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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現大型群組 西環邨 5 廈圍封
2022年5月13日（星期五）

污水病毒量急增 西苑台累計 5 宗確診來自 4 家庭



(

昨日疫情

香港昨日新增 294 宗新冠肺炎確
診個案，但疫情再現波瀾，輸入個

新增總
確診個案：

案較前日增加三成達 40 宗，以及再

294宗（包括40

發 現 6 宗 涉 及 新 變 異 病 毒 BA.4 及

宗輸入個案）

BA.2.12.1 的輸入個案（見另稿）；

•新增核酸確診：115宗
•新增快測呈報：179宗
•第五波累計個案：1,195,034宗
•新呈報死亡個案：1人
•第五波累計死亡：9,143人
病死率︰0.765%

新增個案

本地疫情方面，西環邨一帶污水樣
本的病毒量異常增高，由以往數千
病毒單位急增至幾百萬個病毒單

◆特區政府昨午圍封全
個西環邨共5
個西環邨共
5 幢大廈
幢大廈。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位，其中該邨西苑台最近累計發現
5 宗確診個案，來自 4 個家庭。特區
政府昨午圍封全個西環邨共 5 幢大
廈，是繼圍封葵涌邨之後再有全邨

◆學校新增 14 宗呈報個案，涉及 13 間學校，包括 13 名學生和 1 名教職員，未見校
內傳播
◆一間曾出現疫情的殘疾人士院舍新增1宗確診，涉及一名員工
◆衞生防護中心調查馬頭圍「新旺會」桌球室群組，涉及 4 宗個案，包括兩名外地返
港人士，5月9日在該處打球的逾150人均需強檢
◆由於檢測到污水樣本病毒量異常增加，政府圍封強檢西環邨
◆衞生防護中心於輸入個案中，發現再多兩宗 BA.4 個案，以及 4 宗新變異病毒
株BA.2.12.1

醫管局概況

被圍封。附近的港大醫學院向全校

◆目前共829名新冠確診病人留醫；新呈報1人危殆、1人嚴重，目前
有兩名危殆病人在深切治療部留醫
◆新增138人康復，當中108人出院

師生發出警示，指堅尼地城區出現
大型群組，呼籲師生本周內切勿在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該區午膳，以及進行需脫下口罩的
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
於疫情記者會上表示，香港過去 24 小

時新增 294 宗新冠確診個案，包括 115 宗核
酸檢測，179 宗快測呈報確診。她表示，近
期抽驗大廈排放污水樣本的病毒量一直回
落，檢測到的污水病毒單位由數千到十幾萬
不等，但位於堅尼地城區的西環邨，檢測到
的污水病毒含量異常高。她透露：「驗出相
當高的病毒量，特別是西苑台，平時可能
是、即有些情況最近找到（病毒量）可能是
數千，有些可能比較高、十多萬，在西環邨
可能都有數百萬。」

同區 15 屋苑大廈獲派快測包
衞生防護中心翻查發現，西苑台最近累計
有 5 宗確診個案，來自 4 個家庭，他們分別
處於不同樓層，不同單位，未發現大廈內有
橫向或垂直傳播。根據污水樣本，該邨中苑
台、北苑台都可能有確診個案，評估疫情風
險後，昨午採取圍封強檢整個西環邨的行
動，希望找出所有隱形確診者，阻斷大廈內
傳播。特區政府還向該區 15 個屋苑及大廈
派發快測包，呼籲居民自行做檢測。張竹君
說：「區內居民若出現病徵，請立即快測，
若陽性需立即居家隔離及向中心呈報。」

港大籲師生勿到堅尼地城午膳

紅磡桌球室爆疫 料屬本地感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桌球室等康樂設施自上月
21 日重開後，爆發首宗感染群組。一名早前從美國來港
的 20 歲青年，完成酒店檢疫後進入香港社區遊玩，他與
一名同日從菲律賓抵港的男子，本周一（9 日）傍晚至
深夜在紅磡馬頭圍道「新旺會」打桌球，兩人其後檢測
呈陽性，個案追蹤後更發現該桌球室早前有兩名客人確
診，使該群組增至 4 宗個案。衞生防護中心懷疑上址有
傳播鏈，雖然當中兩名患者是剛抵港者，但仍相信本地
感染機會較大。另外，昨日輸入個案飆升至 40 宗，再發
現多兩宗 Omicron BA.4 個案，以及再多 4 宗 Omicron
BA.2.12.1 輸入個案。專家指出，海外出現不少傳染性高
的新變種，疫情輸入風險大增，呼籲特區政府加強對高
風險地區的外防措施。
該名20歲青年，上月29日由美國抵港，完成酒店檢疫
後進入香港社區，日前出現喉嚨痛，其後自行進行快測
發現確診，CT 值 23，病毒量相當高，衞生防護中心經
追查之下發現，他曾與一名同日從菲律賓抵港的男子，
於本周一（9 日）到紅磡馬頭圍道紅磡商業中心 B 座 3 樓
「新旺會」打桌球。

現一名 23 歲於本周三（11 日）確診，另有一名 40 歲男
子本周二（10 日）確診，二人均為本地個案，即上述地
點同一時段至少有 4 宗個案。衞生防護中心已到場調
查，並會繼續經「疫苗通行證」向當時在場的逾 150 名
顧客發出強檢令短訊。
雖然當中兩名患者是剛抵港者，但衞生防護中心傳染
病處主任張竹君相信，本地感染機會較大，相關病毒樣
本正做全基因檢測，以確定是否本地傳染。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曾致電「新旺會」，職員表示桌
球會仍有營業，衞生署昨早已到場消毒及採集環境樣
本，並無要求桌球會停業或加強任何防疫措施。
另 外 ， 張 竹 君 表 示 ， 香 港 再 錄 多 4 宗 OmicronBA.2.12.1 變種病毒輸入個案，累計已達 11 宗。其中 3 人
在香港機場檢測時發現，分別來自荷蘭、由美國經土耳
其抵港，以及由美國經日本抵港。餘下一人於上月底由
美國經韓國抵港，於抵港第 5 天在檢疫酒店揪出。此
外，亦有兩宗 OmicronBA.4 變種病毒輸入個案，均在機
場發現，患者分別由南非抵港，以及由美國經日本抵
港。

向逾 150 人發強檢令

梁子超倡加強外防輸入

中心之後再追查曾同時間到訪「新旺會」的人士，發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安心」刪碼接百求助 資科辦擬推查詢專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
式本周二更新後，因技術錯誤，導致部分 Google 及華
為用戶在更新程式後，已儲存的「疫苗通行證」二維碼
等資料被刪除，其後修正問題，推出 3.2.5 更新版本。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昨日再次為事件致歉，指承辦
商及資科辦在測試過程中不夠嚴謹，日後會加強測試，
並認真檢討事件，資科辦亦計劃一兩周內推出查詢專
線。
林偉喬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資科辦就今次事件收
到約 100 個求助，「這個事故不能接受，很明白市民的
心急情況，特別是當天下大雨，市民去到食肆不能進
入，特別是老人家，我都反省了。」他並就事件帶來不
便再次致歉。他指出，如果巿民由舊版本直接更新至最

疫下「開心指數」續跌 阿媽特別難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和富社會企業「香港開心
D」以及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主辦「香港開心指數」研
究團隊，昨日公布最新調查結果，發現在疫情高峰期下，
香港平均每5個家庭，就有1個不開心。10分滿分的「家庭
開心指數」，今年平均分為 6.89 分，較去年的 7.26 分為
低。調查發現，疫情影響受訪者的精神健康大於身體健
康，普遍市民認為在第五波疫情中，和家人相處常常感不
安和焦慮，當中母親比父親受到較高的負面影響。
調查發現，開心指數與收入、感情狀況息息相關，以收
◆林清（右）建議，丈夫應盡量與家人溝通，並分 入約 6 萬元以上受訪者為例，其個人開心指數平均分為
7.27，而收入 1.5 萬元以下受訪者，只有 6.37 分。另外，已
擔家務，亦可多讚美妻子。

新版本，將不受影響，並指除了憑紙本針卡再掃描二維
碼外，受影響市民亦可以到疫苗接種網站輸入個人資料
取回電子針卡二維碼。資科辦亦計劃推出專線，處理巿
民對「安心出行」應用程式運作的問題，期望一至兩星
期內推出。
他提到，今次更新已進行全部驗收工作，未來在更新時
都會推出測試版，由辦公室人員測試幾天才正式推出，而
以往有較大改動都會做相關動作，但由於今次更新改動較
少而跳過該步驟，「今次因是非常小的改動，大家（承辦
商及資科辦）沒有做這步驟（推出前人手測試）。經檢討
後，覺得這步驟一定要做，那麼多市民用（安心出行），
如果出錯，就影響很多市民的生活。我們承諾日後一定會
做這步驟。」

婚人士的開心指數有 7.33 分，相對單身人士 6.53 分為高。
研究團隊解釋，去年調查時正值第四波疫情尾聲，因此開
心指數較高，今年調查時為第五波疫情最高峰期，對指數
影響較大。

專家：老公宜多讚美老婆
不少家庭成員互相接觸的時間上升，但面對財政困難、
感激家人付出，以及就重要的事提出意見方面，均有更負
面的情況出現，尤其以母親的角色來說，大多需要照顧家
庭，工作量變大，「小朋友唔使返學，要睇住佢哋上網
課，又要緊張買唔買到餸。」
東華學院副院長林清教授建議，部分收入較少的家庭，
丈夫應盡量與家人溝通，並分擔家務，亦可多讚美妻子，
透過以上愛的語言，提高開心指數。

◆紅磡「新旺會」共有 4 人打桌球染疫，職員表示桌球
會仍有營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示，現在國際和香港的疫情逆轉，之前香港每日數萬宗
比國際嚴重，輸入風險低，現在歐美發病率是香港十
倍。美國、南非等地因新變異病毒開始流行，疫情普遍
反彈，香港疫情輸入風險與日俱增。不過，他認為，這
次桌球室群組有待全基因分析，並不能肯定就是本地傳
播，若是輸入性新毒株，有可能已產生多條隱形傳播
鏈，後果嚴重。他建議政府全面加強外防輸入，本地全
力進行個案追蹤，否則一旦外來變異毒株在本地生根發
展，很容易爆發第六波疫情，經濟民生將遭受重創。

屯院調亂病人遺體「燒錯屍」

區內的港大醫學院昨日於港大 Fb 發文提
醒全校師生指，堅尼地城及其周邊地區有機
會出現大型感染群組，強烈建議師生於本周
內，不要到該區的食肆午膳或參與任何除下
口罩的活動，並提醒校內師生，進入醫學院
前，必須上載當日快測結果到醫學院的網上
系統，以保護所有人。
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堅尼地城一帶食肆有負
責人表示，對事件感到一頭霧水，直言：「完
全唔知發生咩事。」也有食肆負責人表示，近
期到餐廳進食的學生不多，很擔心若區內出現
大型爆發影響生意，他說：「防疫措施剛剛放
寬，生意剛剛有起色，千萬別打回原形。」
此外，一間早前曾發生過疫情的殘疾人士
院舍，昨日新增 1 宗新增個案，涉及一名員
工。全港學校新增 14 宗呈報個案，涉及 13
間學校，包括 13名學生和 1名教職員，有一
間學校有兩名學生感染，是一家人，未見校
內傳播。

◆西環邨圍封強檢，對面街有食肆仍然營業。
◆張竹君表示，西環邨檢測到的污水病毒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量異常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屯門醫
院殮房誤調兩具病人遺體，導致「燒
錯屍」。院方昨日證實，兩具被對調
的病人遺體，其中一具遺體已被火
化，4 名殮房職員已被停職。院方已透
過早期事故通報系統向醫管局總辦事
處報告事件，並會成立根源分析委員
會調查事件及檢視遺體處理流程。有
殯儀業人士估計，可能是遺體手帶出
錯導致。
屯門醫院發言人昨日表示，根據殮房
紀錄，涉事的兩名離世病人的家屬前日
早上接近同一時段，先後到該院殮房辦
理認領遺體手續。一具遺體原定在醫院
告別禮儀室進行儀式後直接運往火化，
另一具遺體則送往殯儀館進行儀式，不
過及後殮房職員接獲通知，指在殯儀館
的遺體並非原定的遺體。

原送殯儀館 已運往火化

醫院立即展開調查，在證實事件時，
其中一具遺體已被火化。據了解，兩具
遺體均為男性長者，分別為 83 及 84
歲，而原應在醫院送往殯儀館的遺體已被送到和
合石火葬場火化。
發言人指，院方高度重視事件，前日及昨日
均與家屬通話及會面，就遺體被對調深切致歉
及致以慰問，院方會盡力為家屬提供所需協
助。而院方已透過早期事故通報系統向醫管局
總辦事處報告事件，並會成立根源分析委員
會，調查事件及檢視遺體處理流程。
事件中，4 名殮房職員已經停止執行相關職
務，屯門醫院已提醒殮房職員務必謹慎執行遺
體認領程序，加強遺體身份認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