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
栢
良
：
黃
大
仙
醫
院
群
組
或
病
人
傳
染
家
屬

文 匯 要 聞A8

20222022年年88月月66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2年8月6日（星期六）

2022年8月6日（星期六）

◆責任編輯：常 樂

七旬婦見陽 突心跳停止不治
其女兒早前已確診 專家倡居家檢疫宜「執緊啲」

香港昨日新增4,428宗新冠肺炎確診

個案，其中205宗為輸入個案，較前

日稍為回落，惟有多4名染疫長者離

世，其中一名70歲女死者生前已打齊

三針，沒有嚴重健康問題，於前日快

測呈陽性後不適到急症室求診，其間

突然停止心跳，搶救無效不治。其女

兒早前已確診，未知是否導致母親受

感染，而死者的具體死因有待解剖裁

定。有專家指出，特區政府部門在安

排確診者居家或到檢疫設施時，要考

慮會否感染家中長者，而長者病情可

能來得急促，不明顯的初始病徵亦有

可能急轉直下，建議政府做宏觀分

類時宜「執緊啲」。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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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疫情

院舍及學校疫情
◆3間安老院有新增個案，包括葵青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長發安老院、保良局東涌
護老院，以及沙田東華三院羅王玉文護養院暨日間中心

◆255間學校合共呈報321宗個案，涉270名學生及51名教職員
◆中西區樂䔄幼稚園和元朗商會小學個別班級有多人確診，須停課一周

醫管局概況
◆1,492名確診病人目前留醫，當中197人為新增個案
◆新呈報6人危殆，目前合共有28人危殆，當中8人於深切治療部治療，另有
16人嚴重
◆沙田醫院2名非緊急救護車服務助理7月30日確診，其後發現再多2名
職員確診
◆黃大仙醫院胸肺科新增一名護士確診，群組累計有6人感染

◆屯門醫院1名病人入院篩查呈陽性，另一病人列為密切
接觸者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本地核酸檢測陽性：1,422宗
•本地已核實快測陽性：2,801宗
•新呈報死亡：4人，介乎70歲至
94歲，包括無嚴重疾病並已打齊
3針的70歲婆婆

•第五波累計死亡人數：9,318宗

新增
總確診個案：

4,428宗（包括
205宗輸入個

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姜嘉軒）疫情持續波動，學校
需要繼續緊守防疫安排，保障師生健康。教育局昨日宣
布，今年9月新學年，全港中小學及幼稚園將維持半天
面授，而所有師生每日仍需快測，直至另行通知。針對
疫苗接種率九成以上的中學，由於學生人數及接種情況
有所變動，學校必須重新向局方申請，才能獲准恢復全
日面授，小學及幼稚園則暫不會有全日課安排。有中學
校長表示，新學年新增一批中一新生，加上「音樂椅效
應」下師生流動，理解局方重新申請的要求。校方將盡
快收集並更新接種資料，為學生爭取更多在校學習時
間。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再次呼籲家長盡早安排子女接種
疫苗，而合資格學生更應打第三針，加強個人保護。

九成學生齊針 中學可申全日面授
教育局昨日去信全港學校表示，2022/23學年將暫時

維持半天面授課堂，及每天進行快速抗原測試的安排，
直至另行通知。如中學有九成或以上學生打齊針，可全
校恢復全日面授，有關要求亦適用於按年級計。

信中特別提醒，由於學生人數及打針情況於新學年
有所變動，所有學校必須為2022/23學年的全日面授課
堂安排重新遞交申請，否則只能上面授半天課。
在小學及幼稚園方面，教育局表示，由於學生年紀

較小、自理能力較低，而3歲至11歲群組的疫苗接種
率目前仍不高，故暫時不會安排全日面授課堂。
此外，中小學可安排已打齊針的學生，在放學後進

行非學術性課外活動，及在校內進行一些不佩戴口罩
活動（如吹奏樂器、接觸式運動如足球、籃球）。在
周六，中小幼亦可安排學生進行半天不除口罩的非學
術性課外活動。

校長：重新計算申請全日面授合理
創知中學校長黃晶榕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該校早前接種率已達標而獲批全日面授，如今會
重新計算及申請，「（再申請）都好合理，我本身以
為（全日課接種率要求）或會再提高到九成半，畢竟
打針已推廣很久。」

他指出，新學年有中一新生加入，加上部分師生流
動，都會令接種率變化，現學校已着手為新學年更新
資料，盡快申請，又強調普遍學校和家長都希望盡快
回復正常校園生活，「在家長角度，或會擔心半日課
後子女流連在外或回家無所事事，容易沉迷電子產品
或有身心健康問題；老師則覺得半日網課較難控制課
堂，部分同學專注力低，學習效能較差等。」

蔡若蓮籲速為子女安排接種
蔡若蓮昨日到訪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出席由

教育局與辦學團體舉辦的「學校疫苗接種日」。是次
活動共有來自10所學校約170名學生和家長打針，蔡
若蓮表示，接種疫苗是最有效的防禦方法，現時打針
年齡已下降至6個月，加強幼童個人保護，又呼籲家長
盡早為子女安排接種，及讓合資格的學生打第三針。
教育局在5月至8月期間舉行32場「學校疫苗接種

日」，蔡若蓮鼓勵更多辦學團體舉辦聯校打針活動，
便利家長及學生。

新學年學校續半天面授每日快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嶺南大學政策研究
院昨日公布的一項調查發現，香港與內地的多項出入
境檢疫隔離措施，對香港市民往返內地工作及消費帶
來不便，甚至影響生計。調查顯示，64%受訪市民的收
入因此而受到影響，68%指其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影
響，31%更指因而失業。76%受訪者期待與內地盡快恢
復免檢疫通關。學者建議特區政府可採用「先易後
難」策略，優先討論與廣東省恢復正常通關的可能
性。

逾六成人收入因而減少
嶺大的研究團隊於上月成功訪問逾1,200名18歲或以

上本港市民，了解香港與內地的出入境檢疫隔離措施

對他們的影響及對復常通關的看法，樣本涵蓋全港十
八區。調查結果發現，64%受訪者指因現時兩地的防疫
隔離措施，個人收入因此而減少，部分受訪者的收入
更銳減至少30%；68%受訪者認為有關措施對他們的
工作造成影響或不便；73%指對其所在行業造成影響。
31%受訪者更表示，因未能復常通關而失業或短暫失
業。
除工作受影響外，72%受訪者認為未能復常通關對

他們的生活造成影響或不便，67%指疫情前有到深圳或
其他內地城市娛樂消費的習慣，在現時的檢疫隔離措
施下，跨境消費模式亦被迫改變。
長期滯留內地港人的醫療需求亦備受關注，68%受

訪者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委託內地醫院為內地港人提供

受資助的醫療服務，亦有69%受訪者支持醫管局為滯
留內地港人開通「遠程醫療」或「視像診症」，讓他
們在疫情期間仍能接受本港的醫療服務。

學者倡先爭取與粵商正常通關
負責領導今次研究的嶺大副校長莫家豪昨日表示，

結果反映兩地出入境檢疫隔離措施已影響市民生計，
生活模式大受影響，大部分港人期待早日正常通關，
恢復探親、旅遊及經商等活動，建議特區政府加強與
內地各省市政府的溝通協調，進一步強化兩地檢測標
準及追蹤制度對接，為推進恢復正常通關創造更多有
利條件。他認為可採用「先易後難」策略，優先討論
與廣東省恢復正常通關的可能性。
嶺大政策研究院助理教授（研究）黃耿華指出，不

少需長期使用公共醫療服務的市民尤其長者現時滯留
內地，難以定期回港覆診，建議香港醫管局在疫情期
間為他們開通「遠程醫療」或「視像診症」。

嶺大調查：三成人因未復常通關失業

◆◆何栢良估計黃大仙醫院群組個案由病房病人傳予探訪家屬何栢良估計黃大仙醫院群組個案由病房病人傳予探訪家屬
的可能性較大的可能性較大。。圖為黃大仙醫院圖為黃大仙醫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黃大仙醫院胸肺
科女病房感染群組昨日再多一名護士染疫，
至今累計6人確診。衞生防護中心表示，暫未
能確定傳染途徑，須進行基因分析。該感染
群組涉及獲安排恩恤探訪的病人、其家屬及
同房另外3名病人。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
心總監何栢良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估
計個案由病房病人傳予探訪家屬的可能性較
大，並認為事件不應影響現有恩恤探訪安
排。
何栢良相信，有關病房內的探訪人士均須戴口

罩，但部分垂危病人或長者可能沒有佩戴口罩，
而過往該類群組通常由沒有戴口罩者傳播病毒予
有戴口罩的一方。
他續說，Omicron病毒的潛伏期中位數約為

2.5天，恩恤探訪的家人快測陰性，但探訪後約
24小時的核酸檢測陽性，再加上病房內另有3名
病人的檢測亦陽性，出現6宗陽性個案，相信較
大可能是探訪者在病房內被傳染，而並非探訪前
已帶有病毒而不自知。

指事件不應影響恩恤探訪安排
「其實是探訪者在探訪期間受感染，並非探訪

前感染了而不自知，去探訪時將病毒傳予垂危家
人及3名同房病人。」他認為今次事件不應影響
恩恤探訪安排，但提醒去探訪人士要小心在探病
期間受到感染。
被問及疫情的走勢，何栢良表示，目前最關鍵

仍是疫苗接種，因為80歲或以上長者接種新冠
疫苗比率低，仍有31%連一劑疫苗都未接種，其
中部分是社區中的獨居長者，反映社區支援不
足。
他認為，目前封區強檢及污水檢測等成效十分

低，特區政府應該取消相關措施，並重新調配人
力資源去組織外展隊落區，甚至以「掃樓」方式
上門為長者打針，推高接種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疫情反
彈下，再有多間學校出現確診個案，衞
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公
布，新呈報321宗確診個案來自255間學
校，涉及270名學生和51名教職員，而過去7

日有133間學校錄得2宗以上確診個案。其中元
朗商會小學4B班的38名學生，有5名學生確診；中

西區的樂䔄幼稚園PNGF班21名學生中，有3名學生及
2名教師確診，兩班級需停課一周。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分析過去三

周個案走勢，每到星期三四，單日新增個案相對較多，周五
及後會下跌，相信趨勢與學校呈報流程有關，「全港約70
多萬中小學師生，一般星期一返學後會收到大量快測陽性結
果，需要第二天再做核酸檢測確認，才能納入當日確診數
字，所以通常都是星期三四上升，星期五跌下來。」
他指出，這70多萬師生是不容忽視的活躍群體，預計短暑

假結束、新學年開學後，學生重聚會令疫情繼續反彈，學生
更可能將病毒傳給家人，導致二次擴散，故建議開學後一段
時間，學校應考慮暫緩唱歌、劇烈運動等高風險課外活動，
待兒童疫苗接種率進一步提升後再逐漸復常。

255校321宗確診 兩校兩班停課一周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
任張竹君昨日在疫情簡

報會上公布，昨日新呈報的
確診個案中，4,223宗為本
地病例，確診數字雖較前日
有所回落，但個案仍然較
多，整體疫情呈上升趨勢，
政府暫無計劃放寬社交距離
措施。

劉家獻：無資料證家中感染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質
素及標準）劉家獻表示，在昨
日新呈報的4名離世長者中 ，只
有1名70歲女患者生前已接種三劑
疫苗。她生前除了膝關節退化外，並
無其他嚴重健康問題。
他表示，與死者生前同住的女兒早前確
診，而死者前日快測呈陽性，出現氣喘、呼吸
困難及咳嗽等病徵，遂到急症室求醫，惟求診期
間突然心跳停頓。院方為她急救及插喉，惜最終
不治。目前未能確定其死亡是否與感染新冠病毒
有關，個案會以解剖驗屍確定死因。
劉家獻表示，暫無資料顯示70歲女死者是在

家中受感染，但哪些確診者適宜家居隔離，仍有
檢討空間。
衞生署其後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該名

70歲女死者的女兒上月28日透過快速抗原測試
申報系統報告其陽性結果，衞生防護中心經評估
其提交的資料包括家庭環境後，評估為需進入社
區隔離設施接受隔離，同日向其發出隔離令及通
知消防處跟進安排運送。女死者本月4日申報快
測陽性結果，中心同日向其發出隔離令及通知消
防處跟進安排運送往社區隔離設施。

梁子超：需顧留家長者照料問題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指出，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將確診者
從家居環境中轉移走無疑是最理想的做法，即使
確診者家中有獨立衞浴環境，也很難避免確診者
與其他家人有暴露接觸，建議政府做宏觀分類時
宜「執緊啲」，但將長者的確診家人送到竹篙灣
檢疫設施，可能涉及留家長者的照顧問題。在安
排確診者離開後，應確保有其他家人可以幫助照
料。
他指出，長者染疫風險很高，即使打齊三針也

有一定死亡率，故需要特別留意早期病徵，「有
一點不舒服就應該求醫。」
餘下3名新增死亡個案分別83歲、92歲及94
歲，均為長期病患，包括高血壓、心臟病及長期
腎功能差等。有兩人未有接種疫苗紀錄，其中的
94歲女死者是前日已公布的個案。她在黃大仙醫
院胸肺科留醫期間病情惡化，家屬獲安排恩恤探
訪後核酸檢測確診，追查下發現女死者及同房3
名女病人也染疫。

黃大仙醫院增一護士確診
劉家獻表示，該病房昨日新增一名護士確診，
令該病房群組累計已有一名護士和4名病人感
染，連同探望死者的家人共有6人染疫。
他表示，離世94歲女病人由於身體不適，上
月1日到廣華醫院求醫，上月20日轉往黃大仙醫
院。由於她有多項長期病患，病情一路轉差，最
終離世。其餘3名染疫病人一直入住該病房，相
信是在病房內受感染，但暫仍未肯定傳染途徑及
方向，醫管局會進行基因分析以進一步了解。

◆◆中西區樂䔄幼稚園有中西區樂䔄幼稚園有55名師生染疫名師生染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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