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拆彈過程
9時07分
■地盤挖出一枚戰時炸彈，報警求

助，警方封鎖地盤處理，疏散地
盤內30多名工人。

10時47分
■警方經評核後將封鎖範圍擴至方

圓400米內，包括多幢民居，有
67名居民暫安置於鴨脷洲利東社
區會堂。

19時30分
■警方全線封鎖薄扶林道，待爆炸

品處理組進行拆彈。至今日凌晨
截稿時仍在處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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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扶林驚現500磅巨型炸彈
殺傷力達方圓2000米 附近居民緊急疏散

戰時炸彈遺禍至今，香港
不時發現有二戰期間遺下的
巨型炸彈或炮彈，其中港島

區是重災區。由於遺彈不少仍具殺傷力，警方爆
炸品處理課均小心翼翼引爆、拆除或處理。其中
耗時最久的是，2015年3月在銅鑼灣維園道一個
地盤掘出的日軍榴彈炮彈，當局需時近50小時
始成功將其引爆，解除威脅。

400磅日彈 威脅維園3日2夜
當日在維園被引爆的戰時炸彈為日軍「四五
式」240毫米直徑炮彈，重約400磅，內有逾100
磅黃色炸藥，威力可達方圓1,000米，區內數以萬
計居民與炮彈共處50小時，警方爆炸品處理課經
3日2夜四度嘗試，始成功引爆炮彈消除危險。
2014年2月，在跑馬地厚德里建築地盤，亦有
工人掘出一枚重達2,000磅的美軍二戰空襲時遺下
的空投彈，內藏1,000磅黃色炸藥，爆炸品處理課
採低溫拆彈法，經約18小時方成功拆解危機。
根據史料，香港於1941年被日軍侵略，同年

12月日軍發動海陸空攻擊港島，發炮及空襲投下
大量炸彈，最終港島失守，令香港進入長達3年
8個月的淪陷期，之後盟軍反擊多次空襲港島及
以大量炮彈轟炸日軍，終收復香港。不過，多次
激烈交戰後，當中不少未爆炸的炮彈長埋港島
區，至近年多處地盤施工，令戰時炮彈陸續「重
見天日」。 ■記者 杜法祖

戰彈遺禍港島
拆足50小時解「維」
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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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6日
■薄扶林瑪麗醫院重建地盤（距昨
日現場地盤僅約400米），發現一
枚直徑約9吋戰時炸彈，醫院護士
宿舍及其他住客共約 500 人需疏
散。

2015年3月4日
■銅鑼灣維園道一個地盤掘出重約
400磅的日軍榴彈炮彈，威力可達方
圓1,000米，影響數以萬計的居民，
當局需用50小時四度嘗試始成功引
爆，解除威脅。

2014年2月7日
■灣仔厚德里一地盤發現一枚二戰時
美軍投下的2,000磅炸彈，為歷來在
市區發現最巨型空投炸彈，警方拆除
需近18小時，附近酒店及住宅共逾
2,200人需疏散。

2007年9月5日
■北角天后廟道水務署地盤發現一
枚重約400磅日製炸彈，附近5幢
大廈、學校及教堂，共逾800人被
疏散，爆炸品處理課用近5小時引
爆。

2000年3月18日
■薄扶林瑪麗醫院一地盤發現一枚重
約500磅二戰美製炸彈，地盤工人連
同醫院部分大樓病人，以及附近港大
學生宿舍共逾1,000人需疏散，警方
用逾13小時引爆拆除。

港 島 區 近 年 發 現 戰 時 炸 彈 事 件 簿 資料來源：本報資料室 整理：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西區薄扶林道

一地盤昨驚現一枚500磅重巨型戰時炸彈。

由於炸彈威力可達方圓2,000米，警方爆

炸品處理課人員須即時採取防護措施，

縮減炸彈殺傷力範圍，附近有約67名

居民需要緊急疏散，事件擾攘超過15

小時至今日凌晨截稿時仍在處理中。

這是近17年內在薄扶林道發現及拆

除的第三枚巨型戰時炸彈。

AN-M64炸彈小資料
名稱： 美國AN-M64 500磅

航空通用炸彈

彈長： 57"（含彈翼）

直徑： 14"

彈藥： TNT或 TNT合成炸藥
（重約260磅）

用途： 攻擊彈藥庫、火車、
汽車及停泊的飛機

服役時間： 1942年8月至1960年代

裝備範圍： 北約及美國空軍/海軍

資料來源：綜合

發現巨型戰時炸彈現場為薄扶林道138
號一個地盤。昨晨約9時，有工人在

上址操作挖泥機時，意外在地底約3米深
處挖出1件長約120厘米，粗約30厘米，
表面滿佈鏽跡的金屬物體，細看之下懷疑
是一枚巨型炸彈，慌忙通知主管並在早上
9時07分決定報警。

二戰美空軍投下
警員到場經了解，初步相信屬一枚巨型

炸彈，馬上封鎖現場，並疏散地盤內30多
名工人及通知消防員到場戒備。及至早上
10時47分，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奉召到場，
證實該枚巨型炸彈屬二戰時期美國空軍投
下的空投彈。

警方稱，該枚炸彈一旦爆炸，碎片可飛
彈至2,000米外，處理人員花約7小時至8
小時做保護工作，令影響範圍縮小至400
米。經評估後將方圓400米的範圍內封
鎖。
受影響範圍包括明德村的3座大廈，距

離地盤150米的香港大學明德村高級職員
宿舍亦受影響。附近的港大西苑、嘉林
閣、心光盲人學校、玫瑰村及多福大廈的
居民則不需疏散，惟居民須留於單位內，
其間需遠離屋內玻璃窗，以免一旦爆炸會
造成傷亡。
警方西區分區指揮官黃基偉表示，已安

排旅巴接載受影響居民到鴨脷洲利東社區
會堂，當中14人是乘坐政府安排的接載巴
士，會堂暫接收了67名居民。

水力磨沙鑽孔 灌炸藥拆彈
爆炸品處理課高級炸彈處理主任周錫健

表示，發現的是美製M64空投炸彈，約重
500磅，內有約260磅黃色炸藥，由於空投
炸彈不設安全措施，具一定危險性，人員
會以水力磨沙切割系統將炸彈鑽孔，再灌
入特殊炸藥，試圖以攝氏280度內的溫度
燃盡炸彈內的黃色炸藥。
警方於晚上7時半開始封鎖薄扶林道，
預料需花約3小時引爆及處理炸彈。運輸
署宣佈，薄扶林道來回方向介乎沙宣道與
中華廚藝學院之間的全線已封閉。受影響
的巴士及小巴路線須改道行駛，又建議駕
駛人士考慮改用其他道路。
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在封路後開始處理炸

彈，至今日凌晨截稿時仍在處理中。

■受影響居民獲安排乘旅巴疏散
到社區會堂。

■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將鋼沙混入水，準備
以水力磨沙切割方式處理炸彈。網上圖片

■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將炸彈用沙包
圍封，準備處理引爆。網上圖片

■西區薄扶林道一地盤昨發現一枚500磅重巨型戰時炸彈。

香港在一項國際排名上，連續第7年蟬聯第
一，但港人對此絕對高興不起來。美國有研究機
構公佈一年一度的國際供樓負擔能力報告，香港
2016年的供樓負擔比例是18.1倍，雖較2015年
的19倍歷史高位輕微好轉，但仍是全球樓價最
難以負擔的城市。樓價過高是導致和激化香港深
層次矛盾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壓抑樓價，無論誰
做特首都是不能迴避的問題。本屆政府將解決房
屋問題作為施政的重中之重，下任特首有必要延
續本屆政府的房屋政策，繼續努力覓地建屋，紓
緩供樓負擔，回應市民的實際期待。

香港供樓負擔比例18.1倍，意味以家庭收入中
位數計算，要18年不吃不喝，把收入全部存起
來，才勉強夠買一層本港樓價中位數的樓宇。香
港這方面的比例遠遠拋離第二位澳洲悉尼的12.2
倍和第三位加拿大溫哥華的11.8倍。按照報告的
標準，供樓負擔比例在3倍或以下屬「可負擔」
水平，3.1-5 倍屬「難以負擔」或「甚難負
擔」，5.1以上的屬「極難負擔」，港人供樓負
擔之重簡直令人觸目驚心。

樓價高、租金貴，是長期困擾香港人的痛，亦
是香港一系列深層次矛盾的重要根源。住屋開支
佔據家庭收入比例過高，嚴重影響市民的生活質
素和幸福感，積累社會怨氣。一項關注基層住屋
的調查發現，一些未有領取綜援的基層住戶，在
支付水電租金之後，餘下的收入竟低於綜援金

額，生活環境惡劣。另一方面，高樓價大大增加
了本港的營商成本，窒礙了經濟活力，打擊了年
輕人的創新創業動力，嚴重削弱本港長遠競爭
力。香港的競爭對手新加坡，其民眾的供樓負擔
比例僅是4.8 倍，與香港有天壤之別，難怪近年
港星的競爭力比較此消彼長。

本屆政府深明房屋問題的根源所在，一直以堅
定決心開拓土地。但是要增加土地供應，無論是
改劃用途、徵收棕地還是適度填海，都遇到各方
勢力的反對，以「粒粒皆辛苦」來形容毫不為
過。日前特首梁振英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
告》中提出新思維，建議以地換地的方式，把一
些具生態保育價值的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範圍，換
取現存郊野公園內一些低保育價值的土地建公
屋。本港郊野佔土地總面積的4成，是住宅用地
總面積的6倍之多，有關建議值得社會理性討
論、認真考慮。

房屋問題是香港的結構性矛盾，無論誰當選
下任特首都必須面對。增加供應是壓抑樓價過
高的根本之道，香港需要更多土地建更多房
屋，這個大道理大家都明白。政府必須研究各
類型土地的開發利用，包括棕地開發、低生態
價值綠化地和郊野公園開發、邊境土地開發等
等。在此過程中，政府應主動諮詢，讓大眾認
識、衡量覓地建屋的必要性，以實際行動支持
政府的房策。

樓價負擔冠絕全球 覓地建屋不能迴避
教育局宣佈，擴大今年小三基本能力評估研究

計劃（TSA）至全港小學，局方強調不會操練。
但有家長組織卻表示，不排除集體請假罷考。
TSA具有收集評估數據、提升教學質素的效能，
世界各國都有類似的評估制度，評估也得到本港
教育界的認同，認同TSA有存在價值，全面取消
難免破壞本港的教育評估機制。推行TSA切忌盲
目強加操練，增加師生負擔。但如果將TSA妖魔
化，將教育問題政治化，激化學生、家長與學
校、教育局的矛盾，鼓吹抗爭風氣，對人不對
事，對教育體系及學生健康成長都無好處。

TSA因為操練問題惹起強烈爭議，曾經暫停一
年。去年教育局安排50多間小學自願試考「改良
版」小三TSA ，採用貼近小三課程和圍繞日常生
活常識的優化試題，學校保證不要求學生補課，
改良後的TSA反應正面。不少參加計劃的學校校
長反映，TSA經過適切的調整後，教學評估與快
樂學習可以兼容，只要解決過度操練的問題，不
應取消TSA。

事實上，本港出現TSA爭議後，當局接納社
會意見，全面檢討TSA，包括與家長、學校機
構達成共識，共同承諾防止過度操練；學校不
能將TSA結果公開，當局亦取消向學校發佈學
校整體達標率，減少學校以TSA成績作為宣傳
和競爭工具，讓TSA回歸收集數據、客觀反映
教學水平的設立原意。昨日多個辦學團體、家

長及校長組織代表與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會面，
會後一起拿着「反對無意義操練」的約章合
照；吳克儉亦表明，將TSA研究計劃推廣至全
港小學，收集的數據不用作評估學校表現、不
需要額外操練，反映教育局亦明白社會對操練
的憂慮，與辦學團體、家長組織就避免操練取
得共識，得到持份者的支持，才宣佈將TSA研
究計劃擴展至全港小學。

環顧歐美乃至新加坡、日本和韓國等亞洲國家
或地區，同樣有類似TSA的教學評估制度，行之
有效，以幫助校方辨析學生能力，達到優化教學
的目的。另外，TSA可令政府了解學生基本學習
能力，及每間學校的學習差異，方便政府調配相
關資源，為每間學校獨立制訂教學策略，從而減
少學習差異，提升教學質素。TSA的評估報告對
學校、老師、教育部門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不
少教育界人士均認同，在未有替代評估工具前，
「一刀切」取消TSA並非良策。

只是，近年「泛政治化」風氣也侵襲香港教育
界，TSA已被嚴重妖魔化、政治化，甚至淪為攻
擊教育問責官員的工具，有人打着「保護孩子」
的旗號，要脅以上街抗議、集體罷考的方式反對
TSA，這種做法非以學生為本，難以有效溝通尋
求共識幫助學童建立均衡快樂的學習生活和人生
觀。如果任由這種做法大行其道，對香港教育是
禍不是福。

TSA有存在價值 盲目反對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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