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暴衝不斷 精神科求診大增

欖隧城巴撞九巴 釀76傷
瞌睡乘客拋出座椅變「滾地葫蘆」消防擊破車窗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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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青最不滿住屋 開心指數遜星青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蕭景源）
小西灣發生巴士
剷上行人路撞大
廈驚險車禍。昨
晨 8 時許，一輛
118號線空載雙層
九巴，由小西灣
道28號藍灣半島
巴士站開出，當
巴士駛至交匯處
出口準備左轉時
突 然 高 速 失 控
下，向左連掃6米欄杆及撞塌路邊
一棵大樹，繼而剷上行人路斜衝
撞向大廈外牆始告停下，巴士車
頭凹陷損毁、大廈多塊外牆雲石
碎裂剝落，猶幸未有撞及途人，
否則不堪設想。
警員趕至封鎖現場調查，47歲

姓彭男車長通過酒精呼氣測試，

因受輕傷不適，由救護車送院治
理，未有大礙。警方正調查車禍
起因，不排除有人在轉彎時誤將
油門當腳踏，引致巴士失控肇
禍。
九巴表示，意外中無乘客受

傷，車長受傷需送院治理；公司
會配合警方調查工作。

空載九巴剷路面 掃欄撞樹撼外牆

兩地青年人開心指數對比

整體開心指數：

生活素質滿意度11項指標

房屋：

政治及社會：

環境：

社會福利：

文化傳承：

醫療保健：

就業機會及工作：

經濟：

教育：

治安：

娛樂休閒：

總平均分：

■資料來源：城大社會及行為學系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夢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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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夢縈）香港
和新加坡兩地因地理條件類似，長期
存在競爭力、政策等方面的對比，最
近一項調查顯示，新加坡青年人總體
較香港青年更開心，以 1分至 10 分
計，新加坡青年開心指數為7.48分，
而本港僅為6.80分。此外，香港青年
人對生活質素相關的11項指標滿意度
得分都較新加坡低，其中房屋方面最
不滿意。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教授
黃成榮及其團隊，在今年1至6月期間
進行了「青年人開心指數研究：香港及
新加坡兩地比較」的問卷調查，共有
2,304名40歲以下兩地年輕人受訪。以
10分為最滿意，1分最不滿意，香港青
年人的總體開心指數為6.80分，低於新

加坡的7.48分。
對於11項影響生活質素的指標，香

港青年人最不滿意房屋狀況（3.87
分），其次是政治及社會（4.79分）和
環境（4.87分）；最滿意的三項則是娛
樂休閒（6.75分）、治安（6.68分）和
教育（6.40分）。而新加坡青年人則對
文化傳承（7.09分）、就業機會及工作
（7.09分）和社會福利（7.13分）三方
面最不滿。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青年
的最低分亦高於香港青年最滿意的生活
質素指標得分。

月薪難追樓價 港青感無出路
黃成榮指出，住房問題是香港首要矛

盾，現時香港房屋呎價逾1.6萬元，平
均租金亦高達2.2萬元，但大專畢業生

首份工作平均月薪僅1.7萬元，數字對
比顯示青年人在住房方面難以獨立負
擔；同時公屋輪候時間超過5.5年，亦
令年輕人感到無出路。對於環境指數得
分低，黃成榮分析，現在香港有空氣、
光、污水等污染，特別是空氣污染物濃
度超標，令市民健康受損。
城大團隊同時與48名青年人進行了

焦點小組訪談，深入了解青年人想法。
除上述因素外，小組認為香港教育及醫
療領域亦亟待改善。多名小組青年成員
反映，陪長輩就醫時面臨過醫療資源不
足的情況，動輒幾小時的等候時間與服
務質素不成正比。在教育領域，小組表
示，現時港青讀書多數只為升學而非興
趣，教育過於注重考分，變相成為比拚
答題技巧。

■城大一項調查顯示，新加坡青年人總體較香港人更開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夢縈攝

76名傷者，包括44男32女，年齡由16歲至67歲，分別頭部、下身及手腳受傷，被送往6間
醫院治理；當中5名傷者情況嚴重，包括兩名巴士
男車長及1男兩女乘客。其餘71名男女乘客，全部
僅受輕傷，分別情況穩定及無礙出院。

司機入職28年事發時剛開工
肇事城巴姓曾車長(58歲)，於1990年11月入
職，去年9月順利通過周年體檢，已駕駛往返天
水圍至金鐘的967號路線多年，對上一次例假休
息為本月28日，前日他早上7時11分上班、下午
7時43分下班，至昨晨7時11分上班，事發時為
他駕駛第一個單程，他駕駛的巴士為亞歷山大丹
尼士E500 12.8米雙層巴士，車齡3年多，剛於7
月11日通過檢驗。

兩車首尾凹陷 玻璃濺入車廂
昨晨7時許，曾如常上班在天水圍天恩邨巴士

總站駕駛一輛967號路線城巴開出前往金鐘，由
於正值繁忙時段，巴士載滿上班乘客。消息稱，
事發昨晨8時許，當時城巴已經駛出大欖隧道汀
九出口，正沿青朗公路往九龍；但當城巴駛至至
近汀九橋時，前方雙層九巴37歲姓蕭車長因應交
通情況需要收慢車速，疑曾收掣不及下，城巴高
速從後撞向九巴車尾，由於撞力奇猛，九巴被撞
至推前逾米，兩車首尾緊接嚴重凹陷損毀，大量

車窗玻璃碎片濺入車廂。
車禍發生時，兩巴士上大部分乘客在打瞌睡，

多人猝不及防被拋出座椅跌出走廊，有人則失平
衡撼向前座椅背，一時間尖叫聲不絕，更有乘客
血流披面呼救，車廂一片混亂，當中輕傷乘客驚
魂甫定後，分別報警及自行落車到馬路邊待救，
傷勢較重的乘客則被困車廂。警方、消防及救護
人員趕至封鎖現場進行救援，因有乘客傷勢嚴重
無法從樓梯抬下，消防員需架起鐵梯從巴士外擊

破上層玻璃窗用擔架床將傷者救出，其他傷勢較
輕乘客則坐馬路邊等待救援。
車禍共造成76人受傷，由於傷者眾多，救護員

在現場將傷者分流及初步包紮，由救護車分別送
往6間醫院治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事後到
醫院探望及慰問傷者，祝願傷者早日康復。城巴
發言人向意外中受傷乘客致以慰問，表示已即時
派員到醫院了解傷者情況及設立保險公司熱線，
另九巴亦派員到醫院慰問受傷乘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蕭景

源）大欖隧道汀九出口昨晨繁忙時段發

生嚴重車禍。一輛滿載乘客城巴駛出大

欖隧道至近汀九橋時，疑車長收掣不及

下，失控撞向前方一輛滿客九巴車尾，

由於車上不少乘客正打瞌睡，多人猝不

及防被拋出座椅變「滾地葫蘆」，消防

員要擊破巴士上層玻璃窗拯救傷者。車

禍兩巴士合共76人受傷，其中5人傷勢

較重。

■肇事巴士失控剷上行人路撞向大廈外牆，幸未
有造成嚴重傷亡。 網上圖片

■大欖隧道九龍出口近汀九橋昨晨一輛城巴(後)失控撞向前
方九巴車尾，共造成76人受傷。

◀肇事城巴肇事城巴
車頭嚴重損車頭嚴重損
毀毀，，擋風玻擋風玻
璃碎裂璃碎裂。。

■車禍中，被撞九巴車尾嚴重凹陷損
毀，事後停在現場接受警方調查。

▶由於傷者
人數眾多，
救護員需要
即場為傷者
分 流 及 治
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永諾）近日
社會暴力衝突不斷，使精神科求診的新
症和舊症均大幅上升。更有求診人士表
示在觀看衝擊事件直播後，出現胡言亂
語、突然大叫、哭泣等情緒不穩的症
狀。當情緒平伏後，卻記不起自己曾作
出胡言亂語等行為。香港精神科醫學院
關注市民的精神健康狀況，推出
「Care4ALL香港精神 ─ 同舟共行！」
志願診症服務計劃，為受近日社會衝突
影響而出現情緒困擾的市民，提供初步
的精神健康評估及治療。
香港精神科醫學院指，一名60歲女士

於7月21日觀看與衝擊事件相關的新聞至
凌晨3時許，翌日，該女士開始情緒不
安，及後胡言亂語、大叫及哭泣，還不停
問：「我現在在哪裡？現在怎樣？是否有
人要打人？」該女士在兒子的陪伴下求
醫，確診為急性壓力症。患者一旦看到與
衝擊事件相關的畫面，便會感到不安。患
者求診時，能說出當晚看的新聞內容，但
忘記了胡言亂語的事件。
香港精神科醫學院院長吳文建指出，社

會運動持續、影響層面廣泛，當中涉及暴
力，近期不論是私營還是公營的精神科，
與近期社會運動相關的新症和舊症都有所
上升。
學院對大眾的精神健康狀況表示深切關

注，將於8月6日推行為期6個月的計

劃，已有超過50名公私營醫生參與，為
受近日社會衝突影響而出現情緒困擾的市
民，包括：急性壓力創傷、焦慮、抑鬱
等，提供初步的精神健康評估及治療。參
與計劃的人士須符合以下資格：疑似病患
且與最近社會動盪直接相關，需要進行精
神健康評估與治療的市民；目前沒有牽涉
法律調查或訴訟程序；過去兩年未曾接受
公營或私營的精神疾病治療；每次診症費
用上限為800元及接受最多4次志願診症
服務，但不包括藥費或其他相關醫療服務
費。
吳文建指出，若得到適切治療，一般3
個月至6個月內可痊癒，嚴重個案醫生會
盡早寫轉介信，保證病人能透過計劃無縫
轉到醫院求診。

■近日社會暴力衝突不斷，患精神壓力新症
上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2016年底一名的
士司機涉嫌在車上偷拍餵哺母乳女乘客，並將相
片上載至facebook，事後司機落網及被控不誠實
取用電腦罪。案件昨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再訊，
因應終審法院早前對「不誠實取用電腦罪」裁
決，裁定使用自己電子器材偷拍不犯此罪，以致
控方對涉案司機不提證供起訴，惟希望將來有其
他控罪可用以控告相關偷拍行為。
被告鄒力勝（50歲），早前否認一項不誠實

取用電腦罪，控罪指他於2016年12月2日，以
智能手機拍攝一張或以上的女子哺乳相片，目的
在於使其本人或他人不誠實地獲益。昨日被告獲
撤控後，一度表示希望申請訟費。
控方在庭上指，因應終院早前對「不誠實取用

電腦罪」作出裁決，本案已無其他合適控罪可作
檢控，因此決定不提證供起訴，亦不反對辯方的
訟費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鄧偉明）海關
日前在香港國際機場偵破千萬元毒品案，於一個
由巴西空運抵港聲稱食品包裹內檢獲12.5公斤懷
疑可卡因毒品，估計總值約1,230萬元；行動
中，關員分別拘捕3名涉案男女；案件仍在調查
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被捕3人，2男1女(27歲至62歲)，本地人，涉嫌
「販運危險藥物」罪名；海關毒品調查科正追查3
名被捕男女關係、案中所擔當角色及幕後主腦。
消息稱，上周六(27日)海關機場科人員在香港

國際機場貨運站執勤期間，檢查一個由巴西空運
來港報稱為巴西莓粉及乾果的包裹，因發現莓粉
包裝質感有可疑，進行X光機透視檢測，再發現
莓粉包裝內影像異常，開啟包裝檢查發現藏有懷
疑可卡因毒品，經點算共檢獲約12.5公斤可卡
因，估計市值約1,230萬元；關員拘捕一名到場
提貨清關的62歲男子，經調查暫准保釋候查，
案件轉交海關毒品調查科跟進。

「萬能key」失效
的哥涉偷拍餵母乳甩罪

食品藏1230萬元毒品 海關拘3人

下次攪珠日期：8月1日(星期四)

7月30日(第19/086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2,033,230 （1注中）

三獎：$157,150 （34.5注中）

多寶：$1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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