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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16日 由九龍開往沙田的一輛通宵專線小巴，在河
畔花園對開大涌橋路與沙田圍路交界，與一輛私家車相撞，共
釀15人受傷，懷疑其中一方衝燈肇事。

2006年10月21日 一輛專線小巴與的士在沙田大涌橋路與沙田
路交界相撞，共13人浴血受傷，意外原因疑為其中一方衝燈。

2005年4月9日 一輛的士凌晨沿火炭路行駛，至大涌橋路十字
路口，被一輛沿大涌橋路駛至的巴士撞及，釀成2死3傷。

2004年10月28日 一輛專線小巴在大涌橋路與沙角街交界，被
的士攔腰撞向，共6人受傷，警方相信其中一車衝紅燈肇事。

2000年3月10日 一輛超速行駛的通宵小巴，在大涌橋路與沙燕
橋交界十字路口，被私家車攔腰撞及，造成1死13傷，其中4名
乘客被拋出車外重傷。事件中疑有車輛衝紅燈。

■本報資料中心

大涌橋路十字路口嚴重車禍紀錄

    的士沿大涌
橋路向馬鞍山
行駛。

1

的士衝前7
米，撞欄始
停下。

    專線小巴沿沙
田鄉事會路駛向
沙田圍路。

2
  兩車十字路口互撼
，專線小巴2男乘客
及的士女乘客拋車外
，1死2危殆，的士
司機及男乘客輕傷。

3

   專線小巴衝上行
人路，掃欄後翻
落行人隧道口四
輪朝天，司機及1
男乘客輕傷。

4

大涌橋路奪命車禍過程

【本報訊】有教車師傅指出，昨日
車禍現場為十字路口，為指示司機左
轉或右轉，現場交通燈旁裝有俗稱
「 仔燈」的綠色箭咀燈號，但由於
該十字路四邊均為大直路，很多司機
都會加速行駛，不排除有司機因為距
離太遠而看錯燈號，導致意外發生。

區議員籲司機提高警覺
身兼沙田區議員的商用車輛駕駛教
車協會主席鄭楚光昨指出，意外現場
十字路口的四邊均是大直路，途經車
輛的車速一般會較快，司機在遠處留
意燈號時，有可能會看錯，誤以為
「 仔燈」箭咀是指示司機直去的綠
燈。鄭說，沙田區內不少十字路口均
存有相同問題，呼籲司機注意駕駛態
度，駛近十字路口時須提高警覺，避
免出事。
鄭楚光認為，意外現場附近的道路
設計跟路牌指示均沒有大問題，過往
發生的意外主要因為司機超速。他表
示，針對這問題，當局曾經在附近安
裝影快相裝置，有阻嚇作用，但不知
何故在約半年前拆除裝置，促請警方
跟進。
據悉，為遏止超速衝燈，當局2002
年在現場十字路口裝設快相機，但至
半年前因需擴闊路面，快相機被拆
除。

路口衝燈機07年已拆
警方回應稱，運輸署原先在沙田大

涌橋路(西南行線)和沙田圍路交界處
設置一台「衝紅燈數碼攝影機」，其
後，由於土木工程拓展署於上述地點
進行道路改善工程，故自2007年11月
起，該「衝紅燈機」已被合約承辦商
拆卸。
道路改善工程完畢及經該承辦商勘
察現場後，發現路面情況不符合「衝
紅燈機」的運作條件，所以並未重新
裝配「衝紅燈機」，並已將有關決定
知會運輸署。
運輸署負責統籌與相關部門商討

「衝紅燈機」的選址及分階段安裝更
多「衝紅燈機」，而警方則負責使用
衝紅燈機作執法用途。「衝紅燈機」
於保養期滿後交由警務處接手管理有
關保養及維修工作。

近半舊小巴無乘客安全帶
另方面，自2004年8月1日起，運輸
署立例要求當日或以後登記的公共小
巴，必須裝設安全帶。小巴業界指
出，全港目前仍有約4成半舊款小巴
的乘客位沒有安裝安全帶，呼籲當局
提供資助，強制舊款小巴加裝安全
帶。
的士小巴權益關注大聯盟主席黎銘
洪稱，現時全港約有2,100多輛舊款公
共小巴仍無裝置安全帶，依照目前進
度，估計需時10年才能全部裝上。黎
認為政府應該鼓勵及資助業界，迅速
為目前所有舊款小巴加裝安全帶，才
能徹底解決乘客安全問題。

大直路車速快
「 仔燈」易看錯

【本報訊】有街坊指出，沙田鄉事會路的時速限制為50公里，交通燈由紅
燈轉為紅黃燈時，有車輛會「偷步」駛出；與此同時，時速限制70公里的大
涌橋路交通燈，則會由綠燈轉為黃燈，假如有車輛「衝燈尾」時，便容易造
成交通意外，促請政府調整該兩條道路的轉燈時間，減少車禍發生。
另外，民建聯沙田支部昨日就該宗車禍向運輸及房屋局遞信，提出改善要
求，包括促請當局適當調節現場交通燈位置及轉燈時間，防止意外發生，以
及要求警方於清晨時分加強執法及檢控違規駕駛者等。

民建聯促調整轉燈時間

【本報訊】沙田大涌橋路與沙田圍
路交界十字路口昨日發生車禍後，警
方與運輸署對現場是否交通黑點，一
度持相反意見。昨晨到場的警員指肇
事現場是交通黑點，但運輸署其後卻
表示肇事現場並非交通黑點，並指由
2007年至今年第一季，該路段曾發生7
宗交通意外，但均不涉及死亡，未符
交通黑點定義。
根據運輸署交通黑點的3個定義，分
別是過去一年發生6宗或以上涉及行人
傷亡的交通意外；或過去一年發生9宗
或以上涉及傷亡的交通意外；又或過
去5年發生2宗以上涉及死亡的交通意

外。而現場路段由2007年至今年第一
季，只曾發生7宗不涉及死亡的交通意
外，故此並非交通黑點。

警方列潛在交通黑點
如果界定為交通黑點，當局會嘗試

歸納意外成因的共通點，再研究改善
措施，例如因為道路問題可能會施工
改善，如果是司機或行人行為引致，
便會加強執法。
而警方其後於下午作出解釋，指除

了交通意外數字外，尚需考慮其他違
反交通條例數字，故現場被視為潛在
交通黑點。

運署3定義 現場未列黑點

3人拋出車外 小巴反肚翻落隧道

綠巴的士狂撼
釀1死6傷慘禍

趕搭頭班車 肉檔「肥仔」送命
【本報訊】「早晨，司機」。車禍中被拋出小巴慘
死的男乘客，每日均會乘搭該線頭班車返工，每次
登車，亦會禮貌地與司機打招呼。豈料，昨晨搭上
死亡專線小巴，成為他的最後一程。

同事痛哭 親友路祭
沙田大涌橋路車禍中喪生乘客李燦龍、45歲，已
婚，與妻同住沙田瀝源 。李在沙田廣源 街市5樓
一豬肉檔任職多年，主要屠宰豬肉，每日上午6時前
會返抵街市開檔，昨清晨5時許，他如常離家，步行
往沙田大會堂乘搭該輛往黃泥頭的頭班65A專線小巴
上班。
豬肉檔同事和附近街坊均稱讚李和藹可親，由於
他身材略胖，故眾人也親切地叫他「肥仔」。昨晨車
禍後，一名女同事路經，知道「肥仔」出事即當場
痛哭。
至下午3時，「肥仔」的5女1男親友，帶備香燭冥
鏹及祭品到現場路祭，其中一名女子大聲哭訴：
「你不應如此短命，你一定不甘心⋯⋯」各人逗留約
40分鐘後離開。

消遣返家 的士女客重創
至於在的

士拋出重創
的女乘客施
少燕，仍未
渡 過 危 險
期，其親友
和母親一直
在病房外守
候。據悉，她事前與3名友人在九龍消遣後，聯袂乘
的士返家，其中2人先在大圍下車，剩下她及蕭姓男
友人，原定的士先往馬鞍山再往大埔，怎料卻遇上
車禍。
另一名小巴男乘客阮華超原來亦為小巴司機，他
同樣被拋出車外，撞傷頭部和四肢骨折，送院後情
況危殆，但已恢復知覺。
肇事專線小巴司機陳×華是退休教車師傅，駕駛
該線小巴已逾6年，同事指他駕駛注重安全，平日的
車速較慢，故替他改花名「豬油包」，或專稱他作
「師傅」。

當場身亡男乘客李燦龍，45歲，
事發時正準備上班。6名傷者

分別為2車司機及4名乘客，年齡21至
65歲，其中2男女命危（見表）。被捕
專線小巴司機陳×華（65歲）及的士
司機李×賢（30歲），2人均涉危險駕
駛導致他人死亡被捕，事後各准以1
萬元保釋候查。

舊款小巴無乘客安全帶
肇事65A專線小巴為1998年舊款

車，可暫免裝安全帶，行走沙田新城
市廣場與黃泥頭。昨晨5時許，由陳
姓司機開頭班車，載有3名男熟客，
沿沙田鄉事會路向威爾斯親王醫院方
向行駛。消息稱，該線小巴原需左轉
入大涌橋路往馬鞍山方向，惟因屬頭
班車，可直接駛向沙田圍路。
現場消息指，當小巴沿沙田鄉事會
路中線駛至大涌橋路時，由姓李司機
駕駛之的士，載有2名男女乘客，亦
沿大涌橋路中線駛至，2車在十字路
口相撞，的士車頭猛撼小巴右前輪位
置。

十字路口互撼撞壆掃欄
車禍後，2車同時衝向沙田圍路河

畔花園對開，小巴在路面左搖右擺，
期間2名男乘客阮華超及李燦龍同被
拋出車外，阮跌在馬路上，李則飛撞
向行人路鐵欄。
由於衝力強勁，小巴餘勢未了，剷
上行人路掃毀2米鐵欄及一個路牌，
飛越30公分高行人隧道頂石壆，撞斷
2個壆頂欄杆，繼而衝向3米下的行人

隧道入口，四輪朝天，車頂凹陷損毀
嚴重。
的士撞車後也左搖右擺衝前7米，

疑坐在左邊後座的女乘客施少燕破窗
而出，重傷倒臥馬路，的士撞到路欄
始停下，車頭嚴重損毀。

1客爆頭亡2命危
救護員到場立即替倒臥路面3人急

救，其中李姓小巴乘客頭顱爆裂，證
實當場死亡，屍體由仵工移走，另外
2男女亦重創昏迷。
消防員在翻轉小巴內，救出被座位
壓住受傷蘇姓男乘客，2車司機及的
士男乘客則僅受輕傷，可自行離開車
廂。6名傷者被送往沙田威爾斯親王
醫院救治。
警方封鎖現場調查，新界南交通部
意外調查及支援組署理警司黃劍榮
稱，現場地面留有煞車痕 ，警方會
循是否有車輛超速、衝紅燈及機件故
障等方向調查。

涉危駕致人死2司機被捕
涉案2名司機均通過酒精呼氣測

試，至於是否涉及藥後駕駛則有待檢
驗，2人其後均涉危險駕駛導致他人
死亡被捕。至中午12時，警方安排拖
車及吊車，將的士及小巴移走扣留待
驗。
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工程師盧覺
強估計，出事時肇事的士如以70公里
時速，撞向以時速50公里行駛中的小
巴，力度可達2.9噸，足以將小巴車廂
的乘客拋出車外。

【本報訊】沙田大涌橋路一個被警方視為「潛在交通黑點」

的十字路口，昨清晨發生1死6傷嚴重車禍。一輛舊款無乘客安

全帶裝置的頭班專線小巴，與一輛市區的士在十字路口發生猛

烈相撞，小巴2名乘客被拋出車外，其中1人當場喪生；由於衝

力強勁，小巴繼而衝上行人路，掃毀欄杆後翻落3米下行人隧

道，四輪朝天。的士則撞向路邊鐵欄，車上一名女乘客被拋出

路面受重傷。警方事後拘捕2名司機，不排除有人衝紅燈及超

速，正調查肇因。

姓名(譯音) 身份 性別 年歲 傷勢

1. 李燦龍 小巴乘客 男 45歲 死亡

2. 阮華超 小巴乘客 男 63歲 危殆

3. 施少燕 的士乘客 女 24歲 危殆

4. 蕭×啟 的士乘客 男 21歲 出院

5. 李×賢 的士司機 男 30歲 穩定

6. 陳×華 小巴司機 男 65歲 出院

7. 蘇×新 小巴乘客 男 65歲 嚴重

車禍死傷者

■專線小巴翻落行人隧道入
口四輪朝天。

■專線小巴司機敷治後隨警員返署助
查。 本報記者蔣焯文攝

■的士司機在現場接受警員調
查。

■的士與小巴相撞後，向前衝7米始停
下，撞壆變成爛鐵一堆。

■小巴男乘客爬出待救。

■拋出車外的乘客命危。

■小巴男乘客拋出車外，爆頭慘死。 ■的士女乘客拋出車外頭部重創。

■死者妻子及親友昨午到現場路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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