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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檢測證確診
求助四天始隔離

患者受病痛折磨無藥食 憂重演第五波床位
「爆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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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太太確診送隔離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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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9 日（五）
陳先生陪同太太向私家醫生求診，陳太當時已出現
喉嚨痛、咳等病徵，被診斷為感冒。二人為安全起
見，同往流動採樣站接受核酸檢測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反
彈，近日每日均多逾 4,000 人確
診，據醫務衞生局統計，當

7 月 30 日（六）

中四成患者需入院或入住

下午約 3 時，陳先生接獲檢測結果陰性的短訊通
知，但太太傍晚約 6 時許，接獲初步陽性通知，當晚
呈報衞生署，陳太登記要求入住隔離營檢疫，陳先生
則登記作密切接觸者

隔離設施，但目前只啟
用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
及兩間社區隔離酒店，

7 月 31 日（日）
陳太收到隔離令。陳先生早上致電衞生署熱線，交代太
太為長期病患，希望盡快安排太太送往任何的隔離設施，
對方着他耐心等候，但指近期每日確診人數持續超過
4,000，需時處理入營申請。之後，陳先生不時再撥打熱
線，但一直未有接通

狀態，提供約 9,000 間
房的竹篙灣瀕臨逼爆。
香港文匯報昨日接獲讀
者陳先生求助，指其妻
子確診 4 天以來，一直
因病床不足遲遲未能安
排入住隔離營或入院，夫

◆北大嶼山醫
院香港感染控制
中心。
資料圖片

8 月 1 日（一）
陳先生早上致電追問衞生署，會否安排當天送營，職員稱會派員
接人，惟陳先生苦等，遲遲未獲通知。陳先生擔心太太病情，改為
致電消防處熱線，對方指尚未收到衞生署的「出車」指令，着他繼續
等，但等到當晚11時，也沒有任何回電

婦倆連日來周旋在衞生署
及消防處之間，說好的「出
車」前來接人未兌現；其間

8 月 2 日（二）

他們狂試預約「指定診所」俱

早上 10 時許，陳先生終於收到衞生署回電，稱已通知消防處接送病人，着他等消防處通
知。等至下午 1 時，他致電消防處查問進度，對方解釋原本安排陳太前一晚送往北
大嶼山醫院，惟其時床位已「爆滿」，原再打算改送竹篙灣檢疫中心，但也
爆滿，當時仍努力找床位。陳先生無奈收線，未幾收到消防處回電指北
大嶼山醫院剛騰出一個床位。終於在下午 4 時許，陳太搭上抗疫
的士入院接受治療

爆額，未能獲處方新冠藥物，
「太太屬長期病患，好擔心有病無
藥醫，令她病情惡化。」撲足 4 天床
位，昨日剛好北大嶼山醫院有病人出院，
才成功安排陳太入院。他慨嘆香港是否又重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演第五波疫情期間，床位「爆煲」、公共醫療系統
崩潰的狀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為密切接觸者的 50 餘歲陳先生，正在家中隔
作離，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電話專訪時，講述事件

來龍去脈 。他透露，45歲的太太上周六（30日）收到
核酸檢測陽性的短訊，他則仍是陰性。「屋企只有我
們兩人，她即時入客房自我隔離，當晚大家分頭呈報
衞生署。」由於他們共用廁所，加上兩人同患高血壓
等長期病症，格外擔心染疫後較難控制病情，「太太
擔心傳埋我，兩個一齊病晒，無人照顧咁點算？」

致電衞生署消防處不得要領
他們呈報時已表明需要將患者送入隔離設施或入
院，以為即將會被接走，所以陳太當晚便開始執拾
行李，準備隨時入營。豈料等足 4 天，其間他們不
時致電予衞生署及消防處熱線查問，「真係要好有
耐 性 ， 有 時 聽 完 10 分 鐘 電 話 錄 音 ， 才 有 真 人 對
話。」衞生署曾指，其太太收到隔離令後，很快便
會獲送入營，但收到隔離令後電話來來往往，衞生
署及消防處只着他「等安排」，始終得不到確切資
訊。他苦笑打電話打到記得熱線職員的聲音，「打
到我都認得消防處接線生把聲！」

今次遭遇，也令陳先生
十分擔心特區政府的抗疫能力，因衞生署與
消防處的熱線職員曾提及，近期確診人數眾多，處理
需時，床位亦相當緊張。「我諗住這兩個部門經過第
五波後，可以協調得更加好，如公開隔離營及醫院即
時入住數據，讓市民查閱，一旦有空位病人可自訂抗
疫的士入營，市民就不必要電話查問，但原來他們無
協調。」最奇怪是他們一直未收到政府送來的電子手
帶及陳先生的隔離令，更遑論抗疫物資。

從未收到電子手帶抗疫物資
「撲床位」撲個空，無奈之下，陳先生只得一邊依
從衞生署指引，在家中戴上口罩，每次太太使用廁所
後進行大消毒，一邊等候政府派員接人。「幾時嚟？
去邊度？通通唔知，只好叫自己耐心忍耐。」
最令他擔心是太太有病無新冠藥食，連日來備受喉
嚨痛、咳及頭痛等病徵折磨，「睇見新聞，有確診者
明明今日無事，隔日就走咗，佢有事點算！」他倆幾
乎天天嘗試預約「指定診所」領取處方新冠藥物，但
一直不成功，「我每日朝早、下午，凌晨，任何時段

明起半歲嬰可接種科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昨日新增 4,123 宗
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當中 234 宗為輸入個案，再多 11
名確診病人離世，除了早前公布不治的 22 個月大女嬰
外，其餘死者都是年長的長期病患，亦是疫情反彈以
來死亡個案第二次升至兩位數。衞生防護中心表示雖
然確診數字有起伏，但疫情整體趨勢仍在向上發展，
由於整體個案增加，離世個案亦隨之增加。醫管局強
調沒打疫苗較打齊疫苗人士的死亡風險高 15 倍，再次
呼籲市民要打齊 3 針以上疫苗。特區政府昨日宣布，
本周四（4 日）起 6 個月至 3 歲幼童可接種科興疫苗。
至於復必泰疫苗，政府正與藥廠洽購兒童版。此外，
50至59歲人士周四起可預約接種第四劑疫苗。

死亡數上升與確診數上升有關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劉家獻昨日在疫

情記者會上表示，昨日留醫的新冠患者共1,536人，當
中有 16 名病人危殆、28 名病人嚴重。他形容，近日死
亡數字「上升速度快」，由上月初每日僅1至3宗死亡
個案，增至近日不時見雙位數，「中間有起起跌跌，
平均每日五六宗，今日去到 11 宗，所以新冠疫情並唔
係普通傷風感冒。」他解釋，相信死亡數字上升與確
診人數上升有關，會有相當比例的確診者病情惡化，
甚至死亡。
他強調，接種疫苗可減低患重症或死亡風險，「未
打針盡快打針，打一針或者兩針嘅，盡快打齊。」
特區政府昨日發新聞稿表示，家長或監護人由本周
四上午 9 時起，可透過網上預約系統，為 6 個月至 3 歲
的幼童預約接種科興疫苗，亦可選擇透過參與疫苗接
種計劃的逾千間私家醫生或診所，預約免費接種科興
疫苗。此外預約系統亦會同步更新，由周四上午九時

◆確診四天的陳太太，昨日終獲入住北大嶼山醫
院。
受訪者供圖
都試，預約全部滿額！真係諗住最後要靠親友幫手
買。咁搞法，即使市民想居家隔離，政府也沒有足夠
支持。」
等了又等，熱線打了又打，確診第 4 天的陳太昨日
終獲送入北大嶼山醫院，原因是該院剛剛有病人出
院，才成功安排陳太入院。

起，50 歲至 59 歲合資格人士可網上預約接種第四劑科
興或復必泰疫苗。

昨逾五百師生確診涉 383 間學校
另外，香港各學校昨日呈報新增 549 宗新冠確診個
案，他們分布於全港 383 間學校，涉及 443 名學生和
109 名教職員。過去 7 天有 199 間學校出現兩宗或以上
個案，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建議 14間學校合共14個班
別，以及1個校巴感染群組停課一周。
此外，調景嶺基督教健明幼兒學校多個班別有師生
染疫，過去數日累計 10 名學生及 2 名教師確診，該校
共有92名學生及17名教職員，需全校停課一周，是恢
復面授課以來首次全校停課。
中心表示，停課幼兒學校由於人數少、學童年齡小
及有較多接觸，因此建議停課；其餘學校仍為零星個
案，認為學校暫未見大規模爆發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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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視需要重啟備用隔離設施

其他相關設施處於備用

星期三

2022 年 8 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就有市民確診後在家呆等
4 天仍未能送醫或送往隔離中
心，其間亦未獲發新冠藥物，
醫務衞生局發言人回覆香港文
匯報查詢時表示，特區政府現
時集中使用一所社區隔離設施
及兩間社區隔離酒店，會密切
監察疫情的發展及社區隔離設
施的使用情況，有需要會重啟
處於備用狀態的相關隔離設
施。醫療衞生界立法會議員林
哲玄認為，陳先生的遭遇顯示
特區政府在疫情升溫下，必須
加強統籌安排、啟動備用資
源，包括指定診所及方艙醫院
等，最能「救近火」是推廣遙
距視像診症，他促請特區政府
多管齊下、及早籌謀，切勿重
蹈第五波的覆轍。

議員倡遙距診症「救近火」

林哲玄表示，新任行政長
官是紀律部隊出身，市民對他
在統籌安排和行政效率方面有
期望。就投訴人陳先生的遭
遇，林哲玄認為凸顯了部門合
作的問題，使陳先生遊走於衞
生署及消防處之間。為免確診
者變「人球」，他建議集中由
一個熱線中心處理，政府必須
急聘足夠人手處理個案，以及
建立統一文檔、指揮流程。患
者一個電話打進來，應該立即
提供具體安排及時間表，同時
向同住家人提供防感染錦囊，
以及提供遙距診症，令患者心
中有數，做出最好個人衞生安
排。
據他所知，特區政府已經
着手考慮啟動備用隔離設施應
對疫情，但本着先後原則，會先啟動部分方
艙醫院接待可能大量出現的長者患者。
他表示，香港備用隔離設施足夠，現在最大
難題是香港全面復常，各行各業重開，政府難
以聘請人手，以重啟隔離設施，才出現大量隔
離設施閒置，而需要隔離的患者卻無法得到適
切的安排。「政府目前是在研究請人方案，但
疫情不等人，亟應加大力度早做預備。」
他指出，遙距診症是應對即將到來疫情高
峰期的關鍵，只要大部分確診病人得到及時
遙距診症，及時處方口服藥大幅降低重症和
入院率，得到居家隔離醫學支援，病人就可
在家安然康復，公共醫療就不致再受擠壓，
但目前醫管局的遙距診症數量遠遠未達要
求，數量少是因為推廣不夠，以及醫管局的
遙距診症中心人手嚴重不足。
他建議政府啟動與私家醫生全方位合作，
動員全港私家醫生，建立分布在全港各區的遙
距診症網絡，可以大大提升應對這次，以及未
來疫情的能力，「只要絕大多數的病人得到及
時診症、分流，就有望令公共醫療，以及社會
運作保持最大限度正常化，不再被疫情衝擊以
致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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