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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軌」阻返工 觀塘線搞足3句鐘
月台迫爆老伯頭暈送院 運房局促港鐵交報告

昨日發現裂縫的路軌，屬觀塘線鑽石山站往
黃大仙方向附近一段，港鐵指上址路段剛

在本周日（8月31日）經維修人員目測檢查，另
在上月20日及21日曾以超聲波檢查，均未發現
有問題，港鐵稍後會詳細調查路軌出現裂縫的
原因。
事發於昨晨6時許，港鐵發現觀塘線訊號不穩

定，於是派出工程人員檢查，至早上約7時20
分，工程人員證實鑽石山站往黃大仙方向的一
段路軌出現裂縫，須進行緊急搶修，隨後大批
工程人員奉召在鑽石山站進入隧道，利用鐵鉗
臨時鞏固路軌，其間有趕往鑽石山站的工程車
在大磡道左轉龍蟠街時失控剷上花槽，幸無人
受傷。撞車後工程人員棄車徒步往鑽石山站，
留下司機善後。

改人手慢駛 車程多20分鐘
觀塘線的列車在路軌搶修期間要改為人手操
作慢駛，車程一度比平時多15分鐘至20分鐘，
直至早上9時05分服務才陸續回復正常。
由於故障正值上班繁忙時段，觀塘線沿線各
站月台及車廂，包括九龍塘站迫滿大批趕上班

的乘客，部分車站的閘機更要臨時關閉控制人
潮，有市民在月台呆等四五班車仍無法上車，
一名由調景嶺站往鑽石山站的老翁，更因車廂
「迫爆」空氣不流通，感到呼吸困難，經30分
鐘抵達鑽石山站後即感頭暈坐在月台上，要職
員協助報警送院檢查。

港鐵：每3天目測路軌一次
港鐵公司事務總經理王美琪事後就故障向受

影響乘客致歉，但強調故障期間列車一直是安
全行駛。王續指，港鐵會每3日派員目測一次路
軌，每隔兩周用超聲波檢查路軌，她認為今次
事故與觀塘線加密班次無關。
張炳良表示，他非常關注是次港鐵事故，但

指目前未能判定路軌出現裂縫是否嚴重事件，
亦未必跟系統老化有關，原因仍有待調查，機
電工程署會處理，有需要時會要求港鐵全面檢
查系統有沒有構結性問題。
他續說，政府非常關注港鐵的系統，而最近
港鐵董事局成立的風險委員會，關注服務表
現、安全及維修。特區政府對港鐵每宗事故都
看得很緊，會要求向運輸署提交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近期事故頻頻的港鐵又再出事。觀

塘線昨晨上班繁忙時段發生路軌出

現裂縫事故，導致沿線服務受阻約

3小時，其間車站月台迫滿大量趕

上班乘客，部分閘機要臨時關閉控

制人潮，有長者因車廂「迫爆」感

不適須送院，乘客則批評港鐵故障

頻頻，反映管理有問題，更質疑港

鐵系統已老化。港鐵就事件對市民

造成不便致歉。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張炳良非常關注事件，已促請港鐵

向運輸署提交報告，但指路軌出現

裂縫未必跟系統老化有關。

「槍癡」站牌試靶 警循彈道拘全家

上班族鬧保養差 躁爆險打架
「全世界都要等返工㗎，大哥！」有昨日受阻的「躁

爆」乘客久久未能登車上班，怒斥港鐵保養不善，更批評
列車是「垃圾」。有市民也批評港鐵的管理有問題，更質
疑港鐵系統已出現老化，以致頻頻故障。另外，有乘客因
車廂太迫，險因碰撞問題大打出手，要警員到場調解。
搭乘荃灣線由葵芳站抵達太子站的陳先生，批評抵達

太子站時才得知觀塘線有故障，令其大失預算，認為港
鐵在保養及維修方面做得不妥：「可能用的物料降低咗
標準。」
一名在黃大仙站上車的梁女士指，昨晨到車站始知港

鐵又有故障，但沒想過會如此嚴重，列車班次較疏，到
站的列車亦擠滿乘客，她足足等了3班車才能迫上車，
比平日多花10多分鐘。
上班族林小姐則指港鐵近月經常故障，

故已較以往提早出門，結果真的再次遇上
故障，她希望港鐵關注問題做好維修，減
少故障發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或加班次累事 宜增超聲波檢測
針對港鐵昨日發生的「裂軌」事件，香港理工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工程師盧覺強昨日認為，路軌出現裂
痕，其中一個原因可能與列車班次增加有關：「使用
路軌的次數增加時，路軌表面損耗的問題亦增快，使
路軌表面出現波浪紋，列車駛過時會產生震盪，當路

軌經常抵受震盪時，便會使拉力減弱形成裂縫。」
盧又指以目測方法很難發現細微裂痕，一些如髮絲幼

小的裂痕必須以超聲波儀器才能發現，建議港鐵每星期
增加用超聲波檢測路軌的次數。
有專家則估計，昨日港鐵路軌的裂縫出現在焊接位

置。工程師學會會長張志剛指出，焊接位屬於路軌的弱
點，如果有裂縫出現，多數會在焊接位置。他解釋由於
列車長期在路軌上行走造成震盪，只要並非經常發生，
路軌出現裂縫屬正常現象。
至於裂縫構成的危險性，張志剛說要視乎大小，如果

情況輕微，只要列車經過時減速，即時來說，對安全不
應構成影響。而前工程師學會主席黃澤恩則認為，昨日
港鐵列車慢使是正常的處理程序。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港聞拼盤港聞拼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立法會財委

會6月份討論新界東北發展前期工程撥款
時，逾百名村民及「社運人士」稱為保家園
到立法會示威，圖阻止撥款通過。一名男子
示威期間推跌一名警員，後拒捕並弄傷警
員。男子早前認罪，昨日被判處150小時社
會服務令，裁判官勸喻被告將來應以冷靜的
態度參與示威集會，和平地表達訴求。
案發6月13日下午約5時，30歲的被告陳

寧在立法會大樓外參與集會，其間用右肘撞
向一名維持秩序警員的右胸，令他失平衡倒
下，警員宣布拘捕他時，他企圖離開，其後
更弄傷到場增援的警長。
陳寧早前在東區法院承認拒捕罪，感化官

在其社會服務令報告中稱，被告有禮貌、態
度合作。由於被告認罪，有悔意，並擁有良
好家庭及學業背景，更於油麻地任職社企廚
師，幫助有需要人士。裁判官接納報告建
議，以社會服務令代替短期監禁的刑罰。
不過，裁判官在宣判時強調，法庭尊重被

告參與遊行及表達訴求等權利，但應該和平
進行，又強調警察執行職務應受到保護，且
被告當時的行為或會激起其他在場者的情
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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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近期事故列表
日期 事件
2014-07-29 荃灣線早上6時52分繁忙時間有訊號故障，金鐘往

尖沙咀車程較正常多5分鐘，至上午8時18分始復
常。

2014-07-22 雷暴警告期間閃電影響西鐵線訊號系統，兆康站至
南昌站下午4時15分開始列車服務受阻達7小時，
港鐵需更換訊號系統電子卡，至深夜約11時始復
常。

2014-07-10 港鐵1日5事故，遍及中環、荃灣及彩虹等站，其
中荃灣線中環站至金鐘站路軌架空電纜供電故障，
4 次「跳掣」，歷時1 小時10 分鐘，導致車廂斷
電。另外觀塘線彩虹站兩度發生訊號故障。

2014-04-28 東鐵上午7時40分出現訊號故障，全線一度暫停服
務7分鐘，入閘機一度要「熄機」。

2014-04-27 東鐵一日三度訊號故障，早上8時10分控制中心發
現訊號系統出問題，全線列車一度停駛35分鐘，
隨後上午10時許及下午1時許都接連有訊號故障，
列車服務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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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社運人士楊匡前年
4月1日在中聯辦外非法集結，去年在東區法院認罪
保釋候判期間，因偷越邊境罪遭深圳法院判囚8個
月，上月底才獲釋返港。楊匡昨轉到九龍城法院
接受判刑，惟接手裁判官表示楊有案底，或會判
監而不能罰款了事，楊於是申請返回東區法院，
獲裁判官批准，並將案押後至本月5日。同案另
外4名被告，兩人早前被判罪成罰款5,000元，另
兩人則脫罪。

楊匡非法集結
聞或判監申「轉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擔任狗隻義工逾19
年的女文員李佩嫦（52歲），因抱恙而聘請助手代
為照顧家中收養的74隻流浪狗，豈料所託非人，
助手無故失蹤，導致狗隻缺水缺糧近一星期，至鄰
居難忍惡臭始揭發，但當中20隻狗已死亡，部分
更腐爛並長出蛆蟲，其餘生還狗隻餓至要啃食同伴
屍體充飢。女文員昨承認無牌畜養狗隻及虐畜罪，
裁判官要求控方調查涉案狗隻是否仍由被告照顧，
並准許她保釋至本月17日，等候社會服務令報告
再量刑，法官明言會考慮所有判刑方式，包括即時
監禁。

缺糧水致狗咬狗
資深義工認虐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大角咀海輝道一個中電
地盤及附近小巴站牌，日前連番遭「狙擊手」以火力強
大氣槍射擊，地盤膠圍板及塑膠圍欄均被射穿，幸未造
成傷亡。警方經彈道驗證鎖定附近維港灣一單位，昨晨
持法庭命令突擊搜查，在單位內檢獲9支氣槍、滅聲器
和鉛彈，一名懷疑「槍癡」和其家人共6人被捕。
被捕6人包括涉案27歲姓林槍癡，與其同住的56歲

父親、52歲姓李母親、兩名分別24歲及25歲胞弟，以
及剛到訪的19歲姓梁女友。其中槍癡在警誡下已承認
用氣槍射擊，他涉嫌「無牌管有槍械或彈藥」罪名被
扣查，其餘5人雖涉同一罪名，但警方主要調查他們是
否對「放冷槍」事件知情，除「槍癡」須扣查外，其
餘各人已獲准保。

聽槍聲見彈窿 地盤工嚇餐飽
本周一(9月1日)下午4時許，在海輝道浪澄灣對開一

個中電地盤的工人，突聽到「呯、呯！」多下聲響，
隨即發現旁邊約1米高的膠圍欄和對開小巴站牌，均疑
遭氣槍射擊洞穿，嚇得狼狽躲避。事後發現兩個塑膠
圍欄上共有11個彈孔，站牌上亦有近10處凹痕，相信
是威力強勁的氣槍射擊造成，於是報警。警員到場檢
獲22粒氣槍用鉛彈，但未拘捕任何人。

翌日上午，負責案件的旺角警區重案組第二隊探
員，連同鑑證科和槍械專家重返現場調查，並藉檢驗
槍彈的彈道，推斷出射擊地點是對面50米至80米外的
維港灣，一個位於20樓的單位。
至昨晨7時許，探員向法庭取得搜查令後，立即掩至

目標單位搜查，當場檢獲9支長氣槍，另有一個滅聲

器、約60粒氣槍用鉛彈，以及氣槍零件和相關工具
等，屋內6名男女涉案被捕。
旺角警區重案組主管張嘉豪總督察表示，經專家初

步檢查，相信檢獲的氣槍威力強大，估計全部超過法
例規定的2焦耳，惟氣槍來源和具體威力有待調查。他
相信事件與早前何文田的氣槍射傷途人案無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一名內地
婦於7月尾在英國保誠保險大樓繳交保險費
用時插隊，一名懷有6個月身孕的孕婦用手
機拍下其惡行，內地婦隨即用雨傘「篤」
孕婦腹部，孕婦接受檢查後幸好無大礙。
內地婦昨承認一項普通襲擊罪，裁判官判
刑時指曾考慮判處即時監禁，但相信被告
一時衝動且有悔意，最終判被告罰款1,000
元。
辯方昨日稱，任職內地保險公司客戶服

務經理的被告謝巧玲（35歲），當日陪同
堂妹繳交保費，與事主發生爭執時對方曾
出言挑釁，叫被告「返大陸」，被告遂於
一時衝動下犯案。
暫委裁判官水佳麗在宣判時表示，很多
人認為內地與香港的融合十分困難，兩地
人民時有爭執及排斥，但她相信大部分香
港人並不是這樣，大家要互相尊重兩地各
有不同文化。由於香港人從小接受需要排
隊的教導，所以被插隊時會感到被冒犯。

焚宅揭鄰「屈蛇」養狗 勇警入屋救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天
水圍天耀邨一單位昨晨閉門失火
後，揭露有多名公屋住戶違規養
狗，火警中有30多名住客走上天台
逃生，消防到場救火救人，警員則
代狗主入屋救狗。大火焚燒逾兩小

時才救熄，無人受傷，但波及樓上
及樓下兩單位嚴重焚毀。消防相信
是客廳中央先起火，正調查原因，
初步相信無可疑。
現場是耀逸樓24樓一單位，住有

姓高一家數口，當時屋內無人。昨
晨10時21分單位閉門失火，火舌直
捲樓上濃煙湧現，過百住客自行疏
散落樓，另有30多人逃上天台，須
消防員救援。有一男一女長者沿樓梯
落樓疏散後氣喘不適，在現場接受治
理後毋須送院。由於水壓不足，大火
焚燒逾兩小時至下午12時46分才撲
熄，起火單位付諸一炬，波及樓上及
樓下兩單位嚴重燒毀。
起火單位女戶主高太慶幸一家人

無事；但上層25樓受波及單位女戶
主徐太一臉無奈表示，連孫兒的利
是錢亦燒光，剛花了10多萬元的裝
修未知有否賠償。
火警揭露有多個公屋住戶非法養

狗，家住26樓的吳太剛巧外出，驚
聞火警趕回時，警方已封鎖大廈，
由於家中芝娃娃狗被困，吳太苦苦
哀求，終獲警員代跑樓梯上26樓開
門入屋救出小狗，人狗重逢吳太喜
極而泣。

■天耀邨耀逸樓閉門失火單位付諸
一炬，連窗框亦被燒毀。

▲旺角維港灣6男女涉無牌藏有槍械或彈
藥被捕。

▲九龍塘港鐵站以燈箱發出故障
通告。

▶港鐵故障期間，黃大仙
站月台人潮如湧。

▶警方在維港灣「槍癡」家中搜出的9支
氣槍、滅聲器和鉛彈。

內地婦打尖遭拍片 傘「篤」孕婦肚罰千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一名準備
赴台灣升學20歲青年，疑因學業問題不開
心，昨晚被家人發現在慈雲山慈正邨家中
以毛巾在窗框上吊斃命，成為新學年開學3
日來第二宗學生自殺。
案發在慈正邨正遠樓一單位，自縊青年
陳×豪(20歲)，為仍在求學學生。死者沒有
遺書透露厭世原因，但據悉是因學業問題
不開心。
昨晚7時40分，16歲陳弟從外返回正遠樓

住所，赫然發現兄長在室內以一條毛巾在窗
框旁上吊，雙腳離地，連忙將他解下，並致
電報警。救援員到場發覺事主陷入昏迷，急

送往聯合醫院搶救，但延至晚上8時16分證
實不治。警方在現場並未檢獲遺書，在其家
人協助調查得悉死者近日因遠赴台灣升讀大
學問題不開心，悶悶不樂，經調查認為無可
疑，列作「有人上吊」。
這宗是新學年開學3日來第二宗學生自

殺。前日(9月2日)上午，由小六升讀中一的
12歲男童王凱銘，身穿校服在新蒲崗采頣花
園第五座由天台跳下，送院證實不治，由於
沒有遺書，厭世原因仍然成謎。凱銘上有一
姊，是家中獨子。昨晨9時許，其父母及外
婆在多名親友陪同到殮房認屍，神情哀傷。
期間，痛失愛孫年邁外婆哭得死去活來。

又見開學後自殺 學生哥吊頸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