢。她批評：「如
果這名患者能夠早一點願意接受檢測，或意
識到自己養有倉鼠而可能是一位高風險人
士，或許可更早截斷這條傳播鏈。」

十部門 1800 人配合圍封行動
為盡快找到所有被感染者，特區政府在圍
封第一天起就在葵涌邨成立總指揮部，調動
逾十個部門，動員逾1,800名同事參與圍封強
制檢測，務求切斷傳播鏈，「政府正積極提
升抗疫能力，特別是檢測能力，目前已提升
至最高每天 15 萬人次檢測。」特區政府正研
究進一步提升檢測能力，但如有需要會向中
央政府求援，她說：「中央政府很關心香
港，過去在多方面給香港特區提供及時支
援，廣東省政府亦向行政長官辦公室表示，
願意隨時提供幫助。」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祈殷
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香港第五波疫情
正在上升軌道，相信確診個案會繼續增加，
特區政府要預視檢測能力是否足夠，如果葵
涌區內仍有潛在爆發點，政府應將圍封區域
劃得更大。而如果發現某地區的污水樣本對
新冠病毒呈陽性，亦要仔細劃分涉及的範圍
及大廈座數，「快狠準」地作圍封強檢，並
要預備更多檢測點。

「豪苑」
Delta 鏈蔓延
「新型像」髮型屋多兩人中招

視察後初步結論是居住在12樓5室病人是首宗源頭不明個案，
因其單位排放的污水進入糞渠，在糞渠內經氣喉上到天台，由
於氣喉就在天台單位的廚房和廁所外面，故有機會是帶病毒的
氣流經氣喉在天台排放後滲入屋內，令居住在天台的住戶受感
染。
環保署指出，大廈4樓至18樓及天台都有人居住，渠管狀況
良好，12樓單位的地台去水位密封，風險較低。18樓天台單位
的渠管狀態亦良好，廁所及廚房設有抽氣扇，但已損壞，因糞
渠排氣口對正廁所及廚房，故風險較高。
由於懷疑出現垂直傳播，歐家榮表示，大廈4樓至18樓所有5
室單位居民均需撤離，因病毒有機會透過天台的氣喉出口放出
再滲入高層單位，而最高三層的16樓至18樓及天台4室單位住
戶也需撤離檢疫。若住戶出現病徵，會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
大廈其他住戶則需連續3日共接受5次檢測。屋宇署同時會調查
天台單位是否涉及僭建。他又表示，確診裝修工人於潛伏期曾
到過大圍名城、青衣灝景灣及大窩口一間幼稚園裝修，
但應該沒有太大感染風險。

61歲男子
（個案編號13448）
居住粉嶺嘉福邨福安樓，
在黃金海岸遊艇會任司機，
早前該處曾有廚師確診，兩人
不認識也無接觸，或曾使用
同一更衣室和洗手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姬文風）香港新冠肺炎
疫情持續下，過去半個月幾乎每日特區政府也在各區
展開圍封行動，即使農曆新年，只要大廈有不明源頭
個案，圍封行動也會持續，故有消息指，公務員事務
局正以時薪390元招募退休紀律部隊人員，於下周二至
周四期間（農曆大年初一至初三），協助進行圍封強
檢行動，工作包括協助居民登記及人流管制等。
據報，有關招聘是以短期及兼職形式，招募退休紀
律部隊人員於下周二至周四期間，協助可能進行的圍

黃大仙區接連出現源頭不明個案，黃大仙
上邨達善樓有一名75歲住戶確診，懷疑

75歲男子
（個案編號13464）
居住黃大仙上邨達善樓，
已退休，帶L452R變種病
毒，疑屬Delta

L452R、即Delta變種病毒，故3宗個案可能相
關，但暫時未有清晰源頭，呼籲近期曾到訪該
髮型屋的市民聯絡衞生防護中心，並接受檢
測。
一名居住黃大仙上邨達善樓的 75 歲男子亦
於昨日確診，同樣疑感染 Delta。張竹君表
示，「黃大仙見到有傳播鏈，有一些Delta變
種病毒株，在髮型屋有數宗，在豪苑都有個案
找到，而豪苑個案有機會與倉鼠有關，但未確
切知道，需等待基因分析，倉鼠已被漁護署人
員檢走。」
她呼籲黃大仙區市民盡快接受檢測。

醫生：若疫情嚴峻宜關閉髮廊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髮型屋提供個人服務，職員及
顧客會有較緊密接觸，顧客又需逗留一段較長
時間，故風險確實較高，但政府未將髮型屋如
美容院般列為表列處所，相信是為了平衡市民
的生活需要，現時疫情亦未到達非常嚴重的地
步，但若疫情更嚴峻，有更多地方出現廣泛傳
播，也應考慮關閉髮廊。
梁子超表示，雖然臨近歲晚，不少市民會到
髮型屋，但現時情況可免則免，若真有需要，
也應速去速回，考慮於沒有太多顧客的時段前
往，如需等候便應離開。而洗頭時面部朝天、
對着洗頭員的風險較高，建議用物件遮蓋雙
眼。

◀榮華閣住戶撤離
榮華閣住戶撤離。
。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40歲男子
（個案編號13506）
居住大埔白石角雲匯1
期，在何文田恒生銀行上班

日已發電郵向同事們表達衷心謝意，又呼籲為了大家的
健康和香港的利益，期望各界多加體諒與包容，同心抗
疫，一起壓住並擊退疫情。
同時，政府部分部門昨日起按運作需要安排公務員
在家工作，多個政府部門調整服務，減少辦公地點同
一時間的員工數目。其中運輸署指，明天（27日）起
除了電單車路試，其他駕駛考試會暫停；各牌照事務
處等會維持即時申請櫃位服務。稅務局、水務署、公
司註冊處、城規會秘書處以及規劃署，都要調整服務
時間或暫停部分服務。
社福服務方面，社署表示，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庇
護工場以及展能中心等，服務量將下調至約一半；長

29歲女子
（個案編號13507）
居住葵涌葵馥苑安葵閣，
家庭主婦，本月23日在檢測
中心採樣呈陽性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教育局
約 40 人團
隊支援圍
封行動。
楊潤雄
fb圖片
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等會維持有限度服務。部
分長者中心會以派發飯盒方式提供膳食，政府勸喻長
者盡量避免在中心內聚集進食。社聯相信，當局已平
衡防疫及使用者需要，社福機構會盡可能提供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