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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修漸見曙光 金中仍待復行
列車頭卡轉向架重回路軌 港鐵感謝員工辛勞工作

最新圖片

■港鐵工程人員通宵在撞車現場搶修
港鐵工程人員通宵在撞車現場搶修，
，
設法將損毀的列車移走。
設法將損毀的列車移走
。 港鐵提供圖片

■金鐘站上班時段人頭湧湧。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港鐵前日在荃灣線進行新信號系統測試期間發生通車以來首宗列車相撞嚴重事故，昨日工程人員在消防處協助下，
通宵進行修復工程，昨晚約 11 時，港鐵公佈工程人員已成功將有關列車頭卡兩個轉向架放回路軌，稍後安排將頭卡
移離正線後，工程人員會詳細檢查該位置軌道旁的相關設備，並復修受損的設備。至於今晨是否能夠恢復荃灣線中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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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至金鐘站的列車服務，仍需視乎復修工作進度而定。市民今日出門需早作預算。港鐵主席馬時亨表示，對信號系統
供應商表現非常不滿意，保留所有追究責任的權利。

特首林鄭月娥昨表示，政府高度關注港鐵列車相撞事
故，港鐵對事件責無旁貸，將成立專家小組作詳細

調查，報告須要呈交特區政府。昨日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
帆及多名港鐵董事局成員，就列車相撞事故召開港鐵特別
董事局會議進行討論。（見另稿）

保留追究信號商責任權利
港鐵特別董事局會議後，港鐵公司主席馬時亨表示，港
鐵非常重視安全，會以嚴肅態度處理事故，已分別聽取管
理層匯報及系統供應商解釋，因事件非常嚴重，決定在未
清楚原因前暫停所有相關新系統測試。
馬強調，新系統現階段仍在測試中，會直至所有測試證
實安全及獲得政府批准，才會推出營運；現時沿用的舊有
系統絕對安全，市民不用擔心。
馬時亨續說，董事局在會議上對管理層作出三個批示，
分別是管理層盡快恢復荃灣線中環站至金鐘站運作；成立
由港鐵、承辦商、本地及外地專家組成的調查小組，深究
事故原因；對新系統供應商表現非常不滿意，保留所有追
究責任權利。馬指出，因預計調查小組需要兩三個月才有
報告，現階段不想揣測事故責任誰屬，但強調一定會徹底
調查至「水落石出」，希望大家給予時間，並感謝市民的
包容及忍讓、感謝同事不眠不休進行修復處理。
港鐵車務總監劉天成表示，港鐵由前日開始每更 100 人
在「爭分奪秒」進行復修，處理方法是首先將涉事兩列車
的車卡分開，騰出空間進行復修。人員經過通宵工作，已
成功將被撞列車以五卡一組及三卡一組方式分開；至於頭
卡偏離路軌列車，亦將頭卡與其餘七卡分開。但目前「重
中之重」問題，是如何將偏離路軌的頭卡，移回路軌面由
正線拖至側線。

復修時間表仍待估算
劉天成解釋，因現場管道環境狹窄，不能使用大型機械
吊起頭卡，工程人員需要「逐吋逐吋」將頭卡移回路軌
面，過程中必須確保同事及設備安全，所需時間較預計為
長，幸獲得消防處提供協助，但目前未能預測何時完成復
修。在此期間，工作人員先完成鞏固偏離路軌頭卡、移除
現場相關構件及設備的工序，為下一步計劃作好準備，但
需要待偏離頭卡移回路軌拖離正線，才可較準確估計完成
復修時間表。
港鐵常務總監金澤培表示，調查工作包括找出事故原因
及作多方面深入研究，避免再發生同類事件。對於將涉及
事故的軟件部分拆除問題，金解釋信號系統是一個整體綜
合系統，非常複雜，包括防止兩列車同時間在同一地點出
現的保護功能，今次事故是測試期間新系統的保護功能無
發揮作用，但若將保護功能部分拆出，問題反而會更加複
雜，現時正尋找事故原因，強調當新信號系統推出營運
時，肯定有關保護功能正常。

■馬時亨感謝同事不眠不休進行復修工作。 港鐵提供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鄧偉明

消防施援罕見
「積」
起車廂移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港鐵發生通車 40
年以來首宗列車相撞嚴重事故，因意外現場環境狹
窄，港鐵未能使用大型機械將偏離的列車頭卡移回
路軌；涉及公眾利益及工作人員安全問題下，昨日
消防處「罕有」派員到場提供協助，包括坍塌搜救
專隊，希望盡快恢復通車。
消防處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處方昨晨
7 時派出 7 輛消防車及 33 名消防人員，包括坍塌
搜救專隊，到達中環站協助港鐵將列車碰撞意外
後偏離路軌的頭卡積起。由於現場隧道環境狹窄
未能使用吊重工具，但消防員有足夠的合適工具
應對環境。
惟因頭卡重量達40噸，每次只能積起不多於10厘

■ 消防員協助港鐵搶修
工程。
工程
。 消防處提供圖片

金鐘人流倍增 轉乘耗時逾倍

■昨晚約 11 時，港鐵工程人員已成
功將偏離的頭卡放回路軌 ， 稍後會
功將偏離的頭卡放回路軌，
安排將其移離正線。
安排將其移離正線
。 港鐵提供圖片

米高度，故需要不斷重複積高及鞏固車卡，以致需
要耗費較長時間。消防員在利用兩個重型油壓積及
一個氣墊積協助下，經過約 6 小時成功將車廂積起
720 毫米，讓港鐵人員可以設置所需工具移正車
廂，以便盡早將車廂橫移回路軌運走。

特首：確保系統安全始投入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港鐵列車相撞事
故令社會各界譁然，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昨日早上
出席行政會議前重申，港鐵營運的鐵路每日服務接
近 500 萬人次，是香港公交系統中非常重要的一
環，香港的公交策略也是以鐵路為骨幹，因此特區
政府高度關注港鐵於工程管理方面及營運鐵路時出
現的問題。她強調，一切以安全為首要考慮，故當
一些正在進行的鐵路工程未能確保安全時，都不會
開通及投入服務。
林鄭月娥指出，事故發生後，運輸署已於荃灣線
中環站與金鐘站的服務暫停時，聯絡安排其他公共
交通服務以疏導人群，又強調港鐵對事件責無旁
貸，故已公佈會成立一個專家小組，並會與涉事系
統的承辦商和外聘信號系統專家作詳細調查，然後
呈交政府。作為鐵路系統的監管者，機電署亦會進
行獨立和深入的調查。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昨日出席港鐵董事局會
議後表示，機電署的調查方向包括系統設計、操

作、硬件軟件配合，以至實際的測試過程，希望
徹底找出事故原因並作出補救措施，確保系統安
全後，才會容許港鐵公司進行測試。他並強調，
港鐵及機電署已進行重檢，確定現行的鐵路信號
系統安全。

乘 客 點 睇
黃先生：

善後欠效率
港鐵在站內加派職
員為乘客提供協助
用意雖好，卻令月
台變得更擠迫混
亂，認為港鐵處理
事故欠效率，在事
發後逾 24 小時仍未
能全面恢復服務。

張小姐：

陳帆：開誠佈公交代事件始末

要等多班車

他表示，希望透過港鐵及機電署的調查，開誠佈
公地向社會交代事件的始末和原因，以及過程中進
行了什麼測試去確認系統安全，希望能夠讓市民重
拾對香港鐵路安全的信心。
被問到今次涉事的信號供應商都有負責新信號的
其餘 6 條線路，會否要求港鐵重新檢視線路或切換
供應商時，陳帆相信港鐵日後在跟進事故調查時亦
會考慮相關問題。
至於事故有否涉及人為失誤或系統不足之處，陳
帆指需要非常仔細和深入調查以找出真相，現時不
便多作猜想。

每日乘南港島線在
金鐘站轉乘港島線
往中環，今日排隊
乘車往中環的人流
比平日多一倍，要
等候第二班車才能
上車，過往從未發
生這個情況。

田北辰：應撤換系統供應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鐵在
日前測試新信號系統期間，發生兩列列
車相撞嚴重事故，車廂嚴重損毁，荃灣
線往來中環站至金鐘站的服務昨日繼續
暫停。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委員
田北辰指，初步結論指事故與新系統軟
件有關，認為港鐵應考慮撤換荃灣線以
外其他路線的新信號系統供應商。另
外，有專家預計，港鐵移正偏離路軌的
車卡後，仍有後續工作，相信最快都要
數日才可完成復修。
田北辰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
懷疑事故與信號軟件的數據輸入出錯
有關，以致防撞系統出現問題。他
說，信號系統軟件應具備功能，當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港
鐵清理相撞列車的工作困難重重，昨
日荃灣線金鐘站至中環站一段的列車
服務繼續暫停，大批乘荃灣線往中環
的乘客要在金鐘站行落一層月台轉
車，有乘客表示人流比平日多一倍，
也有市民不滿港鐵在事故發生後逾
24 小時仍未完成清理工作，令他們
要提早出門口。
荃灣線往港島的總站原本設於中
環，但受列車相撞事件影響，金鐘至
中環段服務昨日連續第二日暫停，列
車均改以金鐘為終點站，往中環的乘
客要步行至下一層月台轉乘港島線列
車繼續行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昨日早上 8 時半
上班的繁忙時間到金鐘站了解情況，
站內大批職員及警員協助乘客，而港
島線列車班次亦頗為頻密，平均每 1
分鐘左右就有一班車，整體秩序大致
良好。不過，記者由荃灣線金鐘站下
車一刻開始計時，仍用了約 6 分鐘才
能到達中環，所用的時間較平日不用
轉乘長逾一倍。
李小姐因事件一度打算改乘巴士或
渡輪過海，「早晨遲了起床，但港鐵
始終最方便，所以只能繼續乘港鐵，
但亦較平日早了 5 分鐘至 10 分鐘出
門。」不過，她指荃灣線昨日的班次
較平日疏，指自己在旺角站等了逾 5
分鐘才有車，但亦因為人太多而未能
上車。

應到有任何可疑物接近，列車都會自
動剎停，如果未能做到，等同軟件無
效，可以控告供應商。他指，涉事信
號系統軟件承辦商參與的項目，前年
在新加坡及今次在香港接連發生事
故，港鐵應重新考慮是否繼續按 2015
年簽定的 33 億元合約，由相關承辦商
營運其他7條鐵路線新信號系統。

專家料起碼需時數天復修
職業訓練局工程學科前助理學術總
監趙炳權在電台節目上表示，相信新
系統是軟件設計有問題，未能做好防
撞功能，又質疑港鐵在事前進行模擬
測試時，有沒有測試過所有極端情

況，例如在列車班次最頻密及最高車
速行駛情況下，新系統的應付能力。
他說，港鐵應該在設計軟件階段，
提供列車運作最惡劣情況下的數據，
並成立獨立團隊進行測試，以找出設
計盲點，否則難令公眾安心。
趙炳權出席電台節目後說，港鐵要移
正事故中偏離路軌的列車車卡相當困
難，就算成功移正亦有後續工作，例如
更換車轆和檢查路軌受損情況，而港鐵
只能每晚收車後幾小時進行工作，估計
復修最快都要幾日時間才可以完成。

港鐵擬查輸入數據是否出錯
另外，港鐵車務工程總管李家潤昨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日在商台節目上說，過去曾經獨立測
試新信號系統的主電腦、副電腦及後
備電腦，都無發現問題，但事故當日
模擬主電腦、副電腦失靈，轉換到後
備電腦進行測試時，就發生兩架列車
相撞意外，自動制動系統並無發揮作
用，車長要以人手煞車，由於距離太
短，結果兩車相撞，已經責成系統承
辦商調查為何會出現軟件問題，而專
家小組其中一個調查方向是輸入的數
據是否出錯。
李家潤說，7條市區線、機場快線及迪
士尼線將來都會轉用這套新系統，雖然
承辦商向新加坡地鐵提供的信號系統，
亦曾經發生列車相撞事故，但與港鐵轉
用的新系統完全不同。至於是否重新考
慮繼續聘用有關承辦商，他說，要在完
成調查今次事故後，再決定下一步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