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衞生防護中心正就香港確診個案繼續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及接觸者追蹤的工

作。接觸者追蹤的數目如下： 

（新增個案標示為藍色） 

 

本港確診/疑似個案 

 密切接觸者的數目 其他接觸者的數目 

第七十六宗、第九十一宗及 

第一百零三宗個案 

(57 歲女病人、26 歲男病人

及57 歲女病人) 

3人 6人 

第八十三宗、第八十四宗及第

一百一十二宗個案 

(55 歲女病人、24 歲男病人

及55 歲男病人) 

2人 18人 

第一百零五宗、第一百零七

宗、第一百零八宗、第一百一

十宗、第一百一十一宗、第一

百一十五宗、第一百一十七宗

及第一百一十八宗個案 

(69 歲女病人、84 歲男病

人、69 歲男病人、73 歲女病

人、76 歲男病人、59歲女病

人、52歲女病人及48歲女病

人) 

 

37人 89人 

第一百零六宗及第一百一十六

宗個案 

(56 歲男病人及44 歲男病人) 

 

11人 8人 



第一百零九宗個案 

(38 歲女病人) 

^ ^ 

第一百一十四宗個案 

(41 歲男病人) 

16人 32人 

第一百一十九宗、第一百二十

宗、第一百二十一宗、第一百

二十三宗、第一百二十四宗、

第一百二十五宗、第一百二十

六宗、第一百二十七宗及第一

百二十九宗個案 

 (59 歲男病人、59 歲男病

人、59 歲女病人、57 歲男病

人、59 歲女病人、23 歲男病

人、63 歲男病人、63 歲女病

人及52 歲女病人) 

38人 41人 

第一百二十二宗個案 

(22 歲女病人) 

30人 1人 

第一百二十八宗個案 

(36 歲女病人) 

0人 0人 



第一百三十宗、第一百三十一

宗、第一百三十三宗及第一百

三十八宗個案 

(31 歲女病人、37 歲男病

人、1 歲男病人及66 歲男病

人) 

1人 3人 

第一百三十二宗個案 

(31 歲男病人) 

13人 28人# 

第一百三十四宗個案 

(67 歲男病人) 

 

14人# 5人 

第一百三十五宗個案 

(30 歲女病人) 

 

 

2人 8人 

第一百三十六宗個案 

(61 歲男病人) 

 

 0人  4人 

第一百三十七宗及第一百四十

二宗個案 

(54 歲女病人及59 歲男病人) 

 

 10人 

 

 6人# 

 



第一百三十九宗個案 

(39 歲女病人) 

 0人  3人 

第一百四十宗個案 

(59 歲男病人) 

 

 2人 

 

 11人 

 

第一百四十一宗個案 

(28 歲女病人) 

 

 1人 

 

 4人 

 

 

第一百四十三宗、第一百五十

三宗及第一百五十五宗個案 

(35 歲男病人、26 歲女病人

及58 歲男病人) 

 

 28人#  7人# 

第一百四十四宗個案 

(29 歲男病人) 

 

 0人  0人 

第一百四十五宗及第一百四十

六宗個案 

(37 歲男病人及39 歲男病人) 

 

 16人#  30人# 



第一百四十七宗及第一百四十

八宗個案 

(61 歲女病人及58 歲男病人) 

 

 6人#  2人 

第一百四十九宗個案 

(32 歲男病人) 

 

 4人  3人 

第一百五十宗個案 

(37 歲男病人) 

 

 2人#  6人# 

第一百五十一宗個案 

(30 歲男病人) 

 

 3人  3人 

第一百五十二宗個案 

(73 歲男病人) 

 

 21人  0人 

第一百五十四宗個案 

(42 歲女病人) 

 2人  0人 



第一百五十六宗個案 

(59 歲男病人) 

 

 13人#  9人# 

第一百五十七宗及第一百五十

八宗個案 

(42 歲女病人及41 歲女病人) 

 0人  0人 

第一百五十九宗個案 

(69 歲男病人) 

 

 1人#  0人# 

第一百六十宗個案 

(18 歲女病人) 

 

 5人#  3人# 

第一百六十一宗個案 

(37 歲女病人) 

 

 4人#  3人# 

第一百六十二宗及第一百七十

四宗個案 

(36 歲男病人及31 歲男病人) 

 1人#  3人# 



第一百六十三宗個案 

(30 歲女病人) 

 3人#  0人# 

第一百六十四宗個案 

(21 歲男病人) 

 0人#  3人# 

第一百六十五宗個案 

(24 歲男病人) 

 4人#  0人# 

第一百六十六宗個案 

(27 歲男病人) 

 0人#  0人# 

第一百六十七宗個案 

(25 歲男病人) 

 2人#  0人# 

第一百六十八宗個案 

(43 歲男病人) 

 0人#  0人# 



第一百六十九宗個案 

(34 歲男病人) 

待定 待定 

第一百七十宗個案 

(36 歲男病人) 

待定 待定 

第一百七十一宗個案 

(27 歲男病人) 

待定 待定 

第一百七十二宗個案 

(28 歲男病人) 

待定 待定 

第一百七十三宗個案 

(55 歲男病人) 

待定 待定 

第一百七十五宗及第一百七十

六宗個案 

(29 歲男病人及29 歲女病人) 

待定 待定 



第一百七十七宗及第一百七十

八宗個案 

(28 歲女病人及29 歲男病人) 

待定 待定 

第一百七十九宗個案 

(63 歲男病人) 

待定 待定 

第一百八十宗個案 

(38 歲男病人) 

待定 待定 

第一百八十一宗個案 

(63 歲女病人) 

待定 待定 

第一百八十二宗個案 

(50 歲女病人) 

待定 待定 

第一百八十三宗個案 

(24 歲女病人) 

待定 待定 



第一百八十四宗個案 

(64 歲女病人) 

待定 待定 

第一百八十五宗個案 

(23 歲男病人) 

待定 待定 

第一百八十六宗個案 

(46 歲女病人) 

待定 待定 

第一百八十七宗個案 

(20 歲女病人) 

待定 待定 

第一百八十八宗及第一百八十

九宗個案 

(16 歲男病人及49 歲男病人) 

待定 待定 

第一百九十宗個案 

(12 歲男病人) 

待定 待定 



 

*第一宗至第七十五宗、第七十七宗至第八十二宗、第八十五宗至第九十宗、第

九十二宗至第一百零二宗、第一百零四宗及第一百一十三宗個案的所有密切接

觸者已完成檢疫，當中部份人士正接受醫學檢測。 
#更新數字 

^個案為由武漢返港的香港居民，與其有關的接觸者於回港後已被安排接受檢

疫。 

 

第一百九十一宗個案 

(34 歲女病人) 

待定 待定 

第一百九十二宗個案 

(46 歲女病人) 

待定 待定 

第一百九十三宗個案 

(33 歲女病人) 

待定 待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