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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纜扑輕鐵頂 8站癱兩句鐘
5路線須改道 依機制或罰款300萬

張炳良促港鐵須慎防老化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關注事
故，指港鐵全年故障數字雖屬偏

低，但他也覺得近數星期「密了少
少」，且今次輕鐵故障時間長、影響
大，會要求港鐵盡快提交報告。張炳良
又指近日已特別提醒港鐵管理層，要注
意是否系統已出現老化，建議要提升系
統。
張炳良強調，任何公共運輸系統嚴重
故障都會影響大眾，當然希望盡量不會
發生、並盡量維持在最低水平，他指一
些鐵路系統建成已有好一段時間，需慎
防老化要多注意維修。
港鐵發言人稱，昨晨6時15分，坑尾

村與塘坊村之間的架空電纜一個絕緣體

損壞，令電纜失去拉力，保護裝置啟動
暫停供電。至早上8時32分修復工程完
成，輕鐵列車服務恢復。發言人續稱，
受損的絕緣體在去年中才安裝，正常情
況下應很耐用，稍後會詳細檢查並與供
應商了解損壞原因。

學生轉接駁巴上學遲到
昨晨6時15分，一列行駛中的輕鐵駛

經屏山塘坊村站與青山公路附近時，疑
被掉下的電纜打中車頂，之後冒煙並擦
出火花，車廂瞬即停電漆黑一片，車長
馬上安排乘客疏散。受事故影響，現場
一段路軌亦告停電，約10部列車駛經時
停下。
事故導致輕鐵8個車站包括坑尾村、

塘坊村、屏山、水邊圍、豐年路、康樂

路、大棠路及元朗站暫停服務；輕鐵路
線610、614、615、751及761P路線亦
須改道行駛。為疏導乘客，港鐵在洪天
路緊急月台安排免費接駁巴士至元朗或
天水圍，疏導受影響乘客，現場情況秩
序良好，未見有人龍。但有原本搭輕鐵
再轉西鐵出九龍返學的學生，改為步行
往朗屏及元朗西鐵站，要花多15分鐘；
亦有改搭接駁巴士到屯門上學的學生，
因要花多半小時而遲到。
事後大批港鐵工程人員到場，將肇事

列車駛走後，職員馬上展開搶修，至早
上8時32分列車服務回復正常。現場消
息稱，因架空電纜絕緣體損毀，導致一
段電纜墜下出事，工程人員表示昨晨只
是暫時固定電纜恢復通車，昨晚收車後
會再進行維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港鐵近期事故接二連三，昨晨又到輕鐵出事。輕鐵元朗屏山塘坊村

站，昨晨上班上學繁忙時間有架空電纜絕緣體損毀，導致一段電纜墜下，擊中一列行經輕鐵車頂冒

煙，車長立即將車煞停並疏散車上乘客，事件中無人受傷，但多條輕鐵線列車服務受影響達2個多小

時，港鐵安排接駁巴士疏導乘客，按照港府與港鐵達成的懲罰機制，港鐵可能會就今次事故面臨罰款

300萬元。

近期港鐵事故
日期 事件
2014/01/14 東涌站供電系統故障，站內照明及扶手

電梯電力中斷2小時，站內店舖及櫃員
機一度暫停服務。

2014/01/13 荃灣線旺角及太子站信號故障，每班列
車車程延遲2分鐘至3分鐘，服務受阻
約1小時。

2013/12/20 觀塘站至九龍灣一段電纜跳掣，油麻地
月台一列列車車廂部分電燈熄滅，服務
延誤數分鐘。

2013/12/17 一列輕鐵駛經天水圍天湖站時車頂突冒
煙起火，160名乘客慌忙撤離，幸未釀
傷亡。

2013/12/16 因行車管道內的架空電纜拉托裝置繫索
折斷，導致電纜下墜觸及列車集電弓，
引發將軍澳支線服務癱瘓5小時，成為
將軍澳線通車以來最嚴重事故，數十萬
市民受影響。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中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母送兒上幼園 不懂搭巴士惶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未試過搭巴
士返學，都唔知點搭，啲巴士去邊度㗎？」昨晨
輕鐵故障適值上班及上學繁忙時間，令不少平日
慣乘輕鐵的市民不知所措。在輕鐵塘坊村站，乘

客陳太帶着兒子到幼稚園上學，得知列
車故障停駛後急忙往轉搭接駁巴士。她
面帶彷徨皺眉說平日習慣帶着兒子乘輕
鐵上學「未試過搭巴士返學，都唔知點
搭」，要現場輕鐵職員向她解說一番。

婆婆：15分鐘車程變1.5小時
另一乘客張婆婆亦受輕鐵故障影響，

原本只需短短15分鐘的車程，結果折騰
了1個半小時也未能去到目的地。張婆
婆昨晨7時許在天水圍樂湖站候車往元
朗，等候了1小時也沒有車，於是轉到
西鐵站準備坐西鐵，可是因人太多未能

逼上車，唯有改搭其他交通工具到天水圍西鐵
站，再坐西鐵才去到元朗。
張婆婆埋怨說：「阿婆隻腳唔好，行動唔方

便，列車故障好麻煩呀！」

■■輕鐵屏山塘坊村站附近發生架空電纜輕鐵屏山塘坊村站附近發生架空電纜
故障故障，，現場一段路軌有約現場一段路軌有約1010班車停下班車停下。

■工程人員在輕鐵坑尾村與塘坊村之間的
架空電纜進行緊急搶修。

■■在輕鐵塘坊村站外在輕鐵塘坊村站外，，受影響受影響
輕鐵乘客改搭港鐵穿梭巴士輕鐵乘客改搭港鐵穿梭巴士。。

港聞拼盤港聞拼盤

法拉利司機涉停牌危駕被捕

2救護員夥中醫 涉呃7萬醫療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發展局前局長麥
齊光與路政署前助理署長曾景文，28年前串謀詐騙
租津合共56萬多元，去年在區域法院同被判入獄8
個月但緩刑2年。2人已向高等法院上訴庭提出上訴
要求推翻定罪，指原審法官陳仲衡未有考慮他們於
案發時是否存在「不誠實」犯罪意圖。司法機構網
頁上顯示，上訴聆訊已排期今年10月9日展開，為
期2天。

麥齊光曾景文
提上訴10月審

■涉撞的
士不顧而
去黃色法
拉利司機
被捕。
資料圖片

「湯唯式」電話騙案 老婦被呃3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本港發生「湯唯式」

電話騙案。一名老婦月前接獲自稱內地公安打來的電
話，指其干犯罪行，要求支付港幣30萬元，事主初時
不知有詐照辦，豈料騙徒食髓知味，再來電要求多付
38萬元，終令女事主生疑報警求助，警方列作「詐
騙」案調查。

「假公安」再來電要38萬終起疑
遇騙女事主姓林（66歲），居住上水，報稱過去已

兩度依騙徒指示存款共30萬港元。消息稱，林去年12
月上旬接獲陌生男子來電，對方自稱為內地執法人
員，指她涉嫌干犯罪行，要求她支付港幣30萬元。
林信以為真，遂於12月中旬在上水新豐路61號一間
銀行，分2次將港幣10萬元及港幣20萬元轉帳至一個
內地戶口。
林其後多次接獲同一男子來電，要求她再支付港幣

38萬元。昨上午11時21分，當林到同一銀行擬辦理轉
賬時終覺得事有可疑，遂報警求助。

憑《色戒》一片成名的內地知名女星湯唯，早前亦
誤墮「假公安」電話騙案，損失21萬元人民幣。據內
地媒體報道，本月11日，正在上海拍片的湯唯突接獲
自稱「上海市公安局」的電話，直指她的存款有問
題，如想避免刑責，必須將錢存入「警方」的戶口。
湯唯沒有起疑，按指示到銀行將錢轉賬入有關戶口，
事後才發覺上當報警。
報道又謂，幾乎全劇組人員都收過自稱「上海市公

安局」發出的電話及短訊，但只有湯唯上當。

櫃車趕卸貨 輾斃七旬翁

警
放
蛇
破
無
牌
按
摩
院
拘
2
女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警方昨派員放蛇，
在深水埗汝州街一
間足浴店破獲一個
無牌按摩院，2名
中年女子涉嫌經營
無牌按摩院當場被
捕，警方並檢走按
摩床及毛巾等證物存案，相信有關按摩院已無牌經
營約一年。
深水埗警區特別職務隊人員根據線報經深入調查
後，昨下午2時許展開行動，派出警員喬裝顧客，
到汝州街一間足浴店內光顧「放蛇」，有人提出可
以每小時180元，為人客提供全身按摩服務。「放
蛇」警員確認有人無牌經營按摩院後，即時表露身
份，將41歲姓周女主持和一名32歲姓廖女職員拘
捕，她們涉嫌「管理無牌按摩院」和涉嫌「協助管
理無牌按摩院」被帶署扣查。探員在行動中檢獲一
批證物，包括2張按摩床、按摩油及毛巾等。

百警搜西九拘黑幫46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為遏止

活躍油麻地廟街的黑幫「勝×」擴張勢力及打擊其
收入來源，警方8個月前展開代號「棉針」(Jellyst-
ing)臥底反黑行動，派出臥底神探滲入目標黑幫蒐
證，至前日時機成熟，出動逾百人突擊搜查西九龍
多個目標地點，共拘捕46名男女包括黑幫骨幹，檢
獲一批攻擊性武器及近2萬張色情光碟，總值約29
萬元。
警方相信今次行動已重挫有關黑幫，行動仍繼續

進行。
被捕46人包括34男 12女（23歲至67

歲），他們涉嫌「自稱三合會成員」、「以三合會
成員身份行事」、「管理或經營賣淫場所」、「誘
使他人作不道德行為」、「發布或管有色情物
品」、及「藏有攻擊性武器」等罪行。其中9名被
捕持雙程證來港內地女子，則涉嫌「違反逗留條
件」及「賣淫」，交由入境處跟進。
警方西九龍總區刑事部署理高級警司林樹榮表

示，目標黑幫在油麻地區活躍已一年，今次行動已
對其造成重創。

僭建業主上訴得直毋須拆

■■警方檢走床警方檢走床
板等證物板等證物。。

劉友光劉友光 攝攝

■■警員車禍現場調查警員車禍現場調查。。

■■兩度被貨車輾過身亡老翁在兩度被貨車輾過身亡老翁在
肇事貨車車下遺下大灘血漬肇事貨車車下遺下大灘血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消防處2名救護員及
2名註冊中醫師，於2011年1月至2012年12月期間，
涉嫌串謀以虛假收據詐騙消防處及一間保險公司醫療
費用共逾7.2萬元，4人昨日被廉政公署落案起訴。
2名同54歲被告林國強及譚振興，同為消防處救

護員；另李博霞（72歲）和何榮錦（65歲），同為
註冊中醫師。他們共被控30項串謀詐騙罪名，涉嫌
違反普通法。4被告將於明日（24日）在觀塘裁判
法院答辯。
廉署早時接獲消防處轉介的貪污投訴，調查後揭

發上述涉嫌串謀罪行。林及譚於案發時為消防處救
護員，分別隸屬藍田救護站及大赤沙救護站。李及
何為註冊中醫師，同在油塘一間藥房執業。林及譚
分別於2010年11月及2011年3月因工受傷，他們
其後被診斷為腰部扭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輛黃色法拉利超
級跑車，本周一（20日）晚上11時15分，在九龍
塘界限街高速失事將一輛的士撞至打「白鴿轉」炒
欄後不顧而去，過程被駕駛人士「車Cam」錄下上
載互聯網，即時在網上瘋傳。意外中，55歲的士司
機車毀人無恙，警方其後在林肯道一錶車位尋獲撞
毀法拉利，惟人去車空。西九龍交通部特別調查第
2隊跟進調查後，昨傍晚6時在紅磡拘捕涉案司機。
被捕男子姓鄧（34歲），正被罰停牌，懷疑在停

牌期間駕車失事畏罪，共涉「危險駕駛」、「停牌期
間駕駛」、「沒有第三者保險下駕駛」、「交通意外
後沒有停車」及「交通意外後沒有報案」等罪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輛凍櫃貨車昨
午倒車駛入青綠街街市卸貨區時，撞倒在車尾過
路老翁並將他捲入車底輾過，要途人拍打車門喝
止始停車。老翁救出送院終不治，肇事貨車司機
事後因涉「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被捕。工聯
會立法會議員兼葵青區議員麥美娟指出，現場卸
貨區出入口是一個彎位，存在危險，她曾屢向運
輸署提議改善，擔心未來附近「置安心」計劃屋
苑綠悠雅苑入伙，人口增加後情況會更壞，促運
署早日動工改善。被撞死老翁姓黃（75歲），送
院搶救延至約一小時後不治；涉案司機姓吳（30
歲），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被扣查。

司機視線受擋 不知撞倒人
現場為青衣青綠街38號食環署轄下的青衣街
市，事發昨中午約12時，吳駕運載肉類凍櫃貨車
到街市送貨，當他在卸貨區外倒車準備駛近貨台
卸貨時，不慎撞倒正在車後過路的黃翁，並將他
捲入車底。現場消息稱，疑司機視線受車斗遮擋

不知撞倒人，有人並報稱因要讓其他車輛駛走，
將貨車駛前時尾輪再輾過老翁一次，要途人拍打
車門，吳始知出事停車及報警。
消防員到場將老翁救出送院惜終告不治，新界

南總區交通部特別調查隊事後封鎖現場調查，呼
籲任何人如目睹意外發生或有任何資料提供，可
致電36611348與調查人員聯絡。

麥美娟：促當局改善危險彎位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兼葵青區議員麥美娟指出，

現場街市卸貨區出入口是一個彎位，去年已曾發
生一宗奪命交通意外，存在危險，她曾屢向運輸
署提議改善路面，但至今未見行動。建議在路面
改善前，食環署派員在該處管理車輛出入，減低
出意外機會。
有資深教車師傅表示司機如要倒車，應先落車

視察路面情況並提醒途人，有跟車工人的話，必
須由他落車協助，如沒人跟車，可找附近司機協
助「睇位」，便可避免不必要意外發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荃灣運通洋樓一
樓5個單位的住戶，於2011年被屋宇署指有僭建物
並要求拆卸，住戶去年與屋署展開訴訟後敗訴，昨
於高等法院申請上訴，指單位受1981年時大埔理民
府的特赦令保護，毋須清拆僭建物，又表示控方於
審訊時遺漏提交重要文件，沒有解釋清楚屋宇署以

考慮公眾利益為理由後決定拆卸僭建物。
法官接受住戶說法，判處住戶上訴得直。

捲入僭建風波的4名上訴人鍾冰施、浦泰有限公
司、林妹妹及陳肇華，分別為荃灣運通洋樓一樓的
A、B、D、E及H的住戶，為自住單位。屋宇署指
上訴人於一樓平台外興建有蓋建築物，實屬僭建，
於2011年9月14日發出清拆令要求拆卸，惟4人沒
有跟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