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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年燈飾陷阱 話絕緣實搵笨
記者隨機買4款檢測 「防塵防水」一試全不達標

選購貼士
■確保電線有雙重包膠

■注意電線或其他配置的接合點是否接緊及用
膠包好

■建議購買低電壓的USB插頭電器

■留意店舖是否有商業登記

■切勿購買配有兩腳插頭的電氣產品

■選購印有產品標記的產品

■選購配置符合安全標準BS1363的三方腳插
頭

■資料來源：機電工程署、
理工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 鄭家偉

涉及應節燈飾產品的意外時有發
生，市民應汲取教訓，免樂極生悲。
前年，曾在聖誕節期間熱爆流行的
LED發光氣球，吸引不少人爭相選

購，不少人更網購相關材料自製發光氣球，甚至在街
上兜售，惟在台灣及內地曾發生多宗相關爆炸意外，
引致多人受傷。
在台灣高雄，兩名女子在玩發光氣球時被灼傷臉

部、手背；在南京，亦有4人因煙蒂火屑導致發光氣
球爆炸，造成不同程度燒傷，其中1人傷勢嚴重，臉
部、手部均達2級燒傷，3人的臉部及手部也出現大
量水泡及紅腫。
當地有專家估計，部分發光氣球以易燃的氫氣代替

氦氣充氣，故此當電流經過或遇高溫及火屑時，容易
造成爆炸。他提醒市民避免將發光氣球帶到燒烤場及

火鍋店，以及切忌在旁吸煙，否則
後果不堪設想。

新春將至，不少市民會佈置家

居，增添節日氣氛。本報記者在坊

間隨機購買4款賀年燈飾，交給專

家檢測安全性，結果發現全部有安

全隱患。雖然產品標明具「雙重絕緣」及「防

塵防水」認證，惟所有樣本皆未達標，當中更

有組件接合位鬆脫，有部分則沒有用雙層塑料

包裹好組件，增加觸電風險。所有樣本都用兩

腳插頭，沒有接駁防止漏電的地線（又稱水

線）。機電工程署呼籲市民到有信譽的商店選

購產品，並會在節日期間加強巡查，以阻嚇店

舖供應不符合安全規格的電氣產品。

■圖/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春節快到，深水埗福榮街及灣仔太原街等店舖售賣各
款賀年燈飾，吸引不少市民選購。有店主稱售賣產

品均經過嚴格安全檢測，「保證百分百安全。」
為了解其安全性，本報記者於上述地方共購入4款售價

由38元至85元不等的賀年燈飾，交予理工大學電機工程
學系教授鄭家偉進行安全測試，結果發現所有樣本均有安
全隱患。

「雙重包膠」根本未「全包」
4款測試樣本的電壓均屬高壓電約227瓦特（W）。雖
然它們的電源開關盒上均附有「回」字型的電器雙重絕緣
標誌，惟鄭家偉在檢視後，發現所有樣本均沒有符合「雙
重包膠」的標準，當中樣本4的LED小燈泡與電線接合
點，並未完全被塑料包裹，容易入水。
根據機電工程署指引，沒有接駁地線的電器必須為雙重
絕緣或加強絕緣設計。而是次所有樣本均屬兩腳插頭沒有
接駁地線，並不符合署方的安全規格外，更不具備雙重絕
緣的標準。

接合點鬆 勁易入水
至於4款樣本在電源開關盒上雖附有「防塵防水指數」
（IP44）標籤，意指該電器可防止飛濺的水及大於1.0毫
米的固體入侵，惟鄭認為大部分測試樣本並不達標，因電
線與燈泡以及開關盒的接合點也較鬆，令人質疑是否真的
可「防塵、防水」。
鄭家偉提醒，歐洲合格認證（CE標誌）因不需第三方
認證，所以具該標誌產品仍可能未符合相關玩具安全、機
械工具的標準。

插頭冇接地線易觸電
此外，如前所述，是次所有樣本均屬兩腳插頭，鄭家偉
表示，本港電器所使用的插頭須為三腳插，且要接上地
線，否則一旦漏電，沒地線令總掣「跳掣」，令觸電風險
大增。
就不少人自行將兩腳插頭更換為三腳插頭，或使用轉插
器，他提醒這兩種做法同樣有風險，前者因沒有接駁地線
防止觸電，後者則部分原插與轉插器接觸並不緊密，有機
會漏電。
機電工程署發言人表示，家用的節日燈飾產品受《電氣
產品（安全）規例》規管，署方會定期進行店舖巡查，如
發現違規情況，署方會調查及採取相關行動，並會在節日
期間加強巡查。根據署方記錄，過去3年共有6宗涉及不
符合安全規格節日燈飾的違規個案。

在市面上售賣的
賀年燈飾產品，同樣受到
海關《消費品安全條例》及
《消費品安全規例》規管。海關發言
人指，過去3年，海關就賀年用品進行了89
次巡查，並試購樣本作測試，結果顯示樣本符
合國際間所採用的相關安全標準。
發言人表示，凡消費品的警告或警誡須以中

英文表達；有關表達須清楚可讀和放置於消費
品或包裝部分的顯眼處，以及符合安全標準
等。如違反上述條例，違例者首次定罪最高可
被罰款10萬元及監禁1年，而其後各次定罪最
高可被罰款50萬元及監禁兩年。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認為，相關部門應加

強 執
法，派員多
加巡查市面上的賀
年用品，同時亦需加強教
育市民如何選購安全產品。
她提醒市民，在歡度佳節時要注意

安全，購買符合本港安全規格的電力產
品，否則易樂極生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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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節產品曾出事
發光氣球爆傷面

■■記者選購記者選購44款款
賀年燈飾送交專賀年燈飾送交專
家檢測家檢測，，發現均發現均
具有安全隱患具有安全隱患。。

■■市面不少店舖出售各款賀年燈飾產品市面不少店舖出售各款賀年燈飾產品。。

■■鄭家偉指鄭家偉指，，
是次所有樣本是次所有樣本
均採用高壓電均採用高壓電
線線。。

■■農曆新年臨近農曆新年臨近，，不不
少市民紛紛佈置家少市民紛紛佈置家
居居，，增添節日氣氛增添節日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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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士協會昨日發起集會及遊行，要求
政府增加資源及人手。協會提出 14 項
問題，包括在沒有額外人手的情況下加
開臨時病床、護士病人比例超過 1 比
10、護士人手嚴重不足等。一方面，政
府應理解前線醫護工作壓力沉重，盡力
提供支援；另一方面，本港醫護人員受
過非常專業和嚴謹的訓練，應本着職業
道德責任，堅持為市民提供高水平的服
務，要看到政府增加津貼、補充人手的
努力，給予時間讓政府改善，相信廣大
醫護人員會理性對待資源不足問題，不
因一時不滿而影響服務質素和社會和
諧。

近月流感高峰期，醫院逼爆，15 間
設內科住院病床的醫院，全部佔用率都
超過百分之百。面對病人眾多，醫護人
手未有同步增加，前線人員疲於奔命，
護士以遊行表達不滿，社會各界都對此
表示理解。

醫管局發言人表示，2018/19年度已
按周年工作計劃增加574張病床，又預
先撥款5.2億元予各醫院聯網，並由本
月28日起的12個星期，一次性上調特
別酬金計劃的津貼金額10%。醫管局本
年度亦聘請 2230 名護士，人手淨增長
為830人，亦會繼續聘用支援人員及病
房文員，協助護士的病人護理工作及文
書職務。

然而，5.2 億元和上調津貼金額的效
力只是一時，護士工作過量由來已久，
政府必須進行結構性改革，改善醫院工

作環境，做好社區醫療。
根據國際標準，護士與病人的比例是

1 比 6。香港護士協會多年來的調查結
果顯示，每名護士對病人的比例平均達
1：11，現時流感高峰期是1：16，晚更
時分更高至 1：24。今天的護士人手
荒，是源自多年前的人手規劃的問題。

1999 年政府面臨財赤，關閉 20 多間
護士學校，每年護士畢業人數由約2500
人驟減至約500人。2003年，醫管局推
出自願離職計劃，進一步節省開支，不
少具經驗的護士離職，適逢沙士爆發，
以及隨後幾年的私家醫院挖角潮，使人
手問題響起警號。即使醫管局於 2008
年重開護士學校，也未能解決問題。本
地培養的護士人手供不應求，引入外地
註冊護士又遭業界抵制，寸步難行。

因此，特區政府應以新思維規劃公營
醫療系統資源分配，考慮制訂護士與病
人的目標比例，繼續聘請全職、兼職及
中介護士，增強調配人手彈性，以確保
護理服務的質素、減輕護士的工作壓
力，以及減少護士人手的流失。

護理專業自古以來備受尊重，南丁格
爾的白衣天使形象深入人心。護士行業
所仰仗的不止書本上、臨床上的知識，
還有背後人道主義精神。如今流感高峰
期之際，廣大護士堅守崗位、維持高水
準服務，值得敬佩。相信廣大護士在提
出訴求的同時，仍會堅守專業，盡心盡
力、盡職盡責為病患提供優質護理
服務。

重視前線醫護訴求 增加支援減壓力
中環灣仔繞道昨日正式首階段通車，行車大致暢

順。在中環灣仔繞道全面通車後，港島北的交通堵塞
問題有望明顯紓緩。近年，本港大型工程往往一波三
折，事倍功半，消耗巨額公帑和社會精力。大型工程
有利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提升本港競爭力，未來政
府需要繼續迎難而上，積極作為， 社會各界也要以香
港整體利益為重，凝聚共識，摒棄爭拗，理性支持包括
「明日大嶼」等大型項目，提高建設效率，造福香港。

中環灣仔繞道耗資360億港元，全長約4.5公里，
通車後中環至北角之間的行車時間約5分鐘，較以往
節省35分鐘至40分鐘，灣仔北一帶的塞車問題將得
到有效改善。昨日多家媒體試行和訪問使用者感受，
獲得的反應都是大致順暢、省時快捷。

當然，由於有接駁的道路仍未竣工，繞道通車初
期，中環碼頭、民耀街、龍和道及灣仔北一帶將較為
擠塞，警方已宣佈加派人手疏導車流，亦會在繞道支
路一帶加強執法，減少道路阻塞。駕駛者應多了解警
方和相關部門發佈的交通信息，預先規劃好行車路
線，暫不要湊熱鬧、貪新鮮試行繞道，以免增加車流
導致擠塞。

上世紀90年代，回歸前的香港政府已提出興建中
環灣仔繞道，當時預計造價為80億港元。但工程一
直爭議不斷，引發司法覆核及皇后碼頭保育事件。尤
其是針對工程填海的司法覆核，令工程多次推倒重
來，陷入「計劃——諮詢——司法覆核——再計
劃——再諮詢——再司法覆核」的惡性循環。

直至2009年，所有司法覆核解決，政府根據法院
的裁決重新制定計劃，並獲行政會議拍板通過，於
2010年正式動工，到如今首階段通車，建造時間足
足花費9年有多，造價更是原本預計的4倍多。如果

計算工程的每公里造價，就更令人吃驚——高達
80億元，可算是世界紀錄。

受填海官司影響的基建項目，除了中環灣仔繞道
外，為解決九龍現有幹道塞車而提出興建的六號幹
線，其中的T2主幹路亦受有關官司的影響，需要推
倒重來，令工程嚴重延誤，較原先計劃足足遲了20
年仍未開展。

政府去年正式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 160 億元興建
「T2主幹路」及「茶果嶺隧道」，預算已較2008年
的估算 80 億多了 1 倍。預計工程可於今年下半年開
工，於2025年完成。不過，有關撥款至今未獲財委
會批出。只怕隨着時間拖延，工程預算還會上升。

中環灣仔繞道本來短短數公里的工程，有利改善交
通、便利市民出行，建設過程卻波折重重，耗費近
30年時間、超支4倍才能完成。難怪特首林鄭月娥在
繞道開通儀式致辭時，對歷經30年研究、爭議及工
程延誤終於落成的繞道通車感到「開心、感動、激動
及百感交集」。

中環灣仔繞道建設的艱難，也是近年本港大型工程
建設的縮影，高鐵香港段、港珠澳大橋都有類似的經
歷。事實證明，大型工程為香港發展注入新動力，絕
非一句「大白象工程」就能一筆抹殺其功能和作用，
以政治化的手段狙擊大型工程，後果是令公眾付出巨
大代價，阻礙香港進步。

大型工程功在當下，利在千秋，當我們享受前人締
造繁榮社會的同時，亦要力為下一代構建更美好的
環境。如今香港正面臨土地不足的嚴峻挑戰，不少市
民面對居住環境差和置業難的困局，特區政府提出的
「明日大嶼」計劃，正正從根本上增加土地供應，為
未來發展提供必要的土地儲備。

經歷過中環灣仔繞道、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港珠澳
大橋等工程建設的風波，了解到大型工程的必要性，
市民更要支持政府堅定前行，排除干擾，按部就班推
進計劃，為下一代建設。

提高大型工程建設效率造福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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