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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城老麥群組疑現二代傳播
有食客家人亦染疫 防護中心憂變異毒株令疫情反覆



(

昨日疫情

新增總
確診個案：

香港昨日單日新增 190 宗新冠肺
炎確診個案，是自 2 月初以來首次

190宗（包括28宗

跌破 200 宗，昨日也沒有新增死亡

輸入個案，其中19
宗在機場發現）

個案。但早前由美國抵港、帶有

群組情況

Omicron BA.2.12.1 變異病毒的六旬

◆太古城麥當勞群組：再多2名食客確診
◆再多21宗學校呈報陽性個案，包括19名學生及2名教職員

婦人，她曾到訪的太古城麥當勞餐
廳，昨日再多兩名食客確診，當中

醫院情況

一名食客的家人亦染疫，疑已造成

◆514名確診病人留醫
◆91名確診者在隔離病房
◆新增 2 宗危殆個案，目前有 10 人危殆、7 人嚴重，
3人在深切治療病房，另有27人出院

二代傳播。衞生防護中心形容目前
疫情平穩有望向下，惟擔憂變異病
毒株傳播力可能更快，令疫情反
覆，呼籲市民趁疫情平穩時打齊 3
針疫苗。有專家亦指，抵港完成檢

•核酸檢測陽性：94宗
•快速測試陽性：96宗
•第五波累計個案：1,210,586宗
•新呈報死亡個案：0宗
•第五波累計死亡個案：9,157宗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太古城三期麥當勞已關門停業
太古城三期麥當勞已關門停業，
，衞生防護中
心繼續調查播疫原因。
心繼續調查播疫原因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疫人士仍有機會將病毒帶入社區，
甚至有變種病毒的分支流入，只要
重症或死亡個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張竹君（左）表示，麥當勞分店不排除有
更多個案。右為李立業醫生。
中通社

該名由美國抵港的六旬婦人完成酒店檢
疫期後進入社區，曾惠顧太古城麥當

勞餐廳，早前已令隔籬枱的一家三口染疫。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該
餐廳昨日再多兩名食客經強制檢測發現確
診，他們分別是一名家住太古城鄱陽閣的
67 歲男患者，以及一名住觀塘麗晶花園第
六座的76歲女患者，其病毒CT值20多。
該名 76 歲患者與六旬婦差不多時間光顧
該間麥當勞，當時坐近 MC Cafe 的圓桌。
傳 染 期 曾 到 訪 土 瓜 灣 馬 六 Malacca Cuisine 、灣仔灣景中心大快活餐廳、怡和街麥
當勞、旺角荷李活中心稻香．茶居食早餐，
她兩名家人上周二亦已確診。衞生署正調查
昨日新增的兩名染疫食客，以及早前確診的
一家三口，是否帶有BA.2.12.1變異病毒。

張竹君：不排除有更多個案
張竹君表示，六旬婦到訪後，該間麥當勞
分店已累計出現 5 宗個案，全部於同一時間
用膳，中心已派員採集該分店的環境樣本及
調查，不排除有更多個案，「是比較大型的
麥當勞，當日應該超過 100 人到訪，要接受
檢測，仍未收到所有結果，個別人士亦可能
未檢測，我們會跟進，不排除有更多個
案。」
她又指：「新增的兩人加上早前一家三
口，都是坐圓枱，是否坐得很近我們要再看
看。而早前確診的女子（六旬婦）不是坐圓
枱、是坐高凳，以往也見過有餐廳，發現
（食客相隔）很遠也可以傳播。」
不過，她認為，目前疫情相當平穩，污水
檢測陽性比例及社區檢測中心發現的陽性個
案等各項指標，均呈平穩向下趨勢，「不排
除數字有輕微上落，但我覺得現時疫情都是
平穩，有望向下。」
惟她亦表示：「現在比較擔憂香港可能出
現 變 異 病 毒 株 ， 例 如 BA.2.12.1、 BA.4 或
BA.5，這些病毒株可能在傳播上更快。」
她提醒市民要接種 3 劑疫苗，又指一般市
民打3針已有效預防重症或死亡風險。

何栢良：接種率高不會湧現重症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昨日在
電台節目上表示，過去一年香港斷斷續續都
有檢疫酒店內傳播的個案，無可能完全杜
絕，呼籲市民要有心理準備，即使調整抵港
人士檢疫期，零星個案仍有機會流入社區，
甚至有變種病毒的分支流入，預料確診個案
可能會飆升，或者出現源頭不明病例。
他認為，關鍵不在於相關個案數目多少，
而是會否令社區的重症增加，只要大部分市
民已完成疫苗接種，就不會出現大量重症或
死亡個案。

北嶼醫院現院內感染群組
香港文匯報訊 醫管局昨日表示，北大嶼山醫院昨日公
布確診的一名女病人，與早前已公布的另一名男病人屬同
一院內感染群組。一名已康復的新冠男病人，於 5 月 18 日
由瑪嘉烈醫院轉到北大嶼山醫院接受康復治療，院方其後
因應病人的臨床情況於翌日再安排檢測，結果呈陽性。院
方其後將曾與該男病人同房的另外兩名男病人列為密切接
觸者。當中一名男病人於 5 月 20 日確診，他在確診前曾與
上述女病人一同接受復康治療。另外一名曾與上述女病人

同房的女病人，亦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需要安排隔離檢
疫。
有關病人現正在醫管局傳染病中心及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
染控制中心接受隔離治療，情況穩定。該病房已暫停接收新
症及探訪安排，並已進行徹底清潔消毒。為審慎起見，醫院
正安排有關的病人及職員進行病毒測試。
此外，公立醫院昨日沒有錄得病人經入院篩查或檢測呈陽
性以致有病人或職員被列為密切接觸者的個案。

港大同學會書院：
若中一現第四宗擬轉網課

幼園 5 生見陽
兩人有搭校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大同學會書院上周有 3 名同班中一學
生先後確診新冠肺炎，該校進行徹底清潔和消毒，師生在過去的周末亦
要做快速檢測，未再發現新個案，昨日全校學生照常回校上課。該校副
校長陳永昌昨晨接受訪問時指，如果中一班級短期內再出現第四宗個
案，學校才考慮將全級中一轉為網課，而如果在其他級別有學生確診，
校方會視乎實際數字再作安排。
有復課的中一學生表示，透過社交媒體得知同級同學確診消息，涉事
班別和中一級的同學都感到擔心，他亦擔心曾經接觸確診同學，會做好
消毒及遵守防疫措施。一名中二學生表示，學校有做好防疫措施，不擔
心在校園受感染，「我也不希望再多確診個案，始終回校上課是最好，
上網課大家不太專心。」有中五學生則指，自疫情以來課室的桌椅都已
分隔開，以減少接觸和感染機會，校內亦不會有脫下口罩的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分別在九龍塘
及紅磡設有校舍的國際英文幼稚園（St. Catherine's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昨日向
家長發信，指該校學前班及低班共有 5 名幼兒
通報快測陽性，包括學前班 4 人是昨日進行快
測，當中兩人有乘校車，最後上課日為上周
五；低班的一名陽性學生上周二後已沒上課。
該校表示，按照衞生防護中心指引，5 名學生
確診前兩天並沒回校，故暫不列入學校爆發個
案，校方已將情況上報衞生防護中心，並會安
排涉事學生班別的老師再做核酸測試，如有進
展會盡快通知家長。
國際英文幼稚園表示，昨接獲 4 名學前班下
午班學生家長通報，指其子女昨日快測陽性，
但其他家人均屬陰性。該 4 名幼兒其中兩人有
乘搭校車，另兩人是家長接送，4 人最後上課
日均為上周五（5 月 20 日）。另外，該校 1 名
低班家長昨亦告知學校孩子上周四快測陽性，
並有兩名家人確診，其最後上課日為上周二。
家長信指，學校已將情況上報衞生防護中
心，現該校全體教職員快測結果均為陰性，涉
事班別的老師會再作核酸測試，以策安全。學
校會按中心指示加強校內消毒工作，並會聘請
公司安排深層清潔，促請家長採取合適預防措
施。

小食部停運 課堂飲水出走廊
該校副校長陳永昌指出，因應事件，校內小食部本周內暫停運作，
「由於本月內學生早上回校上面授課堂後，下午回家上網課，不會在校
內用膳，故實際影響不大。」他又呼籲學生盡量不要在校內進食，「如
課堂時需要飲水，一定要老師批准，短時間出一出走廊，兩米範圍都無
人，才可脫口罩飲水。」他又指，校內師生的疫苗接種率近九成，暫未
有具體計劃何時恢復全日面授課堂，但料今次突發的感染群組後，可加
快提高校內疫苗接種率。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回應事件時說，每當學校發現有確診個案，衞
生防護中心都會小心考慮，現時教育局要求師生每天都要進行快速測
試，以掌握學校整體感染情況。他表示校方已作出很多防疫抗疫及清潔
工作，認為學校可繼續面授上課，並再次呼籲學生盡快打針。

專家：疫情或反覆 長者應打齊三針

提升疫苗接種率，就不會出現大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
員會主席劉宇隆昨日表示，
香港目前的疫情處於第五波
餘波，感染人數或會反覆，
若有新的變異病毒株流入，
或引起第六波疫情大爆發，
惟香港只有五成人口接種 3
劑新冠疫苗，重申目前最重
要是長者打齊3劑疫苗。
劉宇隆昨日在電台節目上
表示，打第四針不是優先項
目，因為保護力很短，只得
一兩個月，「無病痛的18歲
至59歲人士不需急於接種第
四針……但少數人群有需要
打第四針，包括到海外升學
或旅遊、長期病患、在港參
與前線檢疫或醫護人員。」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
監何栢良昨日在電台節目上
亦提到，香港去年 11 月起
才開放接種第三劑疫苗，但
只有很少人第一時間去打第
三針，目前打第四針需與上
一針相隔 6 個月，相信合資
格的人數不多，而如果是接
種復必泰疫苗，防重症成效
在打針後半年內仍相當高，
而從預防重症的角度來看，
打三針的成效已非常高，認
為健康人士並沒有打第四針
的迫切性。
截至昨晚 8 時，政府已為
市 民 接 種 共 約 1,672.2 萬 劑 新 冠 疫
苗，其中超過 668.7 萬市民已接種第
一劑疫苗，佔合資格人口的 91.9%；
超過 629.6 萬市民已接種第二劑疫
苗，佔合資格人口的 86.5%；超過
363.7 萬市民已接種第三劑疫苗，佔
合資格人口的 53.7%；而接種第四劑
疫苗的市民人數亦超過10萬。

疫下難預約普通科門診 覆診搞足六句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疫情下多間醫管局普通
科門診診所，轉作指定診所專治新冠患者，令非新冠的
長期病患者、長者或有需要的市民無法及時就診及取藥
困難。74 歲的「三高」患者娣姐需要長期服用藥物，她
表示疫情下預約門診服務非常困難，並需要跨區到牛頭
角、藍田等地方取藥，每次覆診全程需時五六個小時。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顏汶羽調查亦發現，九龍東市民的普
通科門診服務預約困難，近九成受訪者表示預約不順
利，亦有近六成受訪者取藥過程並不順利，顏汶羽建議
醫管局為部分病人提供網上應診服務。

近九成九龍東受訪者預約不順
顏汶羽早前調查 621 名九龍東居民，了解他們在疫情
下對普通科門診服務的需求，結果發現近八成受訪者表
示自己或親友為長期病患者，每年需覆診 4 次或以上。
但近九成受訪者表示預約不順利，兩成多受訪者要致電
最多 6 次才成功預約服務，更有超過三成半受訪者一直

未能成功預約，亦有近六成受訪者表示取藥過程並不順
利，有近五成受訪者需要跨區取藥。
居於觀塘的 74 歲娣姐原本在順利邨普通科門診就醫及
取藥，疫情前兩個月覆診取一次藥，但第五波後該診所
改為指定診所，娣姐惟有預約其他診所的服務，「電話
預約好困難，通常都要提前一日或以上先約到，而且因
為看診人多，都會跨區到牛頭角、藍田等地的診所。」
娣姐指跨區覆診及取藥，往往花五六個小時。「我有三
高，需要長期服用藥物，如斷藥或會出現頭暈、爆血管
的情況。我要定期做檢查，抽血、量血壓等等，需要醫
生看診跟進的。」

顏汶羽倡提供網上應診服務
顏汶羽表示，第五波疫情緩和，醫管局已逐漸恢復部
分普通科門診服務，但若不幸出現第六波疫情，他擔心
一般「非緊急」公營醫療服務將再度因應疫情發展而陷
入「停擺」的狀態。他建議醫管局為部分病人，尤其是

◆顏汶羽（右）指，調查發現九龍東市民有近九成受訪
者表示預約不順利。
長期病患者提供網上應診服務，並為病人提供社區藥房
取藥或郵寄送藥服務，以及進一步擴大公私營醫療協作
計劃，將患者分流至私營醫療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