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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哀悼死者慰問傷者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大埔公路

慰等工作。

王志民已向特首轉達中央關心

雙層巴士失事側翻事故發生後，中共中央

2 月 10 日 18 時許，香港新界大埔公路發

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生重大交通事故，一輛公交雙層巴士失事

另據中聯辦網訊，中聯辦主

在第一時間了解有關傷亡和救助情況，

側翻，造成 19 人死亡、60 多人受傷。香港

任王志民向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中聯辦機關及三個地區工作

指示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負責人向林

特別行政區政府迅速採取應急措施予以處

林鄭月娥轉達了習近平總書記

部、外交部駐港公署和解放軍

鄭月娥行政長官轉達他對此次事故遇難

置。習近平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及時開

對香港大埔重大交通事故的關

駐港部隊的公職人員，也將於

者的哀悼、對遇難者家屬及受傷者的親

展有關應急處置工作予以肯定。

心、對遇難者的深切哀悼和對

今天上午 10 時，在各自的工作

受傷者、遇難者家屬的親切慰

崗位，站立默哀一分鐘，悼念

問，同時轉達了李克強總理和

事故中的遇難者。

切慰問，並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全力
做好遇難者善後、受傷者救治及其家屬撫

李克強、張德江也請中央政府駐香港聯
絡辦轉達哀悼和慰問。

張德江委員長的哀悼和慰問。

十九亡魂五問九巴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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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期劇減 巡查監管少 駕駛態度訓練闕如
九巴大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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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釀成至少
19 死 ， 事 故
背後揭示巴
士公司管理

多個疑點，尤其是近年入職培訓時數不斷
減少、欠缺情緒管理及駕駛態度訓練、司
機背景審查與巡查監管不足、處理投訴透
明度不足、司機遇到意外後如何再培訓
等，必須堵塞漏洞才能避免慘劇再次發
生。有現職及曾任巴士公司的車長向香港
文匯報透露，巴士公司多集中於技術及客

巴士公司安全管理
巴士公司安全管理
五大質疑
五大質
疑

戶服務的訓練，鮮有情緒管理、駕駛態度
等訓練，甚至培訓期更由數年前一個月銳
減至兩星期，領有小巴或旅遊巴車牌的車

■培訓完全欠缺教授駕駛態度
培訓完全欠缺教授駕駛態度？
？

長更可再減。

■培訓期較之前縮短一半
培訓期較之前縮短一半？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聶曉輝、甘瑜
日前九巴車禍發生後乘客提供的資料
及證供顯示，涉事車長疑與乘客對罵
後，情緒不穩「飛車掟彎」造成車禍。現為
兼職車長的香港公共交通智庫幹事陳迪遙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車長幾乎天天被
乘客罵，但部分是客觀因素，特別在市區及
新界地區道路擠塞致巴士遲埋站，加上巴士
公司推出實時報站時間後，「只要巴士遲了
一分鐘都被乘客罵」，形容車長每日都面對
一定壓力。

據

司機手冊不提駕駛態度
惟他指出，車長訓練多集中於技術及客戶
服務訓練，如安排輪椅客上落注意事項等，
卻沒有情緒管理、駕駛態度等訓練，「幾十
年(內) 都冇呀！」
另有九巴車長向香港文匯報透露，巴士公
司的培訓並無針對駕駛態度的內容，「最多
只有課堂時輕輕帶過，並無深入討論相關議
題，司機手冊亦無提及。」他續說，車長入

■
「花底
花底」
」
司機是否仍獲聘用// 續用
司機是否仍獲聘用
續用？
？

職時的培訓時數亦買少見少，「我 2011 年
入職時，所有車長不論持哪類型的駕駛執
照，均要接受為期一個月、每周六天全日培
訓，據知現時縮減至只得兩星期，「如果駕
駛執照有 4、5、9、10(即公共與私家小巴、
旅遊巴及公共巴士)者，更可能只需一星期便
完成培訓。」

車長不太重視投訴
陳迪遙續說，兩大巴士公司都有處理客戶對
車長的投訴，收到投訴後會找涉事車長「照
肺」，罰則為口頭警告、書面警告，最嚴重的
扣獎金，「每月車長都有服務獎金、安全獎
金、勤工獎，夾夾埋埋都有 5,000 元至 6,000
元。」但他指出，如果只等投訴過後才處理，
根本部分車長並不太在意，認為是家常便飯，
直言「香港有逾萬個車長，有萬幾種思想。」
他並指出，車長流失率很高，「100 位新
人入職，但同時間有 110 個舊人走，你話夠
唔夠人啦？」他指巴士公司提供大量獎金留

九巴未答有否主動巡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對於
今次事件，大眾都關注巴士公司對車
長的巡查及監管情況，會否主動定期
巡查監管，抑或是收到投訴後才採取
行動。
據新巴、城巴官網顯示，新巴、城
巴設有 24 小時運作的車務控制中心，
同時安排一批專業的車務督察於各區巡
邏，以監察巴士服務及日常運作。車務
控制中心會透過電子通訊系統及其他合

適的方法，向管理層及部門主管匯報緊
急事故，使他們能立即評估影響程度及
作出應變措施。
新巴、城巴官網續指，透過 GPS 記
錄，準確監察車速行程外，更會安排駕
駛技術培訓導師及便裝人員監察車長的
駕駛表現， 並制訂專業車長守則及完善
的工作指引，嚴格規定員工遵守。
不過九巴發言人在截稿前，未有正
面回覆有關提問。

人，但仍難以留住車長，又認為巴士路線重
組計劃亦加重人手負擔，巴士公司要檢討管
理，建議外聘社工為車長提供心理輔導及做
定期的心理報告評估。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亦批評九巴雖有
培訓，但並無提醒司機注意駕駛安全態度，
再加上現時九巴的兼職車長每周只需上班兩
天，熟習一下路面情況便可上班，有些司機
可能根本不熟有關路段。他並指出，有時乘
客會和巴士司機理論和爭執，認為巴士公司
亦需培訓司機應對有關狀況。

蔣麗芸倡罰巴士公司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建議，巴士公司
應針對類似問題採取更多措施，例如將巴士
鎖速，把車速限制在一定範圍內，同時建議
特區政府設立懲罰機制，以警惕巴士公司有
關車禍問題。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指出，今次事故
已清楚響起警號：巴士公司車長欠缺訓練，

■有否主動巡查監管司機
有否主動巡查監管司機？
？

且心理質素及應對客戶方面均
有問題，需要作出全面檢討和
■如何處理嚴重投訴
如何處理嚴重投訴？
？
改善。他舉例指出，以往會有師
整理：
整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傅即場教導車長，「你揸一轉、我
揸一轉」，讓司機全面了解整條路線
有何需要注意情況，待正式駕駛時已經很熟
習，惟現時卻是「飛紙仔」，給司機一張紙
寫上需要注意情況，之後自己乘該線巴士當
乘客後，便已完成，車長是否有足夠工作經
驗實在存疑。
九巴發言人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
有關投訴數字及車長訓練的詳細情況，仍有
待部門提供，故未能即時作出回應。
新巴、城巴發言人指出，所有應徵巴士車
長的新入職員工均要接受訓練，包括路面實
習、車型訓練及課堂，學習包括優質顧客服
務、處理乘客投訴技巧及情緒管理等，以確
■路祭現場，遺屬哭斷腸。
保新車長的駕駛技術、安全意識及路線熟悉
度均符合公司的要求。在職車長亦要接受定
期訓練，確保符合公司要求。

乘客投訴增 點處理無人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巴士車長
與乘客因車速、遲到、「飛站」、上落客以
至回答有關路線查詢的態度問題，不時出現
爭執，如車長控制不了情緒，交通意外往往
由此而起。不少巴士乘客過往曾就上述問題
向巴士公司作出投訴，到底投訴個案有多
少、近年有否增長趨勢，巴士公司又會如何
作出跟進？九巴發言人至截稿前，未有正面
回覆有關提問。
運輸署交通投訴組的年報顯示，2016 年

接獲 5,959 宗涉及專營巴士服務的投訴個
案，其中九巴佔 3,088 宗，主要涉及服務班
次(940 宗)、員工行為及工作表現(724 宗)和
駕駛行為不當(644宗)。
按每百萬名乘客人次計的投訴或建議計
算，九巴由 2015 年的 3.36 宗增至 2016 年的
3.48 宗，增幅為 3.6%。根據最新的季報顯
示，交通投訴組於去年第三季接獲 935 宗
有關九巴服務的投訴及建議，分別按季及
按年增加 203 宗及 87 宗。

兼職司機訓練兩天即出車
今次出事的車長
是兼職性質，現為
兼職車長的香港公
共交通智庫幹事陳迪遙向香港文匯報記者
表示，逾半兼職司機為巴士迷，他們很熟
悉巴士路線及當地路面情況，惟不等於他
們是一名稱職的車長 ，「巴士迷是好 ，

&

但都不可以疏忽安全及停站訓練 。」他
批評巴士公司近期訓練時間減少 ，兼職
車長一星期訓練兩天便可出車 ，認為時
數太少。

休息未必達要求
陳迪遙表示，兼職車長的要求較低，而且

大部分都有正職，「如下午 6 時（正職）收
工就去駕車，到晚上 10 時至 11 時下班，視
乎車長個人需要。」但他認為，部分車長或
因休息不夠而影響駕駛質素，且車長人手不
足亦難做到巴士公司高層「工作前 4 小時有
足夠休息」的要求。
他續說，約半數車長都是巴士迷，「有

部分是寓工作於娛樂，過下車癮，記錄下
自己有做過車長」，並指他們雖有熟悉巴
士路線及當地路面情況等長處，惟訓練時
數不足。陳迪遙認為，即使是兼職車長也
是為市民服務，亦要達到一定標準，期望
巴士公司正視有關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資料圖片

司機遇事故
培訓欠透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今
次交通意外，不少人質疑九巴為何
聘用有駕駛不良記錄的車長。多名
大埔區區議員昨日亦在區議會特別
會議上追問九巴，惟未獲正面回
應。九巴董事總經理李澤昌於會後
再被問到會否有司機曾被控不小心
駕駛的記錄時向傳媒表示，九巴將
交通安全、車長品格、駕駛態度放
在首位，在區議會中聽取了很多意
見，公司會跟進。
對於出現事故的車長是否應該繼續
受聘，工聯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成員陸頌雄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應以個別情況作出處理，不宜一
刀切下決定，因為其實不少司機也曾
遇過或大或小的交通事故，故應視乎
事件的嚴重性、事後跟進及司機的再
培訓情況再作決定。他續說，甚為關
注兼職司機的問題，因巴士公司現時
並不了解這些兼職司機的正職工作情
況，就算正職令他們身心疲累，巴士
公司亦可能毫不知情，這對交通安全
是很嚴重的威脅，必須正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