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吊臂車勾斷電纜 輕鐵癱上晝
疑違告示駛入致出事 乘客呆等廿分鐘先落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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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風險因子
結果 風險因子 調查結果
順序 百分比

1 外遇 48%

2 家庭暴力 24%

3 沾染惡習 6%

4 感情變淡 6%

5 惡言相向 5%

6 年老色衰 4%

7 金錢觀不同 3%

8 教養方式不同 2%

9 性事不協調 1%

10 苦無子嗣 1%

資料來源：「一婚．一生」計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警方消息指，早上8時25分，一輛吊
臂車由橋洪路洪屋村開出，在橫越

輕鐵路軌往青山公路屏山段時，不慎撞到
往元朗列車的架空電纜。
51歲姓袁司機收妥吊臂後開車離開，
其後察覺不妥當，折返現場協助警方調
查。警方其後通知袁將吊臂車駛返現
場，他通過酒精呼氣測試，警方列作
「交通意外無人受傷」及「肇事後不顧
而去」處理。

港鐵搶修 11時起逐步恢復
港鐵昨回應事件，指早上約8點半，輕

鐵車務控制中心留意到藍地至洪水橋站的
供電系統受影響，即時派職員到場了解，
結果於青山公路近橋洪路附近發現有架空
電纜受損，即時安排維修人員到屏山近灰
沙圍一帶進行搶修。
維修期間，一段元朗來回線要封閉，更
換電纜工程完成後，輕鐵服務於上午11
時零5分逐步回復正常。
發言人表示，港鐵稍後接到警方通
知，指於附近找到一輛吊臂車，司機承
認與電纜受損一事有關，事件已交由警
方處理。
發言人續說，輕鐵交通交匯處設有告

示，提醒司機不能駕駛總高度超過5米的
車輛進入該處。
由於輕鐵藍地站至洪水橋站附近的服務
受阻，4條輕鐵路線，包括610、614、
615、751需要改道，不停藍地站至洪水橋
站，市民可考慮使用其他交通工具。
港鐵於9時10分起陸續安排免費接駁巴
士，行走來往洪天路緊急月台至兆康站或
天水圍站，接載受影響車站的乘客。

由於事出突然，有乘客去到洪水橋站月
台，才知道服務受阻無法上車。而出事後
受困車廂的乘客更紛紛抱怨。

聽到「卟」一聲 死車停冷氣
有女士稱早上8時半乘搭610線去元

朗，列車駛至鍾屋村附近，突然發出

「卟」的一聲，列車隨即停下，無法前
行。及後聽到車長廣播，說發生故障。當
時列車上關掉冷氣，車長離開駕駛座打開
車卡的氣窗，但無打開車門。
過了20多分鐘，對面線有列車埋站，

車長落車前來施援，協助放下列車的梯
子，讓車廂內的乘客離開。

另一名女乘客表示：「我帶着一個小
孩，拿着很多東西，很狼狽。」被問到打
算去哪裡，她回應：「去元朗，現在唯有
坐接駁巴士。」
但有乘客則表示：「幸好今天是周六，
不是上班繁忙時間。當然多數個職員在站
前通知乘客會好一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輕鐵近洪水橋附近一條架空電纜

昨晨被意外弄斷，令電力供應一

度中斷，藍地站至洪水橋站附近

服務受阻近3句鐘，其間要安排

免費接駁巴士，接載受影響車站

的乘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婚姻理應是
一生一世的承諾，但本港近年有愈來愈多
夫婦離婚，比率更是全球第十高，有機構
早前曾進行調查發現，近一半市民認為出
現外遇是對婚姻造成最大威脅的因素，機
構特設計「婚姻體檢」問卷，協助夫妻了
解自己的婚姻健康狀況，並計劃每年 7月
22日舉行「婚姻體檢日」，鼓勵夫婦正視
婚姻關係。
政府的統計顯示，本港每3對夫婦便有
一對會離婚，離婚率不斷上升，「城市青
年商會」在今年3月至4月曾進行調查，於
將軍澳及銅鑼灣街頭及網上訪問1,200名市
民，要求他們從「十大離婚風險因子」中
選出個人認為會對婚姻造成最大威脅的一
個，發現48%受訪者都選擇「外遇」。

「體檢」問卷察風險
「家庭暴力」則為對婚姻關係的第二大

威脅，有24%受訪者選擇，其次為有6%人
選擇的「沾染惡習」和「感情變淡」，而
「惡言相向」和「年老色衰」亦分別有5%
和4%受訪者選擇。至於其餘的「離婚風險

因子」則為「金錢觀不
同」、「教養方式不
同」、「性事不協調」
和「苦無子嗣」。
「城市青年商會」特

別因應本港離婚率持續
上升的問題與「香港婚
姻及家庭治療協會」合
作，舉辦「一婚．一
生」計劃，設計問卷，
從「婚姻情感」、「維
持關係」和包括滿足
感、承諾、親密、信
任、激情和愛的「婚姻關係質素」三方面
計估夫婦的「婚姻健康指數」，協助他們
客觀地了解自己的婚姻狀況。
問卷亦會研究夫妻遇上衝突時是以「指

示」、「解決問題」、「討好」、「逃
避」，還是「妥協」處理，機構指不同的
處理衝突策略也會影響婚姻關係，建議夫
婦要了解並選擇合適的策略，以經營健康
的婚姻關係。
有需要的市民亦可到www.LoveEverAft-

er.asia，用3分鐘完成有關問卷，進行「婚
姻體檢」。
「一婚．一生」計劃期望能分析最少

2,000港人進行「婚姻體檢」後所得到的數
據，研究本港「婚姻健康指數中位數」，
並計劃將於每年7月22日舉辦「婚姻體檢
日」，鼓勵夫婦每年抽出一天，透過「婚
姻體檢」正視婚姻關係，及早了解婚姻中
的隱憂和需要，適時尋求協助，並期望長
遠可減低本港離婚率。

每3對夫婦1離婚 外遇家暴最危

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早前應「脊髓
肌肉萎縮症」患者

要求，爭取藥廠將治療藥物引入香
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表
示，相關工作進度良好，臨床團隊會
盡快評估病人情況，為適合用藥的病
人處方藥物。

陳肇始：盡快評估用藥
有美國藥廠在2016年推出全球首款

可以治療「脊髓肌肉萎縮症」
（SMA）的藥物Spinraza，有病人早
前向林鄭月娥爭取將藥物引入香港，
陳肇始昨日出席為「脊髓肌肉萎縮症
慈善基金」籌款的活動時透露，臨床
團隊正密鑼緊鼓籌備將藥物引入香
港，醫生會盡快評估病人情況，為適
合用藥的病人處方藥物，強調特區政
府明白抗病的路不易行，相關部門會

與病人及其家屬同行。
林鄭月娥在今年3月曾探訪患有SMA

的周佩珊，指特區政府已成功向藥廠爭
取引進Spinraza，更向藥廠爭取在藥物
未完成在香港的註冊前，為第一型病人
在未來兩三個月內提供免費藥物治療。
SMA可以致命，是遺傳病的頭號殺手，
平均每1萬人中有1人患病。
SMA發病初期症狀雖然不明顯，但

卻可以損壞患者控制隨意肌肉的神經
細胞，令肌肉逐漸退化，患者的四肢
及頸項都會無力，影響吞嚥及呼吸等
功能，身體會逐漸變得虛弱，甚至因
呼吸衰竭而死亡，需要終身用藥及依
賴輔助儀器生活。
鑪峰獅子會昨日舉辦「鑪峰愛心慈

善嘉年華 2018」，期望能喚起公眾對
SMA患者所處困境的關注，並為「脊
髓肌肉萎縮症慈善基金」籌得逾8萬
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引脊肌萎特效藥入港進度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子晴）近年有
多宗涉及安老院舍的投訴事件，有團體昨
日於特首辦外集會，要求政府大幅調高院
舍條例中寢室及公共空間人均樓面面積至
16平方米。有參與集會人士指，其家人居
住於私營院舍，院舍空間小，私隱度不
足，甚至會因院友而影響睡眠質素。
「永別康橋劍橋工作小組」及「安老服
務倡導聯盟」聯同約150名院友及家屬到
特首辦外集會，要求政府為修改院舍條例
展開公眾諮詢，及將院舍寢室人均樓面面
積及公共空間人均樓面面積，各調高至8
平方米，合共16平方米。
「永別康橋劍橋工作小組」發言人指，

特首林鄭月娥以政府「無錢」、「無地」
為由，漠視長者及殘障者的需要及尊嚴。
特首辦代表到場接收請願信。

憶母「住得慘」婆婆不敢入住
82歲的李婆婆指，其母親在過身前曾入

住私營院舍，她
指，母親居住環境
非常狹窄，連輪椅
也放不下，而且亦
受職員粗暴對待，
綑綁其雙手，令她
十分心痛，自己亦
不敢入住安老院
舍。
區女士的女兒患

有輕度智障，入住
一間自負盈虧院舍
約3年。她指，一
間房住了6個人，
空間狹窄，並無私隱可言，當探望女兒時
與女兒聊天，亦怕旁邊的院友聽見，女兒
亦反映，如院友半夜失眠，亦會影響其睡
眠質素。區女士表示，院舍內亦無復健
室，如女兒要做物理治療，亦只能於院舍
客廳內設置屏風，十分不方便。

團體抗議院舍迫 促修例擴空間

◀區女士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吳子晴 攝

■李婆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子晴 攝

大嶼山東涌港珠澳大橋地盤工地前日揭
發垃圾袋棄屍案，消息稱，警方已確定男
死者是一名無業癮君子，案底纍纍，包括
曾干犯販運危險藥物、刑事恐嚇、搶劫以
及盜竊等罪行。據知警方暫時未聯絡到死
者的家人，不排除死者生前無固定居所，
新界南總區重案組正循其背景展開追查。
警方指，男死者姓蕭，30歲，身有日

式紋身，被人用多個黑色垃圾袋包裹，連
同一批建築泥頭廢料，棄置於東涌東岸路

近暢連路港珠澳大橋地盤一個工地。

發現者身體不適告假
發現屍體的地盤工人「安哥」，前日清晨與

工友到工地開工，無意中見到有泥頭壓住黑色
膠袋，並發出惡臭，「安哥」率先走到垃圾袋
旁，卒揭發垃圾袋「有餡」，原來包裹着一具
屍體。昨晨8時許，一班工人帶備生果、香
燭、燒肉、汽水等祭品，即場進行拜祭，各人
合十鞠躬，而藏屍的位置仍發出陣陣臭味。
有工人表示，拜祭為求安心，「因我哋經常喺

附近行來行去。」至於首先發現屍體的「安哥」，
因身體不適昨日未有上班。被問到是否「嚇親」，
工友指：「佢話身體唔舒服，唔返工，都知咩
事。」有工友笑言「冇做虧心事，驚咩呢，做嘢
啫」。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死者無業癮君子案底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海洋公園保
育基金昨日接報，指石澳後灘有一隻成年江豚
擱淺，屍身已經嚴重腐爛，未能確定死因。保
育基金已將江豚運返海洋公園作解剖。
江豚長151厘米，未能確定性別，擱淺情況

屬第四級，即嚴重腐爛。海洋公園保育基金呼
籲公眾，若發現懷疑鯨豚擱淺個案，可致電
1823熱線，並提供發現擱淺的時間、地點、
相片（如有），讓行動組能盡快到場跟進。

江豚擱淺石澳
屍首嚴重腐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粉錦公路近
蓮塘尾昨午發生交通意外，兩輛私家車與一輛
客貨車相撞，造成至少3人受傷，現場來回方
向全線一度封閉，其後實施單線雙行，約1個
半小時後才告解封。
事發下午近2時，兩輛私家車沿粉錦公路往

上水方向行駛，駛至近蓮塘尾時，與一輛往八
鄉方向行駛的輕型貨車相撞。69歲輕型貨車
司機一度被困，由消防救出，他頸、手、腳受
傷。至於另外兩名司機亦分別頸、手、腳受
傷，3人清醒由救護車送往北區醫院治理。
受車禍影響，現場來回方向全線一度封閉，

其後實施單線雙行，現場交通一度非常擠塞，
粉錦公路往上水方向龍尾排到歌賦嶺，往林村
方向龍尾伸延到北區醫院。

3車串燒3人傷
粉錦公路塞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對
警員夫婦訛稱可以代人炒賣名錶及手
袋，詐騙6名市民超過1,500萬元，另
聯同錶行女職員洗黑錢3,000萬元。案
件昨在區域法院審結，法官裁定涉案3
名被告詐騙及洗黑錢共15項罪名成
立。全部還柙至本月底聽取求情後判
刑，明言判處監禁是無可避免。
三名被告分別是報稱家庭主婦的36

歲警員妻子朱凱欣，其39歲警員丈夫
歐陽克文，以及44歲錶行女職員李玉
鳳。辯方律師指，歐陽克文上周五晚
在街頭暈倒入院，未有出庭。

涉款逾4500萬元
案情指，首被告朱凱欣在2011年至
2013年間，訛稱可以代人炒賣名錶、
手袋、平板電腦，詐騙6名男女合共
1,529萬元。朱又聯同另外兩名被告處
理173隻名錶及洗黑錢3,000萬元，個
人被控欺詐、洗黑錢、串謀洗黑錢等
罪名。朱凱欣承認其中兩項欺詐罪。
暫委法官陳慧敏頒下108頁書面判

詞，指本案是一宗以投資為名的詐騙
案件，被告以豐厚的利潤引誘多名受
害人投資商品。

法官將案件押後至本月31日聽取求情，又
拒絕為被告索取背景報告，明言判處監禁是無
可避免，三名被告需要還柙。法官指留意到案
發至今已有5年時間，要求控方提交報告，解
釋為何調查需時這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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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外遇是「十大離婚風險因子」之首。

▲雖逢周六，意外仍致大批市民久候。 電視截圖

■■港鐵維修人員在更換受損的架空電纜港鐵維修人員在更換受損的架空電纜。。

■■粉錦公路近蓮塘尾粉錦公路近蓮塘尾33
車連環相撞車連環相撞。。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藍地站輕鐵接駁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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