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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廈保安警區連線 西九爆竊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大廈保安

工作雖看似簡單，但悠閒的背後卻對維持大
廈治安功不可沒。其中警務處西九龍總區去
年尾推行「警衛先鋒計劃」，大廈保安可直
接致電西九龍警區舉報可疑案件，計劃下有
豪宅保安成功協助警方以遊蕩罪拘捕疑犯，
防止竊案發生；亦有保安向警方轉達市民情
報，揭發鄰居原為製毒公場。警方表示，去
年西九龍區爆竊及大廈行劫數字下跌，有賴
保安與警方的溝通與合作。

160物業參與「警衛先鋒計劃」
「警衛先鋒計劃」去年11月在西九龍警區

推行，獲區內160項物業參與，當中包括128
幢住宅、25個停車場及7個大型商場，為保
安業界提供與警方互通消息的平台。西九龍
總區防罪辦公室總督察蘇秀慧昨日表示，參與計劃的
物業保安當發現有可疑事情，又不想致電999擔心浪
費警力，可直接致電予西九龍總區的當值便衣警員，
屆時特遣隊會進行執法行動。
「試過在九龍城畢架山，有一名戴上口罩的可疑男

子在大廈外徘徊，引起大廈保安注意，警惕下該名保
安致電警方求助，結果該名口罩男被捕後，被法庭控
以遊蕩罪，緩刑兩年。」蘇秀慧指，計劃對防罪起積
極作用，不但增加了保安與警方的溝通渠道，亦間接
提升了保安的警戒性。她表示，去年亦試過有深水埗
區的大廈保安接獲住客通知，指隔壁單位傳出不尋常
的異味，保安遂通知警方跟進。「結果警方上門查探
時，揭發原來單位是製毒工場，即時作出拘捕行
動。」她續稱，雖然有關案件不屬「警衛先鋒計

劃」，但能破案仍有賴雙方互通情報。

冀平台擴展至其他地區
警司文達成認為，初步業界對計畫的反應良好，冀

日後能將平台擴展至其他地區，提高地區治安情況。
蘇秀慧補充，面對無大閘、無閉路電視及無業主立案
法團的「三無大廈」，已聯絡民政署協助大廈成立法
團管理；另西九龍區去年爆竊及大廈行劫數字下跌，
分別錄得1,049宗及29宗，按年下跌25.9%及27.5%，
當中住宅爆竊案更只得732宗，按年減少28.7%，認
為保安員功不可沒。
警方為表揚傑出保安，舉辦西九龍最佳保安服務選

舉，並於3月7日截止報名，冀藉此肯定保安業界的努
力付出。

關掣暖爐短路焚宅 30人疏散

港鐵車門故障 2,000客受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港鐵昨日又生事故，

繼本周日東鐵線一日內接連發生2宗電力故障事件
後，觀塘線一列列車昨晨繁忙時間於石硤尾站上落客
後，懷疑因車門不能關上，導致2,000名乘客要改乘下
一班車，服務延誤約6分鐘至7分鐘，部分趕上班乘客
大為不滿。
港鐵發言人表示，昨晨約8時45分，當時一列由調

景嶺開往油麻地的觀塘線列車，途至石硤尾站剛完成
上落客程序，車長準備關門時，懷疑車門出問題不能
關上，車上約2,000名乘客要即時落車，安排肇事列車
返廠檢修。所有乘客轉乘下一班列車，服務隨後恢復
正常。事件導致列車服務延誤約6分鐘至7分鐘，其他
班次因而受阻。

繁忙時間常出事 乘客無奈
現場乘客表示，當時列車擠得水洩不通，車門開關

7次至8次，仍未能成功關合，列車無法開行。最後車
長廣播，宣布車門故障，要求所有乘客下車。約20分
鐘後，車站因乘客源源不絕湧入，人擠在月台動彈不
得，根本難以登上下班列車。港鐵職員須出動實施人
流管制協助登車。
有乘客表示，港鐵在繁忙時間列車故障，早已見怪

不怪，根本無可奈何。

多區周日封路迎馬拉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馬拉松將於星期日

舉行，10公里長跑將以東區走廊為起點。運輸署昨天
宣布，當日維園及東區走廊一帶道路，將會於凌晨1
時30分起陸續封閉。另外汀九橋、青馬幹線上層及青
葵公路往九龍方向的高速公路，亦會於星期六晚上11
時45分開始封路，以配合全馬及半馬賽事。而西九龍
一帶的主要道路，包括西九龍公路、彌敦道等，則由
凌晨12時45分起逐步封閉。西區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
管道，亦於凌晨零時45分臨時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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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東莞日前大舉掃黃，網
上流傳被捕的港人中涉及警務人員，《蘋
果日報》在未經查證核實下將有關傳聞大
肆報道。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昨日表示，向
東莞當局查證後，確定在當地的打擊娛樂
場所賣淫嫖娼行動，被捕人士中並沒有本
港警務人員。「網上的傳聞有真有假，往
往都需要去求證，警方一向非常之重視警
務人員的操守，因個別傳媒有相關的報
道，我們已經即時向東莞有關當局作出查
詢，確定在他們的行動所拘捕人士中，並
沒有香港警務人員」。

一哥：虐傭無增加趨勢
對於近期多宗外傭涉嫌被僱主虐待案

件，曾偉雄表示，每年都有三四十宗同類
案件，平均每月有三四宗，並沒有明顯增
加趨勢，他強調，警方處理所有案件，都
是一視同仁，嚴肅處理。

耆樂警訊向長者宣防罪
曾偉雄昨日於警察體育遊樂會出席「耆

樂警訊」開展禮暨同樂日活動，他致辭時
指出，警民合作一向是警隊工作的重要部
分，而「耆樂警訊」正是警民合作的成
果。他又說，「耆樂警訊」目的是向長者
宣揚防罪、滅罪、家居及道路安全信息。
其他主禮嘉賓包括警務處副處長(管理)馬維
騄和監管處處長劉業成，及約400名長者
及嘉賓出席活動。

讀飽書要瞓街 大學生佔2%
登記露宿增25% 逾四成中學或預科生 張建宗表關注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野宿三 露宿
者攝影展」昨天於文化中心開

幕，展示本港露宿者最新困境和政策問
題。張建宗昨天出席開幕禮時表示，政
府一向重視露宿者的問題，並為因種種
問題而被迫露宿的人士提供支援服務，
協助他們早日脫離露宿生活，社署一向
有透過資助非政府組織，為露宿者提供
所需服務，協助他們脫離露宿生涯，重
新融入社會。
張建宗又表示，截止去年底，共有712
名人士登記為露宿者，較2012年同期上

升約25%，有高達82%露宿者都集中在
西九龍及油尖旺區一帶，認為有關問題
嚴峻及不容忽視。另外他又指，留意到
近年露宿者學歷有上升趨勢，逾40%是
中學或預科生，更有2%是大學生，他認
為問題嚴重，情況值得大眾關心。

社協指統計有漏洞料低估
社協表示，社署登記上並無計算少於

1個月的露宿者，只要露宿者即月被安
排入住露宿者宿舍，登記亦即會被政府
取消，所以認為政府在統計露宿人口的

方法存有漏洞，極有可能低估露宿者數
字，社協估計全港約有逾1,000名露宿
者。
現年31歲的露宿者文仔年輕時與家人

同住，因家人爛賭而逼他代為還債，至
18 歲抵不住壓力離家出走露宿街頭。
他表示，大部分露宿者都是身不由己，
根本不想「瞓街」，他認為對露宿者來
說，最希望政府能夠在住屋方面幫到他
們，而現時租金高昂，希望政府能夠提
高租金津貼，令他們早日脫離露宿生
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

寶）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

日出席一個活動時表示，截止去

年底，共有712名人士登記為露

宿者，較 2012 年同期上升約

25%，當中逾40%是中學或預科

生，更有2%是大學生，他認為

問題嚴重，情況值得大眾關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杜
法祖）寒流襲港，氣溫屢見新低，深
水埗昨日有市民使用電暖爐禦寒，懷
疑因電線短路引起火警，一時濃煙滾
滾、火勢猛烈。消防員到場，一度升
起雲梯灌救，約半小時把火救熄後，
全屋已告嚴重焚毀，猶幸經營雨傘批
發生意的戶主夫婦離家避過一劫。火
警時，大廈逾30名住客緊急疏散，幸
無人受傷。有專家提醒，市民使用電
暖爐前，須檢查機件是否正常，避免
電力超出負荷，釀成火警。
現場為福華街115號至117號北河
大廈B座12樓一單位，上址住有一對
年屆六旬的夫婦，在樓下開設逾30年
老字號的洋傘批發店。據悉，夫婦子
女已成家遷出，但每日都有返店協助
經營。據戶主表示，懷疑肇禍焚宅的
電暖爐屬國產充油式，3年至4年前
由友人贈送，每到天冷時睡覺，都會
推到睡房內使用，一直相安無事。戶
主續稱，近日氣溫驟降，日前已開始
使用該部暖爐取暖。昨晨他起床與妻
落樓開舖時，記得有關掉暖爐的開關

掣才出門，但未有把暖爐插頭拔離電
拖板，不料這樣亦會導致火警，幸好
他與妻子當時不在屋內，避過一劫。

冷氣機燒脫跌落街
事發昨日上午約11時半，上址單位
突然冒出大量濃煙，不久即有烈焰捲
窗而出。附近居民見狀，立刻報警。
另外，有對面大廈居民用手提電話拍
攝火警情況，片段中可見火勢相當猛
烈。大批消防員接報後，趕抵登樓開
喉灌救，另又封路升起雲梯，自窗口
向火場射水，約半小時後把大火救
熄，惜現場單位已告嚴重焚毀。大廈
外牆及走廊熏黑，起火單位一部窗口
式冷氣機更被燒脫飛墜街上，跌在一
個排檔前，幸無殃及途人。當時，大
廈逾30名住客緊急疏散。
消防員調查後，初步認為火警可能
因為單位睡房內電器短路所致，並無
可疑，隨後中電及機電署均派員到場
了解。有大廈住客則埋怨，大廈外牆
2個月前才剛完成翻新維修工程，詎
料一場火警又把外牆及走廊熏黑。另

外，據用手提電話拍攝火警過程的居
民羅小組事後向記者表示，她見到肇
事單位窗口冒出濃煙至噴出火舌，再
聽見大廈傳出火警鐘響聲及消防員到
場灌救，但感覺「好似等咗好
耐……」

香港凍過索契
外媒：不如協辦冬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近日創下
入冬以來最低溫度紀錄，同時經歷1996年來最
寒冷2月。《華爾街日報》網站前日發表文
章，指本港近日氣溫驟降，但正舉行冬季奧運
會的俄羅斯索契，周一氣溫達16℃，還打趣說
香港可協辦部分比賽項目。
撰文的Will Davies提到，舉行戶外賽事的紅
波利亞納，周一也達15℃。俄羅斯國家跳台滑
雪中心部分訓練項目亦因為雪已軟化被迫取
消。他打趣說香港可協辦部分比賽項目，例如
把山頂纜車改造為滑雪坡道，可惜香港最近一
次下雪要追溯到1975年12月，而且只在新界
地區。

◀起火單位門外熏黑。

▼福華街北河大廈疑電暖爐短路起火單位一度
猛烈焚燒。

■警方為表揚傑出保安，舉行西九龍最佳保安服務選舉，冀藉
此肯定保安業界的努力付出。 郭兆東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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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資源的質與量一直為社會
及年輕人所關注，本地 育

致力為各年齡層的學子提升 學質
素、改善學習環境或增加學習機
會。由香港貿發局舉辦的第24屆香
港貿發局 育及職業博覽，將於今
天至2月16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為公眾人士提供各項升學及就業的
最新資訊和專業諮詢。今年展會吸
引來自18個國家及地區，逾760家展
商參加。今年更新增設「地區招聘
廣場」，一連四天提供港九新界各地
區共4800個就業機會，包括港島區
(2月13日)、新界西(2月14日)、九龍
西(2月15日)、新界東(2月16日)。博
覽會開放予公眾人士免費入場。

本地升學指南
第三屆香港文憑試(DSE)亦將於3月展開，多家本地大

學及專上學院如明愛社區及高等 育服務、香港大學專
業進修學院(HKU SPACE)和職業訓練局(VTC)等會透過
博覽向學生介紹多元升學及進修途徑、講解各學科的課
程及入讀資格。展會期間亦會舉辦文憑試通識和IELTS
的模擬 室。

中、美、歐、澳升學資訊盡在主題 育日
近年選擇到內地升學的人數亦不停上升，為讓學生和

家長更深入了解到外地留學的要求和準備事項，大會每
天主打不同主題：中國內地 育日(2月13日)、美國 育
日(2月14日)、歐洲 育日(2月15日)和澳洲 育日(2月16
日)，請來多家官方機構的代表親臨會展主持專題講座，
詳細講解有關海外升學的條件、申請文件、時間表、可
選修科目和留學生活等。

本港就業情況及主題職業日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市場流通量高，具有透明度高

和有效的監管，成為國際投資者可靠的金融交易平台和
資產管理中心。有見當前行業需求，大會設了相關的職
業主題日，包括銀行及金融日和工程及建築日等，請來
業界人士及人力資源代表到場分析各行業的最新發展狀
況、人力資源需求、入職條件或行業前景等等。今年展
會亦吸引已於香港開設三家分校的國際寵物治療美容學
院參展。

Working Holiday海外放眼世界
除了 育及就業的途徑，不少年輕人會把握30歲前衝

出香港，透過雙邊工作假期計劃(Working Holiday)到澳
洲、加拿大、法國、德國、愛爾蘭、日本、韓國或新西
蘭等地體驗外地生活、擴闊視野，同時從事短期工作賺
取旅費。英國的新「青年流動計劃」亦將於2014年1月1日
生效。展會期間將舉辦講座專注介紹工作假期計劃，包
括澳洲、法國、德國、日本、新西蘭的各項須知。

知名人士分享經驗和心得
大會匯聚超過120項精彩活動，除了邀請到專上學院

代表講解選科資訊，以及著名人力資源顧問公司講解寫
作履歷及面試之應用技巧外，多位演藝界及創意媒體的
行內人士，包括《狂舞派》導演黃修平先生、創作歌手
龍小菌小姐、2013香港五大YouTube訂閱頻道的Bomba
頻道創辦人Fox Yu和鮮魚行學校校長梁紀昌先生，將會
到場向公眾人士分享他們的入行經驗和工作的喜與樂，
啟發年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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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屆香港貿發局 育及職業博覽
提供一站式升學和就業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