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一
10月19日

周二
10月20日

32歲OL 「發冷發熱」 出現病
徵，當日在鰂魚涌港島東中
心上班

**醫生鍾緯略曾向女患者提及醫生鍾緯略曾向女患者提及
派樣本瓶方案派樣本瓶方案，，但她求診時已但她求診時已
近一時近一時，，翌日才可交樽翌日才可交樽，，衡量衡量
時間後時間後，，決定轉介患者往公立決定轉介患者往公立
醫院醫院。。

同日下午，她前往梁顯利油
麻地社區中心的臨時檢測中
心採樣*。前往檢測中心並不
需要轉介信，據悉患者並沒
有告知檢測中心相關病情。

周日
10月18日

她到筲箕灣愛蝶灣商場鍾緯
略醫務所求醫，醫生鍾緯略
寫轉介信*，建議她前往公立
醫院急症室或門診求醫。

周五
10月16日

漏
洞

周末、公眾假期無免費檢測，或只開
半日，市民檢測無門

私家醫生表示，衞生防護中心溝通單
向，難以接觸補充資料

**有病徵人士不能在檢測中心有病徵人士不能在檢測中心
做檢測做檢測

漏
洞

檢測中心目的為找出社區隱形患者，但卻
拒絕有輕微病徵人士接受檢測，被指本末
倒置

《大公報》獲得獨家消息指
，檢測結果顯示她為超級陽
性患者

衞生防護中心證實她確診

漏
洞

假設她循普通科門診的檢測途徑，則兩至
三天才有檢測結果，患者仍會在社區 「遊
走」 數天

建
議

政府普通科門診診所應全年365日、上下
午無休式派樽及收樽，若人手不夠，可外
判服務給私營化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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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檢測難 文員病發五日才確診

衞生防護中心稱，該名32歲女患者（第5259宗
）於10月16日發病，出現 「發冷發熱」 ，18日向筲
箕灣愛蝶灣一名姓鍾的私家醫生求診。當時醫生認
為她不似是新冠肺炎患者，建議她去做測試，她因
應醫生建議，當日到設於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的
臨時檢測中心接受檢測，其後確診。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稱，該名女
患者的病毒數（CT value）為23，即是病毒量高。她
曾於傳染期與五至六位家人食飯，家人需送往檢疫
中心。她又稱，已去信呼籲私家醫生，一旦發現病
人疑似患新冠肺炎，應積極即時派樣本瓶給病人。

私醫批評防護中心單向溝通
愛蝶灣商場只有一名醫生姓鍾。涉事的兒科專

科醫生鍾緯略昨日接受大公報記者訪問時稱，該名
女患者於星期日接近下午一時，即診所臨近關門時
到來求診，她當時發高燒及發冷，並有上呼吸道感
染等徵狀，認為她很大機會感染新冠肺炎或流感，
但由於是星期日，無化驗服務，為免她在社區傳播
病毒，他馬上寫轉介信，讓她到任何一間醫院接受
治理。

「當時情況好緊急，姑娘親手將（轉介）信交
畀佢（患者），我哋強烈建議佢去醫院。」 鍾緯略
稱，該名女患者是新症，當時診所大多已關門，估
計她是隨便找一間診所。對於女病人選擇去油麻地
臨時檢測中心，他稱感無奈， 「封（轉介）信結果
無用到，衞生防護中心以為我無安排。」

他稱衞生防護中心前日致電通知診所該名女患
者確診，當時已說明有提供轉介信，對他在記者會
上被指無為病人安排測試，感到 「委屈」 ，批評衞
生防護中心溝通是單向， 「佢（衞生防護中心）搵
我就得，但我就搵唔到佢；問佢攞電話，佢唔肯留
，當我有嘢想補充，乜都做唔到。」

被問到若新冠檢測服務可以全天候七天提供，
鍾緯略稱： 「當然最好，日日可以做檢測同化驗，
就可以避免星期六同星期日無化驗的問題。」 他又
稱，自己穿全套保護衣應診，該名女患者是當天最
後一位求診者，由於診所每天關門前會徹底大清潔
，衞生防護中心評估認為診所可繼續營業。

13門診重陽只開「朝九午一」
醫院管理局46間普通科門診現時有派發樣本收

集包，但只在星期一至五派發，及只於星期一至星
期六早上10時至11時收集，公眾假期除外。而經私
家醫生派發的樣本瓶，病人需交回衞生署胸肺科診
所，收集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1時、星
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上午9時至11時。

被問及政府的派發與收集樣本瓶時間，為何不
每天延長服務時間，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何婉霞
稱，見到市民在假日需要檢測，所以下周一重陽節
假期，其中13間普通科門診會於上午9時至下午1時
開放。換言之，較平常星期一的服務 「大縮水」 。

就鍾緯略的批評，衞生防護中心發言人稱，獲
悉確診個案後會即時展開流行病學調查，包括透過
詢問病人以收集資料。中心正繼續跟進確診個案的
流行病學調查及接觸者追蹤的工作。

專家：病毒不會放假 收集樣本瓶應全年無休

女患者任職Neo Derm
同系美容院早前三人染疫

【大公報訊】記者劉昕報道：新增確
診的32歲女文職人員，據悉在鰂魚涌港島
東中心67樓上班，該層為美容中心Neo
Derm的辦公地點。資料顯示，美容中心
Neo Derm早在今年三月，旗下的美容院
有客人確診，其後又有兩名美容師確診，
至今共有四人染疫。

公司百人需接受檢測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

竹君稱，確診女患者在公司擔任文職工作
，不需見客，公司內100人需接受檢測，
與她坐得較近的兩、三名同事需檢疫。衞
生防護中心建議該公司停業14日進行大清
洗。

太古地產發言人昨日接受傳媒查詢時
表示，前日（19日）接獲港島東中心67樓
租戶通知，一名員工對新冠病毒測試呈陽

性，該員工最後上班為上周五（16日），
租戶已安排辦公室清潔消毒。太古坊辦事
處已安排港島東中心主大堂、所有停車場
升降機、扶手電梯、相關升降機及涉事樓
層的通風系統清潔消毒。

同廈上班族感擔心
港島東中心67樓為美容中心Neo

Derm。在港島東中心要前往67樓，需在
37樓大堂轉乘電梯。有在該處上班的市民
稱，對大廈有患者確診感到擔心。

「Neo Derm」 旗下的品牌包括 「
dermes」 、 「reenex」 、 「bioderma」
等。翻查資料，Neo Derm早前已有兩位
「reenex」 旺角分店美容師及一位客人確
診，包括37歲女美容師（第796宗）、33
歲女美容師（第756宗），及62歲女客人
（第504宗）。

▲32歲女文員居於嘉亨灣，上周五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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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昨日獨家報道，一名新冠肺炎患者於星期

日在油麻地臨時檢測中心接受採樣後確診，衞生防護中
心昨日證實，一名居住嘉亨灣的32歲女文職人員，上周
五發病，星期日到愛蝶灣的私家診所求醫，因應醫生建
議到油麻地臨時檢測中心。涉事的私家醫生接受《大公
報》訪問時則說出另一個版本，他稱當日評估認為女患
者已中招，並已寫醫生信轉介她到醫院。新冠病毒不會
放假，但政府派發與收集樣本瓶的地點，假期不辦公，
專家認為有關服務應全年無休，若人手不夠，可外判服
務給私營化驗所。

新 聞
追 蹤

大公報記者 劉昕、方學明（文）
馬丁（圖）

林鄭：正探討籌備強檢法律框架
【大公報訊】記者劉昕報道：政府正

在就強制檢測研究制定法律框架，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有關工作正在探討
籌備中，由於涉及人權問題，例如無病徵
的人抗拒做病毒檢測，所以必須小心進行
，政府會研究醫學界的建議。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
媒時，被問到有關強制檢疫的推行進度時
，她說有專家和一些社會上的意見認為，
在進一步嚴控疫情下，必須採取更嚴厲手
段，例如當發覺疫情在某一個群組或某一
個社區爆發時，為控制避免出現社區感染
，必須引入強制檢驗。

林鄭月娥稱，強制檢測需要有法律依
據，有關工作正在探討籌備中， 「我明白
這個工作要做得很小心，因為畢竟可能會
涉及人權問題，有人會說： 『我沒有病徵
，為何一定要強制我接受病毒檢測？』 」

她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前晚與醫學界人士
會面，他們在會上表達關注，事後亦公開
表達一些關注，政府對他們提出的所有意
見都會認真研究。

林哲玄：通報拒檢病人非「篤灰」
醫學會會長蔡堅稱，醫生需保護病人

私隱，不能胡亂向他人透露病人情況，擔心
若強制檢測方案落實，會破壞醫患關係。

不過， 「醫護誠信同行」 主席林哲玄
認為，若落實安排強制檢測，醫生向政府
通報拒絕檢測的病人名單，並不算是 「篤
灰」 ，而只是跟進病人情況。他指出，在
控制傳染病方面，醫生、病人以至整個社
會都有責任。他稱前晚會議上意見紛紜，
就醫生相關責任未達成共識，但大致認同
若懷疑病人受感染，都應安排接受檢測，
最終要靠醫生臨床判斷。

確診文員行蹤確診文員行蹤

32歲女子（第5259宗）
•於鰂魚涌港島東中心67樓上班

•居於西灣河嘉亨灣1座

•感染源頭不明

家人同事需檢疫：
•傳染期曾與5至6名
家人在家用膳

•二至三位坐在附近
同事

•公司內100位員工需要做
測試

檢疫

檢疫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衞生防護中心、、大公報記者整理大公報記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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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間普通科門診中的13間會在重陽節
假期開放，時間為上午九時至下午一
時

▲女患者星期日曾到愛蝶灣一間私家診所
求醫

▲《大公報》周二獨家披露臨時檢測中心
出現首宗初步確診，揭示檢測出現漏洞

【大公報訊】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稱，事
件顯示普通科門診派樽、收樽效率不夠高，建議全
年365日、上下午無休式派樽及收樽，完善機制。
他稱病人若在假期只能到急症室，輪候多時，會減
低病人求診意欲，若普通科門診全年無休做檢測，
24小時內出報告，有助市民養成檢測習慣。至於人
手問題，他建議政府將部分服務外判私營化驗所，
處理更彈性，也不會增加物流成本。

「醫護誠信同行」 主席林哲玄亦批評，普通科
門診的收樽時間太短， 「起碼要全日，若我夜晚七
點唔舒服去攞樽，但要等到聽日先交到樽，若第二
日碰上周末，咁咪死火？」 他建議政府設立24小時
派樽、收樽地點。

醫生倡外判化驗分擔人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