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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去年政府去年33月初起要求食肆須設月初起要求食肆須設「「執枱專執枱專
員員」，」，否則負責有關工作員工須在每輪收拾期否則負責有關工作員工須在每輪收拾期
間按需要潔手或換手套間按需要潔手或換手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特區政府要求餐飲業
務處所於去年3月初起須設
「執枱專員」執枱和清潔使
用過的餐桌，否則負責有關
工作員工須在每輪收拾期間
按需要用消毒潔手液潔手、

洗手或換手套。然而，香港文匯報發現不少食
肆均「懶理」上述措施。

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執枱專員」措施難以落實，因飲
食業正在復甦，難以請人，估計全港只有300
間大型食肆設「執枱專員」，其餘逾1.6萬間中
小型食肆員工均是樓面或收銀兼任；有小型食
肆負責人則訴苦，當忙碌時「仲邊有時間執一
張枱換一對手套呢？」

料僅1%食肆設「專員」
他表示，去年3月，飲食業仍處於較低迷的

時期，當時只有大集團旗下的食肆才有能力增
聘「執枱專員」；其後業界逐漸復甦，惟人工
上升，又變得難以請人，故料目前只有300間
食肆設「執枱專員」，佔全港食肆1%左右，其
餘食肆均是樓面或收銀兼任。

有小型食肆負責人直言，措施實施初期，兼
任「執枱專員」的樓面在執枱時仍會戴上手
套，之後也會用酒精搓手液或洗手，但生意之
後變好，承認員工時常沒有在執枱前戴上手
套：「現時午市人多，啲客喺度等緊，執枱慢
啲都唔得，即使有戴手套，都無可能執一次換
一對。」他並說，即使食環署前來巡查，也沒
有特別監察此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執枱無專員 食肆成缺口
香港文匯報記者揭侍應徒手執枱倒垃圾 雙手無消毒隨即傳菜

●侍應執枱傳菜等「一
腳踢」，且未有洗手或
消毒，專家擔憂添播
疫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
弦）香港特區政府於去年3
月初起，要求餐飲業務處所
須設「執枱專員」執枱和清
潔使用過的餐桌，如不能安
排「執枱專員」，亦要確保
員工在執行其他職責前須採
取手部衞生措施，包括使用
酒精搓手液、洗手或更換手
套，以減低有關傳播風險。
食環署2日回應香港文匯報
查詢時指，如署方人員在巡
查期間發現餐飲處所違反上
述情況，若有足夠證據，會
提出檢控。
因應去年2月底時有食肆

出現的群組確診個案，經專
家檢視食肆中的防疫漏洞
後，認為茶水間可能有交叉
污染，而侍應沖茶、傳菜時
亦可能因為接觸過沾有病毒
的食具，造成交叉感染。特
區政府其後要求餐飲業務處
所設「執枱專員」，負責收
拾使用過的餐具、清潔及消
毒使用過的餐桌和隔板，如
有食肆因成本、員工輪班等
原因不能安排「執枱專
員」，亦要確保員工在進行
其他職責，例如進行為食客
傳菜、遞水及餐具等行為
前，須採取手部衞生措施，
即使用酒精搓手液、洗手或
更換手套。

袁國勇2020年已倡設專員
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

曾表示，自己早在2020年就提出食肆要
設立「執枱專員」，以做到區分上菜及
執拾碗碟員工，可避免上一輪帶有病毒
的食客，經員工雙手傳播給下一輪客人
造成交叉感染，以減低有關傳播風險。
袁國勇指最理想的安排就是「執枱專
員」拿走污物後，立即用消毒藥水抹
枱，然後另一個沒有碰過污物的員工就
負責布置好餐枱及送餐等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2日亦向食物環境衞生

署查詢，以了解署方有無巡查、監察食
肆執枱情況。
食環署回應指，根據食物及衞生局局

長按《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
（業務及處所）規例》就餐飲處所發出
的指示，餐飲處所須安排專職員工負責
收拾使用過的餐具和清潔及消毒使用過
的餐桌及隔板（收拾職責），而其他員
工只執行收拾職責以外的職責。如有關
安排不可行，須確保執行收拾職責的員
工在轉為執行其他職責前須採取手部衞
生措施，即使用酒精搓手液、洗手或更
換手套，並應在每輪執行收拾職責期間
按需要採取手部衞生措施。食環署人員
在巡查期間若發現餐飲處所違反上述情
況，如有足夠證據，會提出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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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龍 塘 又 一 城 食 肆 望 月 樓 出 現

Omicron感染群組，再次引起社會對食

肆防疫措施的關注。去年3月初起，香

港特區政府已要求餐飲業務處所須設

「執枱專員」等防疫措施，惟香港文匯報記者2日巡察

食肆時發現，有食肆員工無戴手套，徒手清理食客用過

的餐具、紙巾及食物殘渣，之後亦沒有進行洗手或消

毒，其中一間的員工甚至只是用抹枱布簡單抹手，隨即

又為食客傳菜、盛菜。有防疫專家表示，物傳人的風險

不容忽視，有關情況絕不理想，強調食肆員工清理食客

用過的物品後必須清潔雙手，才能有效防止播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文森

香港文匯報記者2日隨機到青衣一間屋邨內的食肆巡察，該食肆
有兩名侍應「一腳踢」，既負責為食客傳菜、遞水及餐具，

亦要執枱及收拾食客用過的碗碟。不過，兩人全程沒有戴手套，徒
手直接處理食客用過的餐具，甚至徒手拿起食客使用過的紙巾、食
物殘渣等放至杯碗中帶走，當中一名侍應甚至直接拿起食客使用過
的紙巾清理枱面垃圾，之後亦沒有專門對枱面進行消毒，只是拿抹
枱布簡單抹一抹。

簡單抹手即投入其他工作
執枱及收拾碗碟後，兩人均沒有洗手或使用潔手液等，隨即又為

食客傳菜、遞水、遞餐具，及為食客盛小食。記者在店舖外又看到
有食肆員工徒手將碗碟中的食物殘渣、遺留垃圾丟至垃圾桶中，使
用過的餐具則放在垃圾桶旁，清理完畢的員工亦沒有洗手或消毒，
只是用抹枱布簡單抹手後就進行其他工作，衞生情況堪憂。
隨後記者去到金鐘一間商場內的食肆巡察，亦發現有店舖員工沒

戴手套，直接徒手清理餐具，之後沒有洗手或消毒。雖然此食肆在
傳菜及執枱上有分工，由不同員工處理，但「執枱專員」偶爾亦有
為食客遞送調料，而該名「專員」同樣徒手直接清理食客用過的餐
具，亦有直接拿起食客使用過的紙巾、食物殘渣等，收拾完畢後員
工並沒有洗手或使用潔手液，只是用抹枱布簡單抹手。

梁子超：物傳人亦不容忽視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2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每一波

疫情爆發，食肆都是重要擴散點，大多數情況是以人傳人、氣溶膠
等空氣傳播途徑感染，但物傳人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途徑。他指
出，上述情況絕不理想，若有感染新冠病毒的食客光顧，或會造成
傳播，強調食肆員工清理食客用過的物品後必須清潔雙手，才能有
效防止播疫。
他表示︰「有些食肆因為環境、人手條件限制等，難以做到請一

個『執枱專員』，另外一些食肆即使有『執枱專員』，也未必能夠
完全截斷物傳人的情況，主要是透過一些高頻觸碰的物品，例如水
壺把手、餐具等，這些物品食客、一般侍應和『專員』都可能在短
時間內交叉觸及。」
他認為，如果食肆未能設立「執枱專員」，但能注重上述物品的

消毒，也可最大程度減少傳播。
梁子超解釋，Omicron變種病毒有高排放量和間歇排放的特點，

「我們現在訂立的指引，例如每小時換6次氣，主要是依據肺結核
菌等傳統傳染病的經驗，但是Omicron患者如果在你身邊打個噴
嚏，即使你身處隔離病房，如果不戴N95（口罩），都有機會中
招。」故他認為，圍堵傳播源是目前社區的第一道防線，食肆衞
生、市民保持社交距離等屬第二道防線。

「邊有時間執一張枱換一對手套？」

執 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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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至22日為止日為止，，仍有數十名在望月樓仍有數十名在望月樓「「感染時段感染時段」」
用餐的食客在社區遊走用餐的食客在社區遊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九龍塘又一
城望月樓再多一名38歲食客初步確診，她
為被國泰航空男機艙服務員感染Omicron
（奧密克戎）變種病毒搭掤工的妻子，疑
與丈夫同到望月樓用膳時染疫，令望月樓
感染群組增至5人。香港特區政府至2日已
找到約170名同時段午膳的食客，但仍有
數十名有感染風險的食客在社區遊走。香
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擔心群組再擴
大，形容社區爆發已達臨界點；專家亦認
為香港有機會爆發第五波疫情，目前最重
要的是盡快找到其他食客，可考慮藍牙技
術追蹤，日後也應考慮「安心出行」實名
制，以堵塞沒有追蹤功能的漏洞。

增26個案疑染奧毒
港2日新增26宗新冠肺炎個案，當中17

宗列為無症狀感染病例，而24宗個案均帶
有N501Y及T478K變異病毒株，即極大可
能是感染Omicron變種病毒，倘進一步檢
測全部屬該新型變種病毒，香港累計個案
便破百，多達119宗。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指出，患者已接種兩

劑復必泰疫苗，在荃灣德士古道山德士中
心15樓工作，上月30日被界定為家居密切

接觸者，同日最後一天上班，送往竹篙灣
檢疫中心，1日出現喉嚨痛，2日抽取樣本
檢測呈初步陽性，Ct值大於30。她潛伏期
內工作和曾到訪地點會納入強制檢測公
告。

約170食客已尋獲
連同群組源頭的國泰空少，望月樓暫已

有5人染疫。陳肇始2日在電台節目上表
示，會繼續追蹤同時段用膳的食客，他們
被列為密切接觸者要送往檢疫中心。衞生
防護中心個案追蹤辦公室除之前透過訂枱
電話追蹤外，亦收到食客自行通報；另望
月樓提供資料找到使用信用卡付款的食
客。該中心2日晚補充，已找到約170名食
客，加上22名食肆員工等其他密接者和家
居接觸者，已安排約340人到檢疫中心。
不過，同時段用膳的食客有200多人，

即仍有數十名食客未尋獲。陳肇始則指
「安心出行」使用者會接獲強制檢測，但
政府並無資料知道是哪些食客，只呼籲食
客致電政府熱線跟進。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對香港文匯報

表示，Omicron病毒傳播速度極快，或呈
網絡式擴散，若大型爆發，一周內確診數

字或增加10倍，最後以幾何級數上升，現
時須盡快找出所有食客以控制傳播源，
「隱形病人在社區活動一兩天都可能造成
好大後果，成敗就在於一兩天。」對於
「安心出行」沒有追蹤功能的漏洞，他認
為要「賽後檢討」，對何種方式加強追蹤
持開放態度。
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

授袁國勇則重申香港追蹤技術弱，未能短
時間內找到密接者，食肆雖提供信用卡付
款資料，但部分食客用現金支付，且部分
食客或不願主動通知政府而「走漏」，有
機會爆發第五波疫情，認為或可利用藍牙
技術追蹤市民行蹤，雖有人或擔心私隱問
題，但認為疫症當前不應怕影響私隱。
創新科技界立法會議員邱達根向香港文匯

報表示，面對迅速傳播的Omicron，加強追
蹤是防疫大方向，他將與醫管局及相關部門
探討跟進，如可以將「安心出行」程式加設
一個每日上載（掃碼記錄）的功能，方便日後
進行追蹤。

IT人促電話實名制
智慧城市聯盟資訊科技管理委員會主席

龐博文則認為，最重要的是電話實名制，

如果實名制，使用「安心出行」程式，政
府的系統可追尋哪部手機收到風險警示以
作追蹤，但須有監察制度確保不會追蹤沒
有任何警示的手機用戶，保障私隱問題。
對於巿民日後進入食肆及表列處所要打

針，亦可記錄電子針卡資料以作追蹤，龐
博文認為若電話非實名制，或會有人用太
空卡或使用他人針卡資料蒙混過關，故仍
要電話實名制並更新「安心出行」程式，
綁定「智方便」程式，掃碼時可自動顯示
醫健通內的針卡資料，以便杜絕有關情

況。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僑則表
示，食肆若記錄食客針卡資料，須保證不
會洩露，在防疫與私隱保護之間要取得平
衡。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則表示，
個人對「安心出行」實名制持支持態度，
政府早前透露農曆新年前將要求在食肆用
餐的食客至少打一針，該要求已提高用餐
門檻，估計若推行實名制亦不會有太大阻
力。

香港文匯報
直擊

安心碼倡實名安心碼倡實名 增追蹤堵漏洞增追蹤堵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