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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沉降超標樓宇
名稱 沉降幅度（毫米） 超出警報水平

寶馬大廈 62.9 33.8%

土瓜灣市政大廈 51 50%

金孚中心 42.9 38.4%

馬頭圍道324號 36.2 34.1%

美善同道56號至65號 23.3 29.44%

資料來源：綜合傳媒報道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珈琋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嚴杏意）港鐵土瓜灣站地盤工
程疑令附近樓宇出現沉降問
題，民建聯九龍西立法會議員
蔣麗芸及鄭泳舜等昨日下午到
現場巡察。他們要求政府主動
跟進，包括委派專業工程師巡
察受影響樓宇，並要求煤氣公
司交代新換喉管的承受力。

促交代新換喉管承受力
蔣麗芸指出，已聯絡過煤氣

公司、港鐵及工程師學會了解
事件，並估計與港鐵抽地下水時連帶抽走附近樓宇地底的泥沙
有關，目前煤氣公司已向她承諾土瓜灣站地底的煤氣喉均運作
安全，且將受沉降影響的煤氣喉管以靭性較高的PE膠取代。
她促請煤氣公司交代新換喉管的承受力，同時希望相關結構
工程師能向市民交代繼續施工的原因，並委派專業工程師視察
受影響樓宇及發出安全證明書。
蔣麗芸指出，事件牽涉逾20幢樓，她不明白港鐵為何未有
通報，對此感到十分震驚。港鐵目前未有回覆是否已進行補救
措施及應由誰去補救，只稱需要時間了解。若港鐵未能交代一
個滿意的答覆，政府又不主動跟進問題，不排於立法會上引用
特權法調查的可能性。
鄭泳舜亦對港鐵連番事件感到非常失望及憤怒。他指出，自

己翻看九龍城區議會過去有關沙中線的記錄，發現港鐵不斷向
議會解釋有關工程的數據屬正常範圍，故他明白議會被欺瞞的
心情，並同意議會召開特別會議。
至於是否支持將土瓜灣站納入立法會沙中線調查委員會的調

查範圍，他認為應檢視整體沙中線的管治問題，並盡快公開相
關的報告內容。

梁美芬：港鐵態度不能接受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表示，土瓜灣站工作導致附近樓宇
有沉降問題，甚至超出政府要求的上限3倍，而港鐵從來沒有
提及有關沉降超標的事宜，每次報告也說「一切正常」，質疑
港鐵是否故意隱瞞九龍城區議會。
她批評港鐵這種試圖瞞天過海的態度實在不能接受，應馬上

向公眾道歉，並要求政府調查涉及的樓宇石屎剝落與裂痕是否
與沙中線工程有關，以及到底會否影響樓宇結構安全，同時應
該向受影響居民作出賠償。

沙中線土瓜灣站的地盤工程一直困擾該區商
戶，除了營業額大受打擊外，更構成實質損耗。
有店舖的地磚因打樁工程而鬆脫，至今仍未修
補；亦有店舖門階出現多條裂縫，未知是否因沉
降問題所致。面對土瓜灣站再爆出醜聞，他們只
盼工程早日完工，讓一切重回正軌。

市民繞路生意減 怕煩不索償
位於大廈地舖的瑋廸傢俬設計老闆黃先生坦

言，當初顧及大眾福祉和交通便利，以發展為
大前提下支持興建沙中線，但沒想過影響如此
深遠，自己的損失慘重。他向記者展示當時相
片，指打樁工程的劇烈震動，令其店舖的牆身
亦出現裂縫和地磚鬆脫等情況。
他續說，當時工程令街道被封，市民紛紛繞

路而行，相關店舖指路牌亦只張貼於隱蔽轉角
位，使客流量十分少，營業額大受打擊，雖然

有購買保險，但相關裝潢費用亦不菲，至今仍
未對地磚進行維修，「反正修好了還是會被再
次震鬆，不如不修，只希望快點回復正常。」
黃先生表示，曾打算向港鐵追討賠償，但需

要花費人力和物力，又要提供一堆資料數據，
認為程序相當麻煩，故沒有跟進，「傷心事就
不要提了，我寧願做多一兩單生意都不想煩，
反正也未必能成功獲取賠償。」
頂好（香港）建築裝飾有限公司在七喜大廈

設有地舖，公司門外的雲石上出現4條分別長
約10厘米的裂縫，其職員、資深室內設計師
吳偉成指出，過去較少留意外圍，故未有察覺
裂縫的出現。
他坦言，不敢妄下判斷指裂縫就是因為沙中

線工程導致沉降，但認為並不出奇，因樓齡高
的樓宇會出現結構損耗，進行第三方工程時或
多或少會造成影響。

他直言，最擔心工程的完工日期一再延後，
期望有關部門盡快檢查清楚喉管及沉降數據
等，保障區內人士的安全，同時減少對商戶的
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珈琋、實習記者 嚴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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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大沉降 港鐵瞞到底
土瓜灣站23幢樓超標 區會下周特別會商

打樁磚碎牆裂 商戶損失慘重�&

有傳媒稱取得一份港鐵內部顧問報告，當
中列出2015年至2017年期間各監測點的

數據。

寶馬大廈沉降最嚴重
報告指出，寶馬大廈於2017年6月錄得最高
62.9毫米沉降，為沉降情況最嚴重的監測點
（見表），旁邊的土瓜灣市政大廈錄得51毫米
沉降；寶馬大廈對面、近50年樓齡的七喜大廈
錄52.4毫米沉降。
其餘出現沉降超標的樓宇包括寶馬閣、美樂
大廈、金孚中心、柏堅大廈及馬頭圍道324號
至350號多幢樓齡約60年的舊樓等，累積最大
沉降幅度由22毫米至42.9毫米不等。
報告提及，工程人員到超標位置進行目測及
結構檢查時，未有發現明顯裂紋，又稱樓宇的
傾斜度沒超出預期，經港鐵合資格人士審核後
認為樓宇堅固穩定。

屋署曾發現 港鐵不理續趕工
資深土木工程師倪學仁昨在一個電台節目上
指出，報告顯示港鐵曾自行增加沉降幅度容許
上限，屋宇署曾發現並指出問題，惟港鐵並沒
有理會、繼續趕工，導致沉降問題加劇。他批
評港鐵的做法不當，不應自行解決了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到馬頭圍道一帶觀察時，
不難發現多幢大廈外牆都設有疑似測量裝置，
以及肉眼清晰可見、由地面開始延伸的裂縫，
有些寬度足可放置硬幣。
據悉，馬頭圍道附近多間學校亦曾出現裂縫，
現時已自行修補。依記者所見，有地盤工人如常

在該帶工作，市民亦沒有刻意迴避。

關浩洋：市民擔心及震驚
當區區議員、民建聯關浩洋昨到區內視察及

了解受影響居民的意願。他指出，事件被傳媒
揭發後，不少市民均十分擔心及震驚，若相關
報告的沉降數據屬實，港鐵及沙中線承建商很
明顯隱瞞事實，利用街坊的信任欺騙他們，亦
是罔顧他們的生活安全，以換取沙中線的工程
進度。
他說：「接近10年的沙中線工程，附近居民

已就環境衛生、交通改道等方面作出忍讓，甚
至自費修補一些問題。如果沉降數據真的超
標，而港鐵隱瞞的話，那是完全不能接受。」
他表示，九龍城區議會的「關注沙中線工作

小組」曾多次與港鐵、路政署及運輸署等部門
的代表開會，惟港鐵從未披露實際沉降情況，
令小組成員全不知情。
他又指，去年7月一次會議，港鐵在文件中
聲稱已於工地周邊範圍設置數百個監測點，定
期監察地面及附近樓宇的沉降、樓宇傾斜度及
樓宇所受到的震動幅度等，「各監測點的數據
均符合正常水平。」

港鐵屢次拒提供數據
「關注沙中線工作小組」主席、九龍城區議

員何顯明坦言，對事件感到驚訝。他指小組過
去曾要求港鐵提供相關數據，惟遭對方以私穩
問題、個別大廈業主或屋苑業主立案法團欲查
數據需自行與港鐵聯絡等不同理由婉拒，令區
議會無法接收全面數據。

他說，為了釋除市民對安全問題的擔憂，區
議會決定最快於下星期舉行特別會議，要求港
鐵、特區政府及煤氣公司代表參加，並要求港
鐵提交相關數據。
港鐵昨日傍晚回應指，工程團隊及承建商一

直密切監察工程附近的建築物及地下管道之狀
況，每周均會向相關政府部門提交所有監測點
的數據。
根據記錄，部分沉降幅度的監測數據達至工

程設定指標，工程團隊與承建商已採取適當的
跟進措施，包括安排註冊結構工程師進行檢
查，確定建築物安全及傾斜度符合工程預設的
要求、由承建商委聘的顧問公司重新檢視沉降
對建築物的影響等，工程在確定相關建築物結
構安全後繼續進行。
港鐵強調，土瓜灣站的挖掘及主體結構工程已

於2016年底完成，車站的土木工程亦已於去年
完成，沿線建築物及地下管道的沉降幅度已穩定
下來，傾斜度亦符合要求，安全並無受影響。

港鐵沙中線工程問題揭之不盡，近日

更有傳媒披露一份港鐵內部報告，揭發

土瓜灣站周邊、馬頭圍道一帶共有23

幢住宅及商廈沉降超出容許上限，9個

設於煤氣管道的監測點亦錄得超標，惟港鐵竟未有按規定停工。當區

區議員批評，港鐵一直隱瞞超標情況，欺騙居民及區議會，區議會已

定於最快下星期舉行特別會議。港鐵昨晚回應表示，有恒常向政府部

門提交所有監測點的數據，並強調沿線建築物及地下管道的沉降幅度

已穩定，安全並無受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珈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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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麗芸及鄭泳舜等人昨午到現場巡蔣麗芸及鄭泳舜等人昨午到現場巡
察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梁美芬聯同林博區議員巡察
土瓜灣站受沉降影響的樓宇。

■■吳偉成展示店吳偉成展示店
舖外的裂縫舖外的裂縫。。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記者記者

陳珈琋陳珈琋 攝攝

■港鐵沙中線被揭發土瓜灣站周邊、馬頭
圍道一帶共有23幢住宅及商廈沉降超標，
惟港鐵竟未有按規定停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馬頭圍道有些大廈的馬頭圍道有些大廈的
裂縫寬度裂縫寬度，，足可放置足可放置55
元硬幣元硬幣。。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國權記者劉國權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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