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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批跳舞群組完全不守規矩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本港新冠肺炎疫情
近日急速惡化，每日新增確診個案接連創新高。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昨早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為應對新一波疫
情，政府決定收緊社交距離措施，指定消閒娛樂場所必
須關閉；當局也會要求食肆等指定處所提供 「安心出
行」流動應用程式二維碼，以便巿民記錄出行資料。

有必要即時收緊疫控措施
林鄭月娥表示，本港疫情在過去一周急速惡化，由
上周的 24 宗個案急升至本周的 188 宗，當中有不少是
源頭不明，反映社區內存在不少隱形傳播鏈，而 「跳
舞群組」是自疫情以來最大的群組爆發。她說，政府
已發出公告，要求曾到訪 21 間指明跳舞場所的人士接

受強制檢測，而在過去 2 天，當局已收到約 500 份曾
到訪首批 14 間指明跳舞場所人士提交的檢測報告，反
映受影響人士為數不少，不能掉以輕心。
林鄭月娥提到，根據網上與 「跳舞群組」相關的影
片、照片，有人完全不守疫情下的規矩，進行大量除去
口罩的緊密接觸活動，導致這一波疫情相當嚴峻。她指
出，政府一直小心應對疫情，儘管上一波疫情後期看似
穩定，社交距離措施也沒有全面放寬。如今疫情惡化，
政府有必要即時收緊相關措施。除早前已下令關閉的派
對房間和設有現場表演等處所外，涉及不佩戴口罩並有
人群聚集和身體接觸的消閒娛樂場所也須關閉。
政府早前推出 「安心出行」程式，林鄭月娥表示，
程式推出以來反應理想，但可做得更好，食物及衛生

局會要求食肆等指定處所向客人提供該流動應用程式
二維碼。政府會先鼓勵巿民進入有關處所時使用程
式，日後如有需要會再考慮規定巿民必須使用。

周內增設 5 間社區檢測中心
至於 「回港易」計劃，在實施首日有逾 2000 名巿民
經計劃返港。林鄭月娥表示，政府針對從內地和澳門
來港的旅客發出 32 萬張檢疫令，至今沒有發現確診個
案，而在向海外抵港旅客發出的 21 萬張檢疫令中則有
1167 宗確診個案。她認為有關數字反映內地和澳門在
疫情控制方面表現極佳，因此在這大前提下可繼續推
行 「回港易」計劃，滿足香港居民回港覆診、探親、
處理個人緊急事務等需要。

禁演出或跳舞 宴會上限 40 人

專家指疫情危急須即堵截

酒吧夜場明起再關閉

林鄭月娥表示，為遏止疫情擴散，政府要求 4 類人
士接受強制病毒檢測，包括曾到指明跳舞場所、求診
時有病徵、安老和殘疾院舍員工，以及的士司機。為
方便自願接受檢測的巿民，政府會將深喉唾液樣本收
集包派發服務擴至全港 121 間郵政局，並與港鐵公司
商討，在主要港鐵站提供相關服務。政府也會於本周
後期或下周初，增設 5 間社區檢測中心。
此外，林鄭月娥亦談及購買疫苗進展。她表示，政
府已預留足夠資金購買疫苗，本港一方面已參與世衛
牽頭的國際疫苗開發計劃，另一方面亦與部分研發疫
苗的藥廠商討及簽訂協議，惟基於保密原則未能公布
詳情。她續說，政府已向中央提出，假如香港有需
要，內地可在疫苗供應方面協助香港。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
本港爆發新冠肺炎第四波疫情， 「跳
舞群組」已累計有逾百人確診。香港
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良擔
心未來數星期或出現各式各樣的晚會
群組，認為食環署要加強巡查，清晰
界定原則。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
形容，疫情形勢危急，認為政府應要
求學校停課，帶頭安排公務員在家工
作等，並希望商界響應，關閉非必要
的娛樂及體育場所。

有必要加強巡查宴會場所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
報道：因應近日新冠肺炎疫情
再度惡化，政府宣布進一步收
緊社交距離措施。食物及衛生
局局長陳肇始昨日宣布由本周
四(明日)起，酒吧酒館、浴室、
派對房間、夜店和夜總會要再
關閉，禁止會址現場表演或跳
舞，所有餐飲處所宴會人數上
限為 40 人，最多 4 人一，新
措 施 暫 定為期 7 天。 陳 肇 始 表
示，收緊措施是要減低不必要
高風險群體消閒活動，對市民
日常生活不會構成不必要影
響，希望業界及市民合作。

宴會每限 4 人不逾 10
新措施將於本周四至 12 月 2 日生效，為期 7 天，當
中包括酒吧酒館、浴室、派對房間、夜店和夜總會要
關閉；禁止在會址進行現場表演或跳舞活動；所有餐
飲處所，包括酒店和會所，宴會人數上限 40 人，4 人
一，不能超過 10。同時，酒店和出租房間會設上
限人數，而酒店受檢疫人士和非檢疫人士的房間要隔
開，要採取合理措施，令檢疫人士不能離開房間，及
不能接受訪客。而食肆不多於 4 人一、4 人限聚令
及口罩令亦會繼續實施。
此外，政府昨晚續宣布，限制酒店及賓館內的聚集
活動及加強防止感染措施，包括：每間客房不多於 4
人、多於一間睡房的套房不多於 8 人、進行與婚禮有
關的傳統或宗教儀式時，則不可多於 20 人。
陳肇始表示，過去數天情況反映出病毒對同住家人
感染力很強，一些第二代、第三代傳播都涉及小型私

港府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對抗第四波疫情，明起再關閉全港酒吧、浴室及夜總會等場所。
人社交聚集，可能是家庭、朋友聚餐，傳染至同住家
人。她呼籲市民為家人想，盡量留在家中，減少不
必要外出、減少外出用膳、減少非同住家人聚會；長
者亦應盡量留在家中，同住家人的應減少社交活動。
陳肇始又呼籲僱主盡量讓僱員留家工作，而公務員事
務局亦已發出指引，員工可分兩組在家及回公司工
作，並提供彈性午飯時間。

歌舞場所已有 2800 人檢測
政府在過去數天兩次發出強制檢測公告，要求到訪
過 21 個歌舞場所的人士要做檢測，目前已有約 2800
人按公告進行檢測，當中找到 50 個初步確診者，相信
已成功截斷 50 條傳播鏈。陳肇始提到，當局將就高風
險群組，包括安老院舍、的士司機及向私家醫生求醫
的有病徵人士，推出強制檢測，相關政策局在落實相
關工作，會再公布詳情。
陳肇始指出，餐飲業務及其他表列處所要在 12 月 3
日前，向政府申請應用程式 「安心出行」的二維碼，
在收到二維碼後的 2 個工作天內，要在處所入口當眼
處展示。她呼籲市民為健康想，下載及使用 「安心

中通社

出行」。
政府發言人表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將於 11 月 30
日起，在其轄下的表演場地實施進一步的防疫措施，
如演出者在有現場觀眾的表演期間不能佩戴口罩，他
們須於演出前 72 小時進行政府認可的新冠病毒檢測，
並在持有檢測陰性結果證明後，才能參與相關表演，
以保障觀眾。政府會發信予其他非政府主要表演場地
的營運者，包括西九文化區管理局、香港演藝學院和
香港藝術中心，呼籲各相關場地的營運者，按實際情
況要求不能佩戴口罩的演出者在演出前進行檢測。

餐協指衝擊筵席婚宴生意
另外，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當局收
緊措施事前未有諮詢業界，認為會對餐飲業界帶來頗
大衝擊，特別對筵席及婚宴影響比較大，擔心餐飲業
生意會大幅下跌。他續指，一般 12 月份整個業界有大
約 110 億元生意額，但按照目前情況，許多大型活
動、節日慶祝及消費需要取消或延期，預料 12 月會錄
得四、五成跌幅，憂慮有食肆或要結業，影響業界失
業率飆升。

昨增 80 確診 跳舞群組佔 54 宗
另有一宗初步確診個案，是北角蘇浙公學
的 15 歲男學生，防護中心已指令學校停課 14
天。
輸入個案分別是從烏克蘭、土耳其、巴基
斯坦、俄羅斯、英國、菲律賓回港人士，亦
有 4 宗由尼泊爾回港，當中有 3 宗是第二次檢
測才發現。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庾慧玲表示，因應疫情
變化，宣布轄下 8 間療養醫院由今日起將會暫
停特別探訪，期望病人及家屬諒解；各間醫
院或診所亦會研究縮減非緊急服務，以及研
究遙距診症服務等，以減少醫院人流及傳播
風險。而現時負壓病床及病房的使用率，分
別為 64.9%及 70.2%。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本港新
冠肺炎疫情轉趨嚴峻，昨日新增 80 宗確診個
案，當中 11 宗為輸入個案、69 宗為本地個
案。 「跳舞群組」再新增 54 宗個案，至今此
群組共有 187 宗確診個案；另有 10 宗為源頭不
明本地個案，累計至今本港共有 5781 宗確診
個案。

跳舞群組累計達 187 個案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表示，在 80 宗確診個案中，患者包括 39 男 41
女，年齡介乎 2 個月至 88 歲，其中 32 人在檢
測中心找到；另有超過 50 宗初步確診。而在
69 宗本地個案中，有 59 宗是與之前個案有關
連，包括 54 宗與 「跳舞群組」有關，而連同
跑馬地新舊會所關閉 3 天
之前個案，目前 「跳舞群組」已有 187 宗個
「跳舞群組」 累計達 187 宗確診，圖為歌舞場所之一的世界舞蹈家演藝
案。
此外，民航處表示，一名外判工人前晚確
總會，已被納入強制檢測名單。
中通社
「跳舞群組」中除了已刊憲的 21 個場所之
診，現正在醫院接受治療，他在民航處總部
外，有人亦曾於上水、沙田大會堂跳舞。新增的確診
上班，負責後勤工作，毋須接觸公眾，於工作時有佩
10 個案源頭不明遍布全港
個案中，有在灣仔星月居工作的食肆員工。張竹君
戴外科口罩，並與接觸人士保持適當社交距離。
10宗源頭不明個案方面，他們分別是在沙田海港燒鵝
指，已建議食肆停業及大清洗。至於日前有仁安醫院
馬會亦稱，跑馬地會所管理層在過去 2 日接獲會員
海鮮酒樓做樓面的員工，住將軍澳、大圍、石硤尾的家
員工確診，昨日再有一名員工確診，懷疑他是與已確
通知有關 4 宗獨立確診個案，跑馬地新會所及舊會所
庭主婦，住港島區的外傭，住東涌的外判機場工作人
診員工共用休息室染病，院內有人要檢疫；路德會少
由昨日起暫時關閉 3 天，馬會正安排曾接觸確診者的
員，住屯門良景的主婦，住筲箕灣及在長沙灣做保安
年中心亦有託管老師染疫，他上課時有戴口罩，其他
員工進行病毒檢測，並繼續聯絡曾接觸確診者的會
的市民，住北角的無業人士，以及61歲住上水的市民。
學生需要接受檢測。
員。

何良昨早於電台節目中表示，留
意到近期仍有不少大型晚宴，但未有
嚴守防疫指示，如情況持續，擔心未
來幾星期或出現各式各樣的晚會群
組。他認為食環署有必要加強巡查，
清楚說明對場所的防疫要求，有酒
樓、酒店宴會廳防疫上明顯沒依照食
環署規例，上周仍見到有幾百人聚
會。他更經常在社交網站見到，不少
人出席大型宴會，但在非進食期間沒
戴口罩，質疑場所違反 599F 規例。
他預計，聖誕假期將至，於本周起
將有不少海外留學生返港，病毒或仍
然不斷循邊境或機場滲入社區，情況
令人憂慮，本港一直都未能落實安排
入境者在指定酒店隔離，是急須改善
的問題，他建議政府應考慮安排醫護
人員在機場為入境人士採樣檢測，以
確保樣本較優質及準確，並應借鏡內
地的 「封閉式安排」，包括有專車從
關口送檢疫人士到指定酒店隔離等。
梁子超則表示，本周 7 日確診平均
數相隔一周已升 7 倍，現時已不是單
一 地 點 爆 發 ， 而 是 「大 型 網 絡 式 爆
發」，出現超級傳播，有如 「森林大
火」，促各界要盡快截斷 「火路」，否則疫情將進
一步急轉直下。他又批評，政府收緊社交距離措施
太慢，直言措施如在兩周內未能恢復至第三波安
排，要在短期內控制疫情機會便很渺茫，呼籲應盡
快停課、在家工作等，而非必要娛樂及體育場所亦
應關閉，雙管齊下，實施社交距離措施及市民自
律，才有望可在數周內將疫情再次控制。

亞博館治療設施
今重啟收輕症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因應新冠肺炎
疫情惡化，醫管局今日重啟亞洲國際博覽館社區治
療設施，接收 18 至 60 歲、病情穩定、有自理能力的
輕症病人，首日會接收逾 40 名病人，並會首次接收
初步確診者。醫管局強調，確診者和初步確診者是
完全分開，不會發生交叉感染。

暫開放 1 號館和 2 號館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綜合護理計劃)陳允健昨日表
示，鑑於疫情來勢洶洶，加上流感高峰期將至，將
對公立醫院床位構成壓力，遂重啟亞博館社區治療
設施，目前只開放 1 號館和 2 號館，1 號館最多容納
500 張病床，首階段只啟用 200 張病床，專用作治
療。2 號館設有 400 多個病格，專用作接收初步確診
者。
他續介紹，人手方面，首階段有逾 150 名醫護參
與，包括 70 多位公立醫院醫生和護士，另有 40 名私
家醫生、20 名私家護士亦已表示有興趣參與。隨
疫情發展，亞博館可啟用 8 至 11 號館，最多容納
1900 張病床。
天水圍醫院急症科顧問醫生李立業表示，被送到
2 號館的初步確診者會進行快速測試，最多只需等
候 3 小時便有結果，期間會以嚴格的防疫管控措施
處理，他們的個人衛生及行走路線都有專人處理，
不會發生交叉感染，一旦證實確診便會送到 1 號館
治療。李立業強調，兩個館是完全分開。
此外，2 號館內有 30 個廁所和一些共用設施，會
提供餐飲服務；而 1 號館內則設有藥房、確診病人
每隔兩天便要進行驗血及照 X 光一次，並在特定時
間接受深喉唾液測試和抗體測試。

續有 7 歌舞場所納強制檢測
【香港商報訊】記者葉珮如報道：本港多個宴會廳
或跳舞場地近日陸續爆發疫情， 「跳舞群組」累計
187 宗確診，成為本港爆發疫情以來最大群組。政府
昨早刊憲再把 7 間歌舞場所納入強制檢測公告，曾到
訪這 7 間場所的人士須於本周四或之前接受檢測。
政府昨早刊憲公布，要求於本月 1 日至 23 日曾到過

7 間指明場所的人士，須於本周四或之前接受新冠病
毒檢測，7 間場所包括美孚君好宴會廳、沙田新光宴
會廳、香港仔勁爆娛樂製作公司、尖沙咀世界舞蹈家
演藝總會和星河音樂室、長沙灣 Victor Yang Studio，
以及九龍灣星輝宴會廳。
政府早前亦刊憲，要求到過 14 間指明跳舞場所人士

進行強制檢測。
另一方面，油麻地梁顯利社區檢測中心昨日繼續有不少
市民排隊接受檢測，中心外特設 「
跳舞群組」深喉唾液樣
本樽收集箱。有市民指，曾與妻子於本月到過沙田新光宴
會廳，妻子曾在場內跳舞，擔心萬一受感染會影響子女及
孫兒，加上政府規定強制檢測，故到場做檢測。

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今日重啟接收輕症疫患。
記者 馮俊文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