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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兩日 斷纜
工聯促加強規管
機電署限7日交報告 要求承建商嚴查保安全

紅磡鵲鴝屍體驗出H5病毒

微創電腦掃描驗屍助保全

家暴求助 去年逾4000

張震遠倡收市區細地建公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羅

敬文）香港連續兩日發生升降機鋼

纜斷裂事件。繼屯門嘉悅半島1部

升降機前晚發生鋼纜斷裂事件、導

致兩名住客一度被困後，觀塘牛頭

角道裕民中心昨日亦發生升降機鋼

纜斷裂事故，兩名住客被困，幸無

傷亡。機電工程署正調查該兩宗事

件。就斷纜事故頻仍，工會促請當

局收緊目前的評分記分制，加強阻

嚇力。

近年部分升降機鋼纜斷裂事件
09/2010：深水 嘉名工廠大廈一部升降機的5

條鋼纜，有1條鋼纜斷裂，事故中沒

有人受傷。

06/2010：油麻地逸東酒店一部升降機的7條鋼

纜，有1條折斷，沒有住客受傷。

01/2009：馬鞍山 安 一條升降機4條鋼纜中

有1條斷裂，5名居民被困。

11/2008：大埔運頭塘 運臨樓一部升降機，

其中一條鋼纜斷裂，5人被困。

10/2008：大埔富善 一部升降機8條鋼纜中有

7條折斷，由14樓直墮地下

資料來源：本報資料室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敬文

自 08年大埔富善 升降機斷纜意外
後，機電署已引入更新「升降機表

現評級計分制」，並提出修例加強對升降
機維修保養承建商的規管，但斷纜事故
仍頻頻發生。屯門恆貴街1號嘉悅半島4號
升降機於前晚約9時鋼纜斷裂，有兩名住
客被困，機電署約9時17分接獲消防處通
知事件，並隨即派員到現場視察及調
查。

屯門升降機5鋼纜1斷裂
經調查後，機電署調查發現該電梯的5

條鋼纜中，有1條斷裂，而升降機安全系
統已即時發揮作用，停止升降機運作，
被困的兩名乘客未有受傷。機電署發言
人表示，肇事升降機的生產商和保養承
建商「奧的斯電梯」，已即時全面檢查大
廈內其餘6部升降機確定操作安全。當局
已要求承建商在7天內提交報告。
肇事電梯曾於去年11月8日為升降機進

行年檢，「奧的斯電梯」指事件不涉及升
降機急墜，而升降機每兩周便進行例行檢
查，對上一次為上周六。大廈管理公司已
在各樓層張貼通告指升降機暫停使用，但
無交代事件詳情。有住客知悉事件後感到
少許驚訝，指大廈樓齡只有約10年，但不
太擔心升降機安全問題。

牛頭角斷纜困兩住客
昨晚11時多，機電工程署發出新聞稿，

再披露於昨日下午2時17分，觀塘牛頭角
道裕民中心第2座6號升降機發生困人事
故，消防處接報派員到場，將被困兩名住

客救出。兩人僅受虛驚，並無受傷。消防
檢查後懷疑肇因為有鋼纜斷裂，遂通知機
電署隨即派員到現場視察及調查。
機電署在調查後，發現該升降機4條鋼

纜中有1條斷裂，幸升降機安全系統即時
發揮作用，煞停了升降機的運作，不致
升降機直墜 槽底。有關升降機事後停
用，而同樓其餘8部升降機亦要緊急檢
查，以確定其操作安全。據悉，該升降
機的保養承建商、富來工程有限公司曾
於今年1月5日為該升降機進行年檢，機電
署已要求對方在7個工作天內（4月18日或
之前）提交報告。
機電署發言人表示：「機電署非常關

注最近發生的兩宗升降機纜索斷裂事
故，已敦促所有註冊升降機承建商，在
進行定期保養及定期全面檢測時須加強
檢查升降機纜索，並須按實務守則要求
適時更換纜索，以確保升降機的安全運
作。機電署亦會加強巡查，若發現有人
違反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條例（第
327章），機電署會提出檢控。」

記分制阻嚇力低促嚴懲
香港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工程師盧

覺強表示，升降機的鋼纜及系統安全系
數高，即使發生斷裂亦會即時制停運
作，認為維修保養承建商應使用特定儀
器檢測纜索內部情況，確保安全。工聯
會屬會、香港電梯業總工會理事長謝景
華表示，機電署目前的評級記分制阻嚇
力不足，促請政府立法規定不讓記分太
多的承建商續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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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本港近年發生
多宗嚴重升降機事故，自2008年大埔富善 升降
機斷纜急墜地面，機電工程署隨即引入評級記分
制，當發生升降機事故或意外，承建商會即時被
記下最多15分，讓市民了解承辦商質素；當局亦
提出修例，違規承建商罰款從1萬元增至20萬
元，料今年上半年才可通過。

意外仍頻生 研設註冊制
大埔富善 升降機斷纜急墜地面事故發生後，

機電工程署為加強對升降機承辦商的監管，便公
布「升降機表現評級計分制」。當發生升降機事
故或意外，相關承辦商會即時記下最多15分。按
事故性質分類為「安全得分」及「保養得分」，
各以50分為滿分，並在網頁上公布有關資訊，方
便市民了解承辦商質素。
發展局在升降機事故發生後，即時檢討有關法

例，並於去年5月向立法會提交《升降機及自動
梯條例草案》，提出設立註冊制度，升降機及自
動電梯工人及工程師須具備相關學歷及工作經
驗，才能註冊為合資格人士；增設承辦商註冊續
期制度，每5年續期一次；違例者最高罰款由1萬
元加重至20萬元。

監管範圍擴至政府房委會
機電工程署的監管範疇會擴大至政府及房委會

轄下的升降機及自動電梯，並授權機電工程署署
長針對不太嚴重的違規項目發出改善令，要求相
關人士改善，提高執法成效；又建議簡化升降機
檢查證書，方便業主清楚了解升降機的狀況。機
電署早前稱，正與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審議草案，
料可於今年上半年獲立法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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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本港
每年新增家暴個案持續下降，近5年大
減45%至去年的4,051宗，社會福利署
為加強支援家暴的受害人，前年6月推
出支援計劃協助受害人重過新生活。
因被丈夫拳打腳踢而選擇離婚的阿貞
表示，因來港僅5年，面對家暴時不懂
處理，啞忍6次後終報警求助，在社工
協助下得以重生。

社署支援計劃奏效
社署去年接獲新增4,051宗家暴個

案，虐待配偶或同居情侶佔3,174宗，
餘下是虐兒個案。社會福利署前年6月
推出家暴受害人支援計劃，每年撥款
約500萬元予保良局「翠林中心」跟進
有關個案，多年來已處理950宗個案，
為受害人提供資訊和情緒支援等服
務，並陪伴受害人到警署接受調查、
尋找房屋及照顧幼兒。

助受害主婦過新生活
現年45歲的阿貞5年前從內地來港結

婚，但婚後半年便被丈夫暴力對待。
她說：「他經常飲酒和賭馬，每當輸
錢便返家用拳頭打我，起初都啞忍，
但其後變本加厲，亦在女兒面前打
我，去年9月被打時說要打死我，自己
更被打傷至入院，最終要報警求助！」
但作為家庭主婦的阿貞，卻不懂如何
尋求社會支援。

因家暴而被送往庇護中心的阿貞，
既不懂辦理離婚手續，又不知道如何
找新居、替女兒轉校，最終由社工轉
介至保良局「翠林中心」，獲安排下處
理新生活事宜。社署高級社會工作主
任劉少卿表示，支援計劃下不論受害
人的性別和婚姻狀況，即使是同居關
係亦獲受理，並指明年3月會檢討計劃
成效，再行優化。
至於保良局已跟進的950宗個案中，

當中有6位男士是受到虐待的求助個
案。保良局綜合家庭服務助理社會服
務總幹事江江麗珍表示，整體求助個
案中以女性居多，在虐偶類別中亦只
有6位男士求助，不排除因男士的傳統
思想而未有求助，使有關數字被低
估，並指目前收到的虐偶個案，施虐
者仍以男士居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現時在公屋輪
候冊等待上樓的申請人逾16萬，不少更希望入
住市區公屋，惟地皮難求，尋找新地源成為港
府一大難題。市區重建局主席張震遠建議，可
考慮把市區重建收回的部分小規模地皮，交予
港府用作興建小型公屋，以增加供應量，讓低
收入家庭居住。他表示，若港府委託市建局做
相關工作，市建局願意參與，但實際執行方法
及財務等配套，需進一步討論及安排。不過，
有房委會委員認為，房委會可考慮重建舊屋
以提供更多單位。

解 房問題 助基層家庭
市建局現時進行的市區重建，涉及地皮大多

屬較小型的規模，空間只足夠興建一至兩幢樓
宇。張震遠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可考慮把該
些土地交由港府興建公屋，讓低收入人士居
住。他指出，市區公屋供應短缺，部分低收入
家庭未能負擔交通費用，寧願入住居住環境較
差的 房或板間房；若港府使用市區重建小型

地皮建公屋，可助低收入家庭改善居住環境。
不過，張震遠強調，以市建局收回的土地興

建公屋，仍需與董事局探討，而財務安排等更
為需要討論的重點配套項目。他又指，港府應
研究簡化市建局的收樓程序，例如縮短給收樓
人士的上訴期限，才能達成目標。

釋市價售樓 免炒家得益
身為梁振英前競選辦主席的張震遠又稱，無

論誰出任下任特首，市建局的職責仍為執行港
府政策，故工作方向並無改變。至於被外界批
評市建局近年推出不少逾萬元一呎的豪宅項
目，他強調，市建局以公帑進行重建工作，必
須以市價賣樓，又稱不少項目開始時並非豪宅
價，但若堅持把市價一萬元一呎的樓宇，硬要
減至4,000元至5,000元一呎出售，只會讓炒家
有利可圖。

黃國健：重建舊 更有效
有市建局非執行董事表示，將舊私樓重建公

屋成效不大，管理亦好困難，加上市建局以
8,000元至9,000元的呎價收樓後，把地皮發展
成「牙籤」公屋，整體規劃並不理想，建議房
委會先用空置工廠用地興建公屋。房委會委員
黃國健表示，不反對任何探討增加市區公屋的
建議，但認為張震遠的建議未必最有效。他認
為，現時部分舊 ，如彩虹 ，每幢樓宇只有
8層至10層高，若把舊屋 拆卸原址重建，新
樓全為逾30層樓高，公屋單位供應量便可以倍
數增加。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市建局董事涂謹申則

稱，以市建局重建項目來興建公屋「並不可
行」，指市建局所收的地盤面積基本上很小，
如果以9,000元至1萬元1呎去回收地盤，另外
還要去賠償給租客，然後再興建「牙籤」公
屋，單位數目將會很少。
他又指，房委會早前將北角 和山谷道的地

盤歸還政府，來作投標發展「私人樓」，他指
如果房委會不是悉數將土地歸還政府，市區公
屋土地問題已可解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中國傳統觀念
是遺體要留「全屍」，但自然死亡的死者很多
時都要進行解剖找出死因才能獲發死亡證，瑪
麗醫院引入微創及電腦掃描驗屍技術，有別於
傳統解剖方法的大型創口，微創驗屍只需在死
者的腹腔位置開2、3個2厘米長的切口，如果
涉及死於胸腔或腹腔疾病，微創驗屍準確度高
於90%，至今已應用於30多具遺體。專家提
醒，微創驗屍及電腦掃描的結果仍未夠認受
性，保險公司未必會受理賠償，家屬要考慮清
楚。
至親猝逝已令人傷心，若死因不明需要進行

解剖確認就更令家屬難過，擔任法醫官10多年
的香港大學醫學院病理學系副教授馬宣立稱，
90%家屬不願意至親逝世後「再捱一刀」，但若
死因不明，入境處就無法發出死亡證，因此即
使家屬要求不解剖遺體，當中40%不會如願。
為減低家屬對解剖遺體的不安，瑪麗醫院4

年前引入微創及電腦掃描驗屍技術，傳統解剖
方法是由頸部開刀至盆骨位置，會留下一個大
型創口，而微創驗屍只需在死者的腹腔位置開
2、3個2厘米長的切口，如果涉及死於胸腔或
腹腔疾病，微創驗屍準確度高於90%。
馬宣立表示，微創驗屍更可以同時抽取組織

化驗及種菌。

認受性低或不獲保險賠償
另外，瑞士、澳洲及英美等地，近年均利用

全身電腦掃描驗屍，雖然準確度較低，但可以
完全不傷害遺體。不過，本港在這方面的資源
有限，即使病人要用電腦掃描都要排上一年，
暫時較難進行電腦掃描驗屍。
馬宣立又表示，微創驗屍及電腦掃描的結果

暫時仍未夠認受性，保險公司未必會受理賠
償，他提醒家屬，選擇用新方法為死者驗屍
時，要考慮清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漁農自然護理署
表示，1隻鵲鴝屍體對H5禽流感病毒的初步測
試呈陽性反應，屍體於本周三在紅磡差館里19
號附近被發現及撿走，當局正作進一步確定測
試，有關地點已加強清潔及消毒，發現雀屍的
地點3公里範圍內沒有雞場。
漁護署發言人表示，由於鵲鴝是香港常見的

留鳥，已因應這宗個案，致電家禽農戶，提醒
他們加強預防禽流感及生物安全措施，亦已去
信雀鳥店主、持牌飼養寵物家禽和賽鴿人士，

提醒他們採取適當預防措施。署方續稱會巡查
本地活家禽農場及批發市場，確保業界採取適
當措施預防禽流感，亦會繼續密切監察野生禽
鳥。
漁護署提醒市民應避免接觸野生雀鳥及活家

禽及其糞便，並應在接觸過禽鳥後徹底洗手，
如發現病鳥和死鳥，包括野鳥和家禽屍體，可
致電漁護署跟進。食環署表示，會持續監察進
口活家禽和活家禽零售店舖，並提醒店舖經營
人士注意衛生。

大埔醫院7人呼吸道感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大埔醫

院成人精神科女病房繼早前有4名病人
及2名職員出現發燒及呼吸道感染症
狀，該病房昨再有1名76歲病人出現同
類症狀，病人現正接受隔離治療，情況
穩定。
大埔醫院發言人表示，有關病房現已

暫停接收新症及探訪，並實施有限度出
院安排，院方亦已加強感染控制措施，
會繼續密切監察所有病人情況。

■屯門嘉悅半島升降機

前晚9時許發生事故。

■裕民中心第2座發生升降機斷纜事

故。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福強 攝

■6號升降機事後暫停運作待檢查維

修。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福強 攝

■支援計劃特別製作法庭模型，讓受

害人上庭指證家暴罪行前，能掌握法

庭的情況。香港文匯報記者羅敬文 攝

■日本海上保安廳的工作人員救助鹿兒島縣附近海域的「新吉祥七號」中國

香港貨輪船員（4月5日攝）。據日本廣播協會4月6日報道，日本海上保安廳

在詢問中國香港貨輪獲救船員後認為，貨輪可能因船載貨物移位而發生傾斜

沉沒。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