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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波新冠疫情
初期，接連有染疫的機
組人員違反指引在社區遊

收集抵港首7天離家活動軌跡 違反規定者可被解僱

走，衍生多條傳播鏈，令香港承受
沉重的教訓。為減低機組人員播疫風險，
特區政府上月底公布，所有駐港機組人員抵港首 7 天

須記錄個人行蹤，國泰航空因應有關規定，為相關機組人員
提供名為「Crew Activity Log（機組人員活動紀錄）」的手機應用程式，記錄抵港
首 7 天醫學監測期間的離家活動軌跡。國泰航空昨日回應表示，程式是
因應政府規定推出，僅會收集特區政府要求的資料，會確保

昨日疫情

符合私隱條例。運輸及房屋局表示，政府要求
航空公司確保機組人員在醫學監測

新增
總確診個案：

期間遵從相關要求，公司

251宗（包括
28宗輸入個案）

需要承擔責任。
◆香港文匯報

群組情況

記者 文森



•核酸檢測陽性：104宗
•快速測試陽性：147宗
•累計個案：1,198,456宗
•新呈報死亡個案：兩宗
•第五波累計死亡個案：9,159宗

◆ 國泰班機抵港
國泰班機抵港。
。

◆太古城麥當勞群組：新增一宗確診，涉及 66 歲女子，17 日出現病徵，快測陽
性。群組內早前兩名確診者病毒樣本經全基因分析，證實是輸入性新變異病毒
BA.2.12.1

資料圖片

◆全港新增19宗學校呈報陽性個案，涉及19間學校，包括15名學生及4名教職員

(

區政府早前調整機組人員的入境檢疫安排，駐港客機機組人員返港後，必須在檢疫酒
特店隔離
3 天，取得陰性檢測結果後可進入社區，但必須接受 4 天醫學監察。至於貨機

機組人員，抵港後無須酒店隔離，但抵港首7天要避免於公共場所參與脫罩的活動，以及保
留出行紀錄。

首 3 天酒店檢疫無須記錄
據國泰職員表示，公司推出「Crew Activity Log（機組人員活動紀錄）」的應用程式，客
機人員除首3天因為接受酒店檢疫無須記錄行蹤外，抵港第四天至第七天所有離家活動都要
用程式記錄下來，例如上傳「安心出行」的截圖。貨機人員則在7天醫學監察期，用程式記
錄離家的個人行蹤。有職員表示，若被公司發現他們無法滿足記錄行蹤要求，將面臨嚴重
紀律處分，包括可被解僱。
國泰航空昨日回應查詢時表示，特區政府已要求航空公司實施有效的機制，以確保機
組人員完全遵從醫學監測期間的相關要求。所有駐港的機組人員均須接受醫學監測，以
及記錄個人行蹤，直至他們抵港後的第七天。若有違規情況，相關機組人員的指定身份
將被取消。航空公司亦需要承擔責任，監察機組人員的行蹤紀錄並進行定期的查核，若

航空公司未有盡職監察其機組人
員的合規情況，其機組人員的指
定身份將會被取消。發言人強
調，會確保有關安排在遵守政府
規定的同時，亦符合有關私隱條
例。

◆九龍塘國際英文幼稚園再增一宗確診個案，與早前爆發6宗個案的班級同層不同班，新
個案班級暫時無需停課
◆早前令73人染疫的「星月樓群組」發現有廁所抽風機反裝，可能令含病毒空氣反
衝入大廳，已遵照衞生防護中心指示改善

運房局：航空公司需承擔責任

醫院情況

◆484名確診病人留醫
◆98名確診者仍在隔離病房

◆目前有10名確診者危殆、11人嚴重，兩人在深切治療病房

◆新增60人康復，44人出院
運輸及房屋局昨日亦回應指，政府已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要求航空公司實施有效機制，以確保其機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組人員完全遵從醫學監測期間的相關要求。航
空公司需要承 擔 責 任 ， 負 責 監 察 其 機 組 人 員 的 行
蹤紀錄並進行定期的查核。若航空公司未有盡職監察
其機組人員的合規情況，其機組人員的指定身份將會被取
消。

確診昨增251宗 九龍塘幼園多一童染疫

新個案班別與爆疫班別無共同活動
歐家榮說，中心昨日已從這間幼稚園抽取6個環
境樣本進行化驗，包括涉事群組課室的枱、空氣
淨化機、抽氣扇等，全部樣本陰性。新增個案所
在班別，與已停課一周的爆疫班別沒有共同活
動，暫時看不到有關聯，相信與校巴無關，但不
排除他們共用設施而被傳染。由於之前個案集中
於同一班房，相信與校巴無關。
該校昨日仍有不少家長接子女放學，但也有少

◆ 星月樓廁所抽風機錯誤反轉安裝，及鮮風機沒全開。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變異病毒於社區
再有確診。「太古城麥當勞群組」昨日再增加一
例，一名 66 歲女子 17 日出現病徵並快測確診，累
計 9 名食客和 3 名密切接觸者感染，而早前引發 73
人感染的上環「星月樓群組」，被發現其廁所抽風
機錯誤反轉安裝，及鮮風機沒全開，或因此引發爆
疫，酒樓在衞生防護中心指示下已全面改善。

◆ 位於九龍塘的國際英文幼稚園St. Catherine's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再新增一宗個案。 資料圖片
數家長擔心傳染而替子女請假。有家長表示已替
子女多備幾個口罩，學校也加強了防疫措施，例
如取消了小食時間，學生飲水要到操場等。

林翠玲：學校遵守中心指引最重要
作為幼稚園校長的教聯會副主席林翠玲表示，
她對幼稚園出現疫情很憂心，認為小朋友之間傳
染風險很高。她指，是次該幼稚園有新班別出現
個案，那個小朋友很可能和其他小朋友有接觸，

其玩過的玩具等也會有其他小朋友玩，造成傳播
風險，但假如防護中心有專家曾到校內巡查認為
安全，則還是應該聽專家意見，最重要是學校遵
守中心指引。
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緯遜向媒
體表示，今後會否再有爆發，要視乎感染控制
措施，但坦言要求幼童跟足防疫指示頗難，學
童在幼稚園內相信有不少接觸，爆疫風險較
高。

12.4%受訪者因第四波疫情現創傷後遺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理工大學研究
團隊於第四波疫情期間電話訪問逾 3,000 名市民，
並深入訪談最受疫情影響的 240 名長者及弱勢群
體，發現有12.4%受訪者因疫情出現創傷後遺症。
領導研究的理大醫療及社會科學院院長岑浩強表

◆ 岑浩強(中)呼籲社會大眾正視疫情造成的創傷後
遺症症狀。

星月樓廁所抽風機反裝 已改善准復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昨日新增新冠
確診個案 251 宗，較前日增加一宗，當中 28 宗為
輸入個案。其中早前爆發疫情的九龍塘幼稚園，
昨日新增一學童確診，與爆發 6 宗個案、目前停課
一周的班別同層不同班。中心調查初步認為新個
案與早前群組無關聯，而新個案的 27 名同班同學
和 5 名教職員均一直檢測陰性，評估風險後，允許
該班別如常上課，中心將密切關注有無新增個
案。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昨日在
疫情簡報會上表示，新增 19 宗學校呈報陽性個
案，包括 15 名學生及 4 名教職員，涉及 7 間幼稚
園、8 間小學及 4 間中學，包括早前爆發 6 宗個
案 、 位 於 九 龍 塘 的 國 際 英 文 幼 稚 園 St.
Catherine's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 再新增一宗
個案，新確診的學童周一（23 日）最後一天上
學，上午放學時出現病徵，下午放學後回家快測
陽性，周二向學校呈報。學童之前爆發疫情的班
別同層不同班。
這名學童已打兩針新冠疫苗，家人均檢測陰
性。同班 27 名同學和 5 名教職員均檢測陰性，其
他班級亦無發現新個案，因此暫時無須停課。

示，由於第五波疫情較當時嚴重得多，估計出現
創傷後遺症的比例應高於30%。
理大醫療及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團隊在 2020 年獲
特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醫療衞生研究基金支持，
開展一項混合式研究。研究分為兩部分，第一部
分為大型電話訪問，團隊於2020年12月至2021年
2 月，即第四波疫情期間以電話訪問超過 3,000 名
市民，當中 69%受訪者為年齡介乎 18 歲至 59 歲的
成年人士，以在職人士居多。
調查發現，12.4%受訪者出現創傷後遺症徵狀，
當中失業或沒有個人收入、教育程度較低的受訪
者，較大機會出現創傷後遺症的徵狀。在防疫措
施的遵從性方面，研究發現中年或以上、教育程
度較高的已婚女性，較願意遵從不同的防疫措
施。
團隊亦發現，觀看疫情新聞的時間和創傷後遺
症徵狀的嚴重程度有關。每天觀看多於一小時疫
情新聞的受訪者，一方面會更遵從防疫措施及相
關建議，但亦會有更嚴重的創傷後遺症徵狀。
研究的第二部分為深度訪談，團隊在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2 月先後與 31 名 65 歲或以上長者進
行訪談，當中近七成為退休人士。團隊發現，受
訪長者疫情下日常活動暫停，大部分人感到擔
心、無助、憂鬱，甚至有個別受訪長者表示沮
喪。

75 歲婆婆搶購消毒液排隊幾小時
獨居的 75 歲的華珍婆婆表示，之前的生活多姿
多彩，但疫情期間不敢出門，見不到子孫，更曾
為搶購消毒液等排隊幾小時，感到灰心。現在社
會逐步復常，母親節終於見到子孫，感到很開
心。

專家籲正視疫情導致身心變化
岑浩強表示，社會逐漸復常，市民的精神健康
同樣需要復常，呼籲社會大眾正視疫情造成的創
傷後遺症症狀，留意自己的身體、情緒、行為及
社交狀況的變化，一旦出現相關徵狀而影響生
活，且持續一段時間，便應向專業人士或社福機
構尋求協助。

疑爆疫當晚部分鮮風機沒開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於昨日疫
情記者會表示，星月樓爆發疫情後，中心即時與機
電署人員到現場巡查，發現爆發疫情的 3 樓廁所抽
風機錯誤裝反，以致本該將空氣抽出室外，變成將
空氣抽入室內。同時，鮮風機沒有正常運作，與規
定的每小時全部換氣一次的標準有很大距離，懷疑
爆疫的 5 月 7 日當晚，鮮風機沒開到最大，部分鮮
風機沒開，因此要求酒樓改善。中心其後再巡查星
月樓，發現已改善並符合標準，提取的環境樣本亦
全部檢測陰性，因此允許星月樓恢復營業。
歐家榮強調，特區政府對食肆換氣量和淨化率有
明確要求，食肆一定要定期保養換氣和淨化系統，
確保符合標準。政府部門亦會定期巡查，確保達
標。
餐飲處所換氣量或空氣淨化設備工作小組主席源
栢樑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該酒樓鮮風機的操
作指示燈藏在天花板，如果無啟動或故障，員工難
以察覺，但他提醒食客和經營者，如果在食肆感到
空氣侷促空氣不流通，則要格外留意。工作小組擬
倡議政府設立指引，協助食肆負責人了解如何定期
維修保養通風系統或空氣淨化設備。

太古城老麥群組增一確診

群組調查方面，涉及新變異病毒的太古城三期麥
當勞群組再多一人確診，患者為一名 66 歲女子，
居於鰂魚涌南豐新邨 9 座。歐家榮透露，這名女子
已接種兩針疫苗，她於 5 月 13 日上午 11 時半至 12
時半與兩名親人光顧該店，部分時間與染疫的 64
歲美國返港女子重疊。這名患者 5 月 17 日發病，同
日快測呈陽性。當時一起進餐的兩名家人，及同住
家人目前均檢測呈陰性。
該群組目前累計 9 名食客染疫、分布 6 張不同餐
枱。中心於現場檢取 21 個環境樣本，全部檢測陰
性，相信是短距離空氣傳播，無環境因素。由於懷
疑發生感染的 13 日上午，64 歲美國返港女子坐於門口位置，
而鮮風是門口吹入，經大廳由廚房位置排出室外，因此將病毒
帶入店內，令數人受感染。當時在場百多名顧客絕大部分已經
遵守強檢，除了這9人，其餘全部陰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