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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託中心轉介滯後 涉行政協調不暢
有院舍指這邊廂「人等床」那邊廂「床等人」

香港昨日新增的新冠肺炎確診個案進一步

回落，錄得6,981宗個案，並已連續多天沒有

新的院舍爆發個案。而香港文匯報連日探討

院舍接收確診院友問題後，特區政府早前宣

布由本周二（29日）起，院舍院友若染疫，

可直接聯絡社署及衞生防護中心，經評估後

若患者情況合適，可直接送往長者暫託中

心，無須先入院。不過，有長者院舍表示，

前日為院友申請入住暫託中心，但至今仍無

下文。這邊廂是「人等床」，但那邊廂的

「床等人」問題仍未見改善。社署接受香港

文匯報查詢時透露，目前全港7間暫託中心

入住率介乎2%至46.3%。有暫託中心承辦商

則指，整個病人轉介機制涉及社署、衞生防

護中心及醫管局，行政環環相扣，稍有不協

調便會出現滯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

社署早前宣布，本周二起，安老院如發現
院友確診新冠肺炎，可直接聯絡社署和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有關部門在作出評估
後，會安排將症狀輕微或沒有病症的院友送往
不同的暫託中心。同時，暫託中心會繼續透過
醫管局轉介，接收局方評估後確認為正在康復
並適合入住的長。
一間長院舍負責人昨日向香港文匯報反
映，前日發現院內有一名長快測呈陽性後，
隨即通報衞生防護中心，希望派員評估需否將
確診送往長暫託中心或亞博館社區治療設
施，以減低院內爆發風險，但等了兩天仍未有
回音， 「起初睇到新聞話有新轉介機制，如
果院舍有人確診，通報後政府有人會打電話搵
我哋，但我哋通報後就一直石沉大海。」
負責人之後向社署職員追問，「我曾追問到
底點，職員話方式照舊，填寫一份供安老院舍
專用的傳染病通報表，告知確診資料同病情
就得，我哋填咗之後一如以往，以傳真方式發
去，點知得個等字。再等多幾天，個確診可
能差唔多好返了。」

運作已久中心入住率不超過一半
院舍出現「人等床」問題，長暫託中心亦受

「床等人」問題困擾，香港文匯報昨日向社署查
詢全港7間暫託中心最新使用情況，發現與一周
前相比改善不大，7間中心的入住率介乎2%至
46.3%，撇除近日才啟用的中心，其他運作已久
的中心入住率也不超過一半。其中，今年1月1
日開始啟用的亞博館，1,018張床位，只有471人
入住中，入住率為46.3%；彩榮路體育館的暫託
中心，144張床只有37人入住。

部分中心「拉客」有院舍婉拒
有近日曾參觀長暫託中心的消息人士透
露，由於眼見部分暫託中心空置率仍然高企，

為免浪費資源，主動聯絡多間長院舍負責人
「拉客」。香港文匯報向部分安老院舍查詢，
有負責人承認曾收到「拉客」電話，但因多位
確診已在康復中，不想再次搬動病友，故婉
拒「邀請」，「最『倒瀉籮蟹』的時期已經過
咗，如今先話轉去暫託中心，家屬多數未必同
意。」
一名營運長暫託中心的負責人接受查詢時

表示，「床等人」非最大問題，目前最棘手的
是「人等床」與「床等人」同時出現，故暫託
中心唯有主動「拉客」。他指出：「轉介機制
運作唔暢順，我『拉客』解決咗『人等床』問
題先。」他認為，目前最重要工作是理順轉介
機制，當院舍提出申請入住，衞生防護中心就
必須即時作評估，馬上將合適患送入中心。
至於中心空置問題，該名暫託中心負責人認

為這是下一步的工作，「據我所知，醫管局是
在檢閱床位使用情況，不排除陸續將轉趨穩定
的公院病人轉介到暫託中心繼續觀察，然後騰
出醫院床位，接收非新冠患，始終香港的長
期病患也不少，他們因為疫情耽誤治療長期
病患，咁樣落去都唔得，暫託中心就可以減輕
公立醫院的壓力。」

安老服務協會盼部門加強溝通
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陳志育重申，設立暫託中

心有助防患未然，「無人知道下一波會幾時出
現，有暫託中心始終有助紓緩公院及院舍的壓
力，希望政府各部門之間加強溝通，避免資源
錯配。」
社署發言人回應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自

今年1月起，累計共有3,111名院友入住社署
轄下在亞博的臨時檢疫中心、社區隔離設施及
暫託中心，重申安老院舍如發現院友確診新冠
病毒，可直接聯絡社署和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跟進；社署亦會因應個別院舍情況安排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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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特區政府鼓勵
市民接種新冠疫苗，惟仍有部分人擔心引發過
敏反應而有猶豫。香港過敏協會一項調查顯
示，180名受訪會員中，近九成已接種至少一
針，而所有打針的人中只有8人出現需就醫的
不良反應。協會呼籲過敏患可安心接種新冠
疫苗。

僅8人現不良反應需就醫
香港過敏協會昨日舉行線上記會，強調無
論是鼻敏感、哮喘、藥物過敏等病史都與接種
新冠疫苗過敏無關。免疫學和過敏症專科醫生
李曦表示，養和醫院及香港大學研究，揭近
98%過敏均適合打針，曾有過敏性休克亦
可接種新冠疫苗。李曦指協會本月訪問180名
會員，所有受訪都患有各種過敏症，包括濕
疹、過敏性鼻炎、哮喘、食物或藥物過敏史
等，當中近九成已接種至少一針，所有打針的
受訪中只有5%（8人）出現需就醫的不良反
應，李曦指他們亦可能不是因為過敏症而出現
不良反應。
李曦表示新冠疫苗對過敏患而言安全，絕
大部分人可以放心去打針，甚至不用去看醫生
做過敏評估。兒童免疫、過敏及傳染病專科醫

生何學工亦表示，兒童患有過敏症常見，但見
過過敏症狀很嚴重的病人打針也沒有不良反
應，呼籲家長不要因兒童有過敏症而不打針。
市民Cara於線上詢問3歲兒童對牛奶花生嚴

重過敏可否打科興，何學工回應指，根據協會
過往經驗，完全是可以打的，有同樣病歷的會
員已打完三針，沒有過敏症狀，若家長非常擔
心，可以諮詢相識醫生。
市民Connie則詢問78歲的父親打完兩針科

興3個月之後，身體出現從未發過的濕疹症
狀，懷疑是否與疫苗有關，並詢問是否適合打
第三針。何學工回應指將濕疹歸咎於疫苗是非
常牽強的，認為還是盡快打第三針比較好。

香港文匯報
訊 （ 記 者 文
森）特區政府
即將推出上門
為長及行動
不便接種疫
苗的服務，昨
日公務員事務
局局長聶德權
向社聯與醫學
組 織 聯 會 的
「疫苗易」家
居 接 種 計 劃
「取經」，了
解非政府機構
如何為居家長
與殘疾人士提供上門接種服務。

聶德權落區觀摩「疫苗易」家居接種
社聯與醫學組織聯會早前推出「疫苗易」家居接種計劃，

上門為有特別需要人士接種新冠疫苗。醫護人員昨日到深水
不同地點打針，聶德權到深水幸福觀摩，他表示：
「雖然我們已在不同地點加設疫苗接種點，而4個流動接種站
亦走訪不少屋，方便街坊接種，但仍有一些有特別需要人

士可能因為行動不便未能前往疫苗接種點。要進一步提升長
的疫苗接種率，需要社福團體、醫護機構和地區人士等群
策群力，上門接種服務便是其中之一。」
他表示，政府快將推出上門接種的網上平台，供有需要人
士登記，在收集和整理資料後，安排外展醫護團隊上門接種
疫苗。他又補充，局方亦會先在一座圍封強檢的樓宇，試行
為未接種疫苗的70歲或以上長，以及行動不便登記，於
圍封翌日上門提供接種服務。

為逾70歲長者登記接種 圍封樓宇先試行近九成受訪過敏患者已打至少一針

◆ 李曦表示疫苗對
過敏患者安全，絕大
部分人可放心打針。

◆ 何學工呼籲家長
不要因兒童有過敏症
而不打針。

▲聶德權（左）鼓勵一名約90歲婆婆
接種新冠疫苗。

◀大圍新翠邨新傑樓昨日圍封強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醫管局早
前購入兩款新冠肺炎口服藥，截至前日，
已向逾兩萬名確診處方，適用於公立醫
院、社區治療設施、指定診所及安老院舍
患，但不包括接收輕症患的長暫託
中心。安老院舍質疑做法令長未能適切
獲得藥物治療，而長暫託中心則表示，
暫託中心的運作仍屬起步階段，當運作暢
順後，會與醫管局商討向暫託中心提供口
服藥備用的可行性。醫管局深夜改口，指
暫託中心內的醫生可為病人提供新冠口服
藥。
醫管局早前解釋，長暫託中心不需

要處方新冠口服藥，該局總行政經理何
婉霞昨日在疫情簡報會上回應指，暫託
中心主要接收無病症或正在康復中的長
，部分人早前已於公立醫院獲處方口
服藥，又認為暫託中心的長需要隔離
多於治療，「中心是安排一些沒什麼病
症（入住），需要最主要的協助其實是
隔離方面的幫助，所以有這（不派口服
藥）安排。」
安老事務委員會委員李輝批評做法不恰

當，她說：「這些藥購入香港最大目的，
就是給予長輕症的時候使用，為何這麼
離譜？他們是最需要的，並是最初陽性確
診的長，你偏偏又不給他，即是將輕症
變成重症？」
為啟德暫託中心提供醫療服務的康健國

際醫療集團營運總監梁國齡則表示，暫託
中心的運作仍屬起步階段，當運作暢順
後，會與醫管局商討供藥的可行性，他承
認目前攞藥需時，「如果我們遇到適合的
病人，如是由院舍轉介過來，然後需要這
些藥，我們會給（病人）個人資料，讓政
府醫院同事知道是誰，核實這人有需要，
我們就會去適當藥房提取這些藥物。時間
等候約半日，譬如下午才來到，我們可能
翌日早上，才能給他（病人）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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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到訪設於啟德郵輪碼頭的啟德暫託中心，視察其接收新冠確診長者和為他
們提供照顧及治療服務的籌備工作和落實情況。她指，隨着更多暫託中心相繼投入服務，加上由
社會福利署向內地和在本地聘用的數百名合約照顧員陸續完成培訓並派駐到各暫託中心，特
區政府會加強對確診長者的照顧和治療，從而減輕公立醫院和院舍的壓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昨日疫情

爆疫院舍
◆過去24小時沒有新增安老或殘疾院舍爆疫
◆已爆疫院舍有百多宗新增確診，較之前幾天略降

醫管局概況
◆過去24小時有10多名病人入院篩查呈陽性，20多名同病房
病人列為密切接觸者

◆迄今21,100名醫管局員工確診，18,581人已康復並
回到工作崗位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新呈報核酸確診：2,994宗
•新呈報快測陽性：3,987宗
•第五波累計個案：1,138,138宗
•新呈報死亡：135人，
包括18宗滯後呈報個案，57宗來自院舍
•第五波累計死亡：7,493人，
呈報個案病死率為0.66%

新增總
確診個案：

6,981宗
（5宗輸入

個案）

特 首 到 訪

全港暫託中心入住情況
暫託中心

亞博館2號、
3號、5號、
6號及7號館
彩榮路體育館

石硤尾公園
體育館
港灣道體育館

啟德暫託中心

天水圍體育館

荃灣西約
體育館

註：截至昨日上午9時數據 資料來源：社署

床位
數目

1,018

144

180

130

402

130

150

接收
人數

471

37

61

11

26

7

3

入住率

46.3%

25.7%

33.9%

8.5%

6.5%

5.4%

2%

啟用以來
累計接收人數

3,111
（1月1日起啟用）

464
（2月20日起啟用）

364
（3月1日起啟用）

44
（3月16日起啟用）

44
（3月21日起啟用）

11
（3月23日起啟用）

6
（3月28日起啟用）

◆◆林鄭月娥聽取香港浸會大學協理副校長林鄭月娥聽取香港浸會大學協理副校長
（（中醫藥發展中醫藥發展））卞兆祥介紹中心的設施卞兆祥介紹中心的設施。。

暫 託 中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