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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巡「高街鬼屋」替更保安猝死
獨自走入大樓神秘失蹤 早更同事揭發倒臥梯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鄧偉明）西營盤社區綜合大
樓揭發猝死事件。一名前晚到大
樓頂夜更保安員突然神秘失蹤，
至昨晨始被發現倒臥梯間昏迷，
救護員趕至證實死亡；警員封鎖
現場調查無可疑，列作「屍體發
現」案處理。根據資料，西營盤
社區綜合大樓前身曾為護士宿舍
及女子精神病院，日軍侵佔香港
期間有傳被日軍用作刑場，之後

■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被列
為香港法定古蹟。
為香港法定古蹟
。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俊傑 攝

曾屢傳出靈異事件，因而有「高
街鬼屋」之稱。

保安員姓鍾，56 歲，患有心臟病、高血
壓及哮喘長期病，被發現時昏迷無呼吸
脈搏，人員經檢驗已經死去一段時間，初步無
表面傷痕，死因有待進一步驗屍確定。

男

妻致電無人聽 赴警署報案
現場為高街 2 號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據
悉，任職夜更保安員的鍾某，間中需被調派至
上址替更工作，早上 7 時下班，家住香港仔
區。消息稱，前晚11時，鍾再被派到西營盤社
區綜合大樓替更，至昨凌晨約 1 時鍾獨自往巡
樓後，便失去聯絡。
直至昨晨 7 時許，鍾的妻子見其仍未如常返
家，嘗試致電丈夫無人接聽，再致電丈夫任職公
司查詢但亦無人知道其下落，心知不妙趕往香港
仔警署報案，警方列作「失蹤人口」處理。

事主患長期病 疑病發失救
直至昨晨 9 時許，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早更
保安員巡樓期間，發現鍾昏迷倒臥在一樓梯間
位置，於是報警，救護員趕至經檢驗證實死

■猝死梯間保安員遺體由仵工舁走。

亡，毋須送院。警員封鎖現場調查，其間聯絡
事主家人認屍及提供資料，得悉事主患有長期
病，不排除事主巡樓期間不適坐在梯間休息病
發昏迷失救，初步無可疑，死者遺體由仵工舁
送殮房，等候驗屍確定死因。
根據資料，高街 2 號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不
論前身及街名也「有段故」，高街原名為第四
街，原因是這條街位於第三街之上，但因中國
人忌諱「四」字與「死」諧音相同，居民認為
不吉利，當時政府便順應民意，以街道位置較
高因素而將街名改為高街。
至於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的前身，建於1892
年，為一幢 3 層高、花崗石外牆及設有拱形長
廊等特色的建築物；當時原為醫院外籍護士宿
舍，其後改作女子精神病院。
二次大戰日軍佔領香港時期，精神病院被空
置，有傳被日軍用作處決囚犯的刑場，附近的
佐治五世公園則曾經是亂葬崗。
1945年日本戰敗及香港重光後，女子精神病
院一度重新運作，但其後再被空置，其間不斷
傳出鬧鬼事件，因而被稱為「高街鬼屋」。

歷史建築「度身活化」大有可為

■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門外有人拜祭猝死保安
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俊傑 攝
直至 2001 年間，特區政府將上址女子精神
病院改建成樓高 9 層的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
原址大部分的建築被拆卸，但仍保留原來建築
物正面設計獨特的大麻石外牆及走廊部分，並
被列為香港一級歷史建築；直至 2015 年 10 月
再被列為香港法定古蹟。

本港富有建築特色
及歷史價值的荒廢建
&
築物，不少過往也曾
經盛傳發生靈異怪
事，但其實只要「度
身訂做」一套活化計劃，這些一級歷
史建築物仍大有可為。
旺角荔枝角道 119 號雷生春，建於
上世紀 30 年代初期，樓高 4 層，以典
型「走馬大騎樓」唐樓結合現代流線
風格的橫線設計與古典元素的特色建
築物，當時地下為醫館及藥店，上面
三層則為住所。自上世紀80年代，雷
生春住宅部分已長期荒廢，家族後人
曾打算將雷生春拆卸重建，但其間不
斷傳出靈異怪事，影響拆卸工程。
2000 年，業主後人將雷生春捐贈給港
府，被列為一級歷史建築物。2009
年，香港浸會大學成功獲選參與活化
雷生春計劃，變成現時的「香港浸會

工程車撞電纜 害死抹街燈工人
▲工業意外死者陳少
田。
◀警員懷疑工人在工
程車升降台上遭高空
電纜擊中頭部不治。

■肇事工程車的升降工作台嚴重損毀。

死者初為人父 惜遇橫禍
意外慘死男工人陳少田（37 歲），
屬路政署街燈維修保養工程承建商的
清潔工人，送院時頭部大量出血，終
疑因頭骨爆裂致死。
據悉死者生前居住黃大仙竹園北邨，
與妻在深圳結婚，兩個月前才喜得一
子，初為人父。陳平日主要負責在外勤
工程車的升降工作台上清潔街燈。
現場為大埔大窩西支路近南華莆好
時花園對開一條支路。前晚 11 時許，
當時陳與另一名負責駕駛工程車的姓
楊（35 歲）男工友在上址路段清潔街
燈，其間工程車在升降工作台在未降
下的情況下，駛前擬往另一條燈柱繼
續清潔，詎料中途疑黑夜視野不清，
工作台突撞及兩條較街燈矮的 1.1 萬
伏特架空高壓電纜，當場發出懷疑觸
電爆炸巨響。
據現場消息指，司機察覺後立即停
車，惜陳已頭部重創昏迷，夾在被撞
毀的工作台上不斷淌血，慌忙大叫求

救，驚動附近村民協助報警。傷者隨
後由救護車急送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
搶救，延至昨日凌晨1時04分不治。
另受事件影響，附近有約 50 戶村民
的電力供應中斷，警方則封鎖現場調
查。現場所見，半空共有 3 條高壓電
纜橫過馬路，肇事工程車的升降台圍
欄被撞至變形，留有一部手機及一隻
鞋，地上則有大攤血迹。
中電人員到場經約兩小時搶修電
纜，恢復附近村民供電，至於肇事被
撞電纜部分，並無出現漏電跡象，相
信事主並非遭電擊死亡。
警方事後經調查，相信事件無可
疑，列作交通意外跟進，稍後將驗屍
以確定死亡。

疑無收起工作台行車肇禍
昨晨 10 時許，有交通警員重返現場
搜證，又在附近張貼通告呼籲目擊者
提供資料。另外，勞工處、路政署、
機電工程署及中電人員亦有到場調
查，包括量度電纜與地面的高度，證
實電纜離地約 6.4 米高，符合法例規
定不應低於 6.1 米的要求，至於由死
者清潔的燈柱到出事電纜位置，工程
車共行駛了約27米距離。
當局正調查是否有人貪方便，違反
勞工處的安全指引下，未降下工作台
行車肇禍。
至昨日下午 2 時許，死者近 20 名家
屬，包括由深圳趕返港的妻子，在一
名道士引領下到場路祭，各人神情哀
傷，當中陳妻情緒激動，需親友攙扶
離開。

相關工序暫停 調查意外成因
路政署、勞工處及
中電均對事件感到難
&
過，分向死者家屬致
以深切慰問。
路政署透露死者為
該署路燈維修保養工程承建商的工
人，工程合約的總承建商是中電工
程有限公司，該署已與承建商聯絡
死者家屬提供所需協助，而相關的
工序已暫停，以協助相關部門調查
意外成因。
勞工處回應指，事主是身處於一

部行駛中貨車的車身安嵌式升降工
作台時，在工作台上被夾着，引致
頭部受傷送院證實不治。
該處已向有關承辦商發出「暫時
停工通知書」，直至信納承辦商已
採取措施消除有關危害才可復工，
調查若發現有違例事項，定會依法
處理。
中電發言人亦指公司對今次事件
非常重視，會密切配合有關政府部
門的調查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升降台行駛前須收好
香港汽車工業學會
會長李耀培表示，據
2
現場資料顯示肇事為
$
特別用途車輛，須考
特別牌照才能駕駛，
操作升降台的工人亦須先報讀相關
課程才可取得操作資格，當車輛移
動時，升降台須下降至托架上，今
次事件懷疑有人違反安全指引肇
禍，惟詳情仍有待警方及勞工處調
查。
另根據勞工處安全指引，在公共
設施包括架空電纜、氣體喉管等設
施附近使用動力操作工作台時，要
採取預防措施防止機器作業操作員
或工人造成危險，常見的預防措施
包括使電纜不帶電或設置屏障，而
有關工作台經過的地方均應光線充
足。

在操作非自行式或車身安嵌式的
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之前，操作員
須確保在移動前，將工作台下降至
托架上。而凡在動力操作升降工作
台工作的工人，均須佩戴適當的安
全帶以防墮下。
建造業總工會會務顧問周聯僑對
新年伊始即發生嚴重傷亡意外，深
感悲痛。
他指該會義工會協助家人路祭，
及盡快與承建商就恩恤金、賠償等
問題談判。關懷基金亦會盡快批出
10萬元予家屬以解燃眉之急。
他呼籲勞資雙方必須攜手做好職
安健，工作前充分評估風險，車輛
行駛前必須收好升降台，依足安全
工作守則工作，避免同類案件重
演。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新春嚴打走私 海關拘1203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農曆新年前後，海關展開
代號「開拓者」執法行動，由上月 14 日至本月 9 日，一連
27 天分別在機場、海域港口、陸路、鐵路及渡輪口岸加強
執法，致力打擊節日期間通過客運及貨運渠道的走私及其
他非法活動；直至行動結束為止，海關共偵破 1,300 宗案
件，檢獲走私物品總值約1.3億元，拘捕1,203人。
毒品方面，海關共偵破 61 宗案件，檢獲約 130 公斤毒
品，包括冰毒、大麻及可卡因等，估計市值約2,200萬元，
毒品主要透過空運郵遞及航空旅客渠道偷運入境，共拘捕
28人。
走私瀕危物種方面，海關共查獲 146 宗案件，檢獲物品
包括穿山甲鱗片、原支象牙及其製品、紫檀木材、蘭花及
受管制魚翅，估計約值 7,300 萬元；另海關亦檢獲約 220 公
斤在沒有衛生證明書下進口的野味、肉類、家禽及約 600
隻禽鳥蛋；有關案件分別交由漁護署及食環署跟進。
行動期間，海關人員於各出入境管制站，合共檢獲約
530 萬支未完稅香煙及 98 公升未完稅酒精類產品，估計市
值約1,550萬元，共拘捕967人。
此外，海關亦檢獲約值 54 萬元侵權物品，以及價值約
1,500萬元其他走私貨物，包括凍肉、手機配件及燕窩等。
海關呼籲市民可致電海關二十四小時熱線2545 6182，或
透過舉報罪案專用電郵賬戶（crimereport@customs.gov.
hk）舉報懷疑販毒及走私活動。

「灣仔碼頭」創辦人 「水餃皇后」逝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新
年伊始，大埔南華莆前晚發生罕見奪
命意外。一輛屬路政署承辦商的清潔
街燈工程車，疑因升降工作台撞及架
空高壓電纜，致台上一名男工人頭部
重傷當場浴血昏迷，急送醫院搶救延
至昨日凌晨不治，事故導致附近約 50
戶村民一度停電，勞工處、路政署及
中電正調查意外原因，包括是否有人
貪方便，違反安全指引未降下工作台
行車肇禍。至於現場電纜高度，事後
證實符合法例要求。

電視截圖

大學中醫藥保健中心─雷生春
堂」。
灣仔船街 55 號南固臺，建於 1918
年，樓高兩層，佔地 200 平方公尺，
糅合中西建築風格；1999 年被列為香
港一級歷史建築。
在日軍佔領香港期間，南固臺被日
軍用作慰安所，將港九各區捉拿婦女
帶到上址禁錮及充當慰安婦。
1945 年日本投降後，南固臺一直
丟空，因此有不少鬧鬼傳聞；2003
年曾有一群青年進入探險，其間有
人失控亂跑亂叫疑被「鬼上身」。
2018 年，當時業主合和實業向城
市規劃委員會呈交改劃申請，計劃
將南固臺及鄰近土地改劃成「綜合
發展區」，會原址保留南固臺歷史
建築物，並可能活化成證婚場所及
作非牟利用途。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蕭景源）本港
家喻戶曉的急
凍食品品牌
「灣仔碼頭」
創辦人、有
「水餃皇后」
之稱的「臧姑
娘」臧健和逝
世 ， 終 年 73
歲。「灣仔碼
頭」昨證實有
1945-2019
關消息，又指
有關臧女士的
消息將不日公佈，感謝社會人士關心。
臧健和 1977 年從山東帶着兩個年幼女兒來港，
本擬前往泰國尋親，但因工作意外受傷被迫滯留
本港，她遂在灣仔碼頭擺檔做小販，賣自製的北
京餃子以維持生活，最終獲日資百貨公司老闆賞
識扶助下，創辦香港灣仔碼頭水餃品牌成功發
跡，後來更設立工廠生產，成為本港的知名品牌
「灣仔碼頭」。其故事於 1995 年更被無綫拍成電
視劇《水餃皇后》，成為獅子山下精神的傳奇故
事。
惟近年臧健和已鮮有露面，對上一次已是去年4
月，當年她捐款中大成立「臧健和獎學金」，她
坐輪椅與兩名女兒黃蓬及黃蓓到中大出席敬文書
院臧健和堂命名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