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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管「森哥」不治 疑兇控誤殺
特首局長同表悲痛 署長送最後一程■胡廣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即將退休的

食環署小販管理隊主任胡廣森，本周日（15

日）在中區執勤期間疑遇襲頭部重創昏迷，留

醫4日延至昨午4時55分在瑪麗醫院不治，食

環署署長劉利群有到醫院送胡最後一程。特首

梁振英與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均對胡的離

世感到悲痛，表示當局會盡力協助他的家人度

過艱難時刻。由於傷者終告不治，警方已將傷

人案改列誤殺案。而涉案自首的巴基斯坦裔疑

犯，昨晚已被警方控以一項誤殺罪，今日在東

區裁判法院提堂。

■■「「森哥森哥」」遺體舁離深切治療遺體舁離深切治療
病房病房。。 劉友光劉友光 攝攝

▶「森哥」當日遇襲倒地不起。
閉路電視截圖

▲巴基斯坦裔無牌小販被改控誤
殺。 資料圖片

張炳良：國家表明支持建「三跑」

認知障礙症照顧者
輔導後抑鬱減4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香港有
逾11萬名認知障礙症患者，照顧者面對沉
重的精神壓力。高錕慈善基金、社會服務
聯會，以及香港大學合作推動「腦伴同
行」計劃，為500名照顧者提供照顧技
巧，進行情緒疏導，結果曾被評估有較嚴
重抑鬱症狀的人數由137人降至81人，減
幅達41%，效果理想。「光纖之父」高錕
患有認知障礙症13年，其妻黃美芸慨嘆箇
中辛酸不足為外人所道，「最緊要自己懂
得放鬆。」

「腦伴同行」計劃於2011年10月至去年8月進行，主辦單位
透過11間社福機構轄下61間長者中心招募500名照顧者參加，
各人平均照顧年期近6年。計劃派出124名安老服務社工，為照
顧者提供12次家訪及電話輔導，期望減輕照顧者的壓力，提升
其精神健康。
根據359名完成計劃的照顧者填寫的問卷，發現被評為有較
嚴重承受負擔症狀的照顧者人數由202人降至136人，減幅達
33%。計劃有助改善照顧者睡眠質素，照顧者認為自己睡眠質
素較差者由56.4%降至43.3%。照顧者減少對患者作出攻擊性行
為，包括呼喝或嘗試打患者。
66歲孔小玲的母親本身患有鬱躁症，3年前更被診斷患上腦
退化症，長期照料使其身心疲累，一度萌生自殺念頭。她指試
過半夜被母親掐頸，嚇得把家中利器全部收起，由於心理長期
承受巨大壓力，導致失眠及失去胃口。其後，她參加輔導計
劃，獲得社工開解，明白母親出現的無理行為皆因腦退化症引
起，現時跟母親相處情況大幅改善。

高錕妻：曾掟碗碟發洩
身兼高錕慈善基金主席的黃美芸表示，照顧者是支援患者的
重要支柱，但他們往往是被遺忘的一群。她指自己初期試過有
抑鬱症狀，情緒容易波動，曾掟碗碟發洩。她又透露，高錕教
授現時健康狀況良好，總是笑容滿臉，喜歡每天外出運動，也
經常找朋友用膳。

盼增1.15億恆常撥款聘200社工惠萬戶
社會服務聯會長者服務總主任陳文宜表示，計劃效果良好，
獲社福界普遍支持，期望政府日後增加1.15億元恒常撥款擴展
計劃，以增聘逾200名社工，最終讓一萬個家庭受惠。香港大
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名譽助理教授張筱蘭表示，照顧者
身心健康與患者有互惠關係，計劃有助提升照顧質素，最終可
更改善患者的記憶和行為問題。
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蔡海偉表示，政府應該成立「認知障
礙症日間專門護理中心」，為有嚴重行為和心理症狀的患者對
症下藥，否則無助改善病況之餘，也容易影響安老院秩序。隨
着人口高齡化，他建議政府增撥恒常資源，於全港推動認知障
礙症照顧者輔導服務。

■孔小玲
獲社工開
解，壓力
指數不再
「爆煲」。

翁麗娜
攝

■高錕妻子黃美
芸。 翁麗娜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行政會議前日通過
興建機場第三條跑道。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昨
日強調，「三跑一定要建」，因為有助維持本港國
際航運地位，以及保持競爭力。至於有指新航道將
與深圳空域重疊，「三跑」日後可能無法盡用，張
炳良強調，已經與內地和澳門達成協議，有望2020
年前解決空域問題，屆時機場每小時可處理102班
航班升降，較現時多近半。
前民航處處長樂鞏南前日稱，「三跑」建成後未
必發揮到原本設計的效用。另一名前民航處處長林
光宇昨早在電台節目稱，現時香港兩跑道系統中，
未能使用跑道以北的空域，認為需要優化。
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則擔心，新跑道會面對廣州

白雲機場第三條跑道落成後出現的有限空域問題。

他指即使本港獲取更多空域也未必是好事，除了會
損害其他地區的感情外，亦要面對航班處理量每天
只能增加10班的問題。

依珠三角空域規劃 做足應變
張炳良昨早致電電台節目時反駁林光宇、樂鞏南

的質疑，直指兩人離任多年，在任時的情況與現在
不同，特別是2004年後當局與內地商討，他們並不
掌握詳情，希望公眾信任現任民航處的判斷。
張炳良進一步表示，國家表明支持香港發展「三

跑」，根據內地、本港及澳門民航部門在2007年確
立的珠三角空域規劃方案，有信心可以在新跑道落
成後，達到處理每小時102班機升降目標，特區政
府同時會考慮其他技術問題，強調做足應變方案。

不能待所有安排落實才興建
他續說，如落實過程中出現問題，三地可在既有

平台繼續商討解決。他又指，不能等待所有安排落
實後才決定興建「三跑」，否則會令計劃再滯後。
林超英認為，機管局不應向外舉債，應改為向政府

借款，因為向外舉債需要付利息，若經濟環境轉差，
機管局資不抵債，機場有機會受外資控制。張炳良解
釋，「三跑」是機管局主導的項目，如果機管局能自
行融資，政府會配合，他強調不會繞過立法會，下周
將會到經濟事務委員會交代，社會亦應監察。
張炳良又說，雖然旅客或要付建設費，但新跑道

落成後會為本港整體經濟帶來好處，最終得益者是
市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環境保護
署昨日就《空氣污染管制（遠洋船隻）
（停泊期間所用燃料）規例》立法議案
提交立法會審議，香港國際貨櫃碼頭集
團職工總會以及香港碼頭及港口業工會
的碼頭工人代表在立法會門外請願，促
請立法會盡快通過有關法例，並持續關
注及協助解決船舶排放廢氣的問題。
10多名工人代表昨早在立法會門外請
願，他們手持橫額及標語，又展示公司
派給員工「頂住先」N95口罩，指口罩
已是碼頭工友的僅有保障。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集團職工總會會長
黃桂庭表示，多年來貨櫃碼頭是船舶排
放的廢氣污染重災區，廢氣排放嚴重

時，碼頭工友甚至無法呼吸，或需要同
時佩戴多個口罩，以免吸入過量廢氣。
很多工人反映經常感染上呼吸道疾病，
例如咳嗽、鼻敏感、眼睛不適等，甚至
會出現頭昏腦脹、作嘔等不適症狀。
黃桂庭續說，職工總會曾就濃煙問題

向各部門反映，包括勞工處、海事處、
環保署、碼頭公司等，但收效甚微；若
欠缺法例規範，政府部門對控制船舶廢
氣排放只能一籌莫展。他希望當局
「泊岸轉油」只是改善碼頭範圍空氣質
素的起點，長遠應定立更高標準，要求
所有遠洋船、以及船隻靠泊期間均須使
用更潔淨的燃料，以及有需要責成有關
部門巡查、監察及執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社協去年9月獲政府撥款120萬元
推出為期 13 個月的「守望計
劃」，協助露宿者脫離露宿生
活。有立法會議員昨日就計劃成
效提出諮詢，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張建宗回應指，「守望計劃」成
功安置深水埗34名露宿者，包括
協助「上樓」和安排入住安老
院，社工會定期探訪已上樓的深
水埗區露宿者，跟進他們的適應
情況，協助他們融入新生活，減
低再露宿的機會。
對於有露宿者獲編配公屋後重
新露宿，張建宗解釋指，重新露
宿者可能因個人問題，包括酗
酒、濫藥、精神問題等；亦有與
家人同住的個案，因露宿者與其
他家庭成員相處出現問題而選擇
重新露宿。
張建宗續說，部分希望自力更
生但需要從事多份散工以維持生
計的露宿者，寧可在工作地點附
近露宿，也不願意返回公屋居

住。

張建宗：助重投社會
張建宗強調，政府一貫目標是協

助露宿者脫離露宿生活，自力更生。
社署現時正資助救世軍、聖雅各福
群會及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各
營辦一隊露宿者綜合服務隊，為露
宿者提供綜合服務，包括日間及深
宵外展探訪、就業支援、緊急援助
金以支付各項開支及服務轉介等。
社署有資助社協推行「邊緣社群支
援計劃」，透過外展服務、個案輔
導及小組工作服務，協助露宿者等
弱勢社群面對生活所需，並重投社
會。
對於短期內未離開的露宿者，

張建宗重申，區議會和區內居民
認同他們是社區一部分，亦體諒
其處境。不過，區議會及居民同
時認為，露宿者既為社區一分
子，便應顧及其他居民感受，不
能漠視環境衛生和治安的重要
性。

「守望」助34露宿者「上樓」 電力市場開放 港燈樂意配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袁楚雙）港燈董
事總經理尹志田昨日出席與服務機構合
辦的「送暖樂社群」服務，透過探訪和
代購日用品等行動關懷獨居及隱蔽長
者。對於政府即將就開放電力市場展開
諮詢，尹志田表示港燈非常樂意配合政
府檢討電力市場，並希望特區政府可以
盡快公布就發電燃料組合進行諮詢的結
果，讓公司規劃相關發展。
尹志田表示，有關檢討電力市場的實

際時間與內容手上暫未有資料，但會密
切留意和配合政府進行檢討。他認為，

目前利潤管制協議規定的9.99%回報率，
與其他國際市場上的情況相若，但外地
不少市場在計算准許回報時都剔除通脹
因素，香港電力公司的回報率則包括在
內。
至於如何決定實際回報數字，他認為

目前談論仍言之尚早。

尹志田指市民滿意港燈表現
對於有消息指兩電反對輸入內地電

網，尹志田回應道，大眾重視的是現時
的供電是否安全、可靠和有效率，以至
電費水平，環保表現是否令各界滿意，
目前所見相信市民都滿意港燈表現，但
明白市民期望有改善空間，他指港燈會
配合政府的政策盡量做得更好。
有關發電燃料組合的諮詢結果，他希

望政府盡快公布，因為電力公司需時規
劃和制定未來的相關發展。
尹志田就南丫海難事件指，事故對港

燈而言教訓沉重，港燈尊重法庭對船長
周志偉的裁決，港燈會尊重周志偉和其
家人是否上訴的決定，有需要時盡力支
援和協助他們。

■尹志田、朱慶虹及謝少夫到石排灣邨
探訪獨居長者。 港燈供圖

■碼頭工人代表在立法會門外請願。

工人請願促工人請願促「「泊岸轉油泊岸轉油」」速立法速立法

人稱「森哥」的58歲食環署小販管理隊主任胡廣
森，據了解尚有半年便退休。本周日下午4時33

分，他在中區德輔道中25號安樂園大廈對開，獨自擬
向一名隨街擺賣的南亞裔無牌小販採取行動時，雙方發
生糾纏，混亂間胡被推跌地上，疑後腦着地當場昏迷，
送院搶救後因腦部重創一直昏迷，家人連日來均在病榻
前守候。
事件引起當局高度重視，特首梁振英更一連兩日對事
件表示關注，強調醫療團隊將全力拯救傷者，而涉案36
歲巴基斯坦裔小販，亦於前日向警方自首被捕。惜胡最
終留醫4日，延至昨日下午終告不治。

劉利群：深切慰問胡家人
昨午在「森哥」死訊公布前，不時有「森哥」的同事
出入瑪麗醫院7樓的Ｃ7神經外科病房，另外食環署署
長劉利群亦有前來，她離開時向傳媒表示對胡的家人致
以深切慰問。及至下午5時許，醫院即傳出「森哥」已
離世的消息，不久更見「森哥」的遺體被推出病房送入
停屍間暫時存放。

警方表示，將安排驗屍，確定死者死因。中區警區重
案組正積極調查及跟進案件，又呼籲目擊者致電3660
1282提供資料。

當局：盡力支援「森哥」家屬
特區行政長官辦公室於昨傍晚透過新聞處發放新聞

稿，指行政長官梁振英對事件深感悲痛：「我向胡先生
的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問。政府相關部門亦會盡力向胡
先生的家人提供所需支援和協助。」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高永文對胡的離世亦感到非常傷心難過，他代表食物及
衛生局向胡的家人致以慰問，又指部門的同事會在這艱
難的時候，盡力向其家人提供任何的協助及安排。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及食環署署長劉利群亦對胡
廣森的離世感到哀痛，並向其家屬致以最深切慰問，劉
利群讚揚「森哥」在食環署服務超過30年，一直堅守
崗位，竭誠服務大眾，工作表現優秀，而且深受同事愛
戴。她表示：「對於痛失這位盡忠職守的同事，我感到
十分難過和惋惜，並代表部門所有同事向他的家人致以
最深切慰問。」署方會繼續與胡的家人保持緊密聯繫，
提供一切所需協助，幫助他們度過這艱難時刻。
民建聯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表示，對食環署販管

主任胡廣森不治深感難過，向胡廣森致以最崇高的敬
意，並向其家人表示深切慰問，要求當局向其家人提供
適切幫助。

他指出，有說小販可增加地區特色，助長小型經濟發
展、推動創業，但也有意見批評非法擺賣影響市容，帶
來衛生、噪音及污染等問題。民建聯希望能尋找出平衡
方案，故在立法會小販政策小組委員會中積極提供意
見，而委員會也預期不久會向大會提交報告，惟是次悲
劇已不幸發生。

何俊賢盼依法追究施暴者
何俊賢認為，無論誰對誰錯，任何問題也不應訴諸暴
力，施暴者就算有百般委屈，最終也只會招來社會的反
彈。民建聯一直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期望特區政府依
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責任，勿使暴力歪風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