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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載乘客難預計 的哥曾被爆樽
盼允裝膠板攝錄保安全 倘生狀況可成證據還司機公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早前有的士司機接載乘客時

遭襲擊，最終不治，令的士界

仍人心惶惶。有的士司機昨日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每天接載什麼乘客難以預

計，即使沒有遇上有暴力傾向

的精神病患，亦可能接載到酒

醉乘客，隨時收不到車資之

餘，更被吐到身上、搶軚盤，

甚至被「爆樽」而頭破血流。

他們促請特區政府允許的士安

裝膠板保障司機安全，並就的

士司機車內鏡頭錄影內容設儲

存庫，有狀況時可調出來成為

證據，還司機一個公道，並最

大程度保障乘客私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上周二港
島西區的士司機被人以利器割頸殺害案，
疑兇蔡南生潛逃40小時後於南丫島落
網，被控謀殺罪，昨日在觀塘裁判法院提
堂。被告暫時毋須答辯，裁判官鍾明新將
案押至10月29日再訊，等候為被告索取
兩份精神科報告，以及讓警方翻查的士閉
路片段。被告還押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
31歲男被告蔡南生報稱無業，被控一

項謀殺罪。控罪指，被告於2021年10月
12日在西營盤東邊街11號外謀殺中國籍
男子韋劍雄。昨晨，被告身穿綠色衛衣由
警車押往法院出庭，案件以英文處理。當

法庭讀出控罪時，被告回應：「I under-
stand.」
控方庭上申請將案押至10月29日再
訊，以等候翻查的士閉路片段，又指因為
控罪嚴重，加上不知道被告的犯案原因，
而被告過去懷疑有精神問題記錄，希望為
其索取兩份精神科報告，以了解是否適合
答辯和受審。
辯方沒有保釋申請，但反對為被告索取

精神科報告，稱被告持有大學學位，沒有
接收指示的困難及精神障礙。裁判官鍾明
新聽畢控辯雙方陳詞後，決定將本案押後
以取閱相關報告。

的哥命案疑兇控謀殺
還柙小欖等精神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施政報
告提出的「北部都會區」涉及5個鐵路
項目，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fb發
帖表示，有關部門在研究走綫和車站
配置時，會吸納公眾意見。運輸及房
屋局局長陳帆昨日則在網誌中表示，
特區政府會因應項目性質考慮是否由
港鐵公司負責推展，並表示除直接以
公帑資助外，鐵路項目亦可透過「鐵
路加物業」等模式進行融資。

加設車站利科學園及教大
林鄭月娥在fb發帖表示，新一份施
政報告公布的「北部都會區發展策
略」，一次過建議5個鐵路項目，近日
在社會上的討論都是比較正面的。同
時，施政報告還提出兩個沿東鐵綫的
項目，一個是藉撥出在大學站附近中
大醫院旁的土地給中文大學增加研究
設施的同時，改善大學站的公共運輸
設施，包括興建可供泊車轉乘的公共
停車場，另一個是在東鐵綫大學站和
大埔墟站之間增設暫且名為白石角/科
學園的車站。
她昨日趁着到科學園出席活動，視
察了有關車站的選址，「那是一幅面
積約5公頃、目前用作香港教育大學運
動中心的土地，位處東鐵沿綫和吐露
港公路旁，對面就是科學園的北端、
近年入伙的私人屋苑和一所國際學
校，而我留意到運動中心旁邊正在興
建另一個私人住宅項目，加設車站將
為數以萬計當區居民和在科學園工作
的人員提供很大的方便。」
林鄭月娥表示，她在施政報告中已
承諾會按教大校長早前的要求，將運
動中心重置到大學本部附近的地點，

令教大師生日後毋須坐穿梭巴士往返
校園和運動中心。「由於地皮的面積
不小，政府會在興建新車站時，善用
這幅土地，增加房屋供應和滿足區內
居民的需求。」

或供物業發展為項目融資
陳帆則在網誌中提到，鐵路項目涉
及巨大投資，特區政府必須謹慎行
事，強調會應預計客流，用最具效益
的方法提供鐵路服務，並期望日後成
立的鐵路署可透過加強的監察及控制
策略，審慎檢視鐵路項目的成本，並
確保項目準時及在成本預算內完成，
「新鐵路項目沿綫大部分土地仍未開
發，或可提供物業發展機會為有關鐵
路項目融資，未必全部項目均需要以
公帑直接出資興建。」
就未來多個項目是否都由港鐵獨力

承擔，陳帆表示，特區政府與港鐵公
司簽訂的營運協議規定，若新鐵路項

目屬現有鐵路網絡的延伸，特區政府
會先邀請港鐵公司就有關項目提交建
議書；沒有直接關連的新項目，則會
考慮進行公開招標等；跨境項目則會
與內地方面磋商。
對「北部都會區」可能加重東鐵綫及

屯馬綫的服務壓力，陳帆指出現時鐵路
的擠迫情況通常發生在繁忙時間的某一
方向及某一路段，認為發展計劃可善用
鐵路網絡的剩餘運力接載市區居民前往
「北部都會區」就業，不擔心會加重現
時繁忙路段的擠迫情況。
陳帆表示，現正進行中的《跨越

2030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
究》會探討全港性的鐵路及主要幹道
基建的布局，讓大型運輸基建的規劃
能配合甚或預留容量以滿足香港整體
長遠發展的需要。他強調，特區政府
進行規劃時必定會審視整個鐵路網絡
的承載力，確保網絡可應付「北部都
會區」發展所帶來的運輸需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繼續
幫助有經濟困難的租戶度過困境，房
委會昨日宣布，在本月至明年3月期
間，公屋租戶如有短暫經濟困難，未
能及時繳交租金，可向房委會申請暫
緩發出遷出通知書。若申請獲批，房
委會將在這段期間，暫緩向該些租戶
發出有關通知書。房委會亦透過租金

援助計劃，協助有短暫經濟困難、合
資格的公屋租戶減免部分租金。
在疫情下，房委會已在上年5月至10

月採取臨時措施，向成功申請的租戶暫
緩發出遷出通知書。為配合特區政府推
行的紓困措施，及因應疫情對經濟環境
的持續影響，房委會再將措施先後兩
度，延長5個月和半年至今年9月。

此外，房委會透過租金援助計劃，
協助有短暫經濟困難的公屋租戶，此
計劃下，合資格申請人可獲減免一半
或四分之一租金，為期兩年。當租援
受助人的家庭收入有所改善，或家庭
人數有變動時，須主動通知房委會，
以作資格覆核。房委會亦會抽樣調
查，以防止濫用。

「北都區」5鐵路
按性質考慮交港鐵推展

房委會延長經濟困難欠租戶暫緩遷出至明年3月

香港文匯報訊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
昨日在香港海員工會慶祝國慶及工會
成立100周年慶典活動上表示，特區
政府將引入稅務優惠，吸引航運業界
人士在香港設立業務，擴大海事處轄
下香港船舶註冊處在海外的辦事處。
「我深信在國家的支持和工會及業界
翹楚的團結努力下，香港航運業的前
景會更好。」

應用數碼科技 建設「智慧港口」
李家超昨日見證了香港海員工會新

一屆執行委員就職，又向加入工會超
過50年的會員頒發榮譽證書。他表
示，香港海員工會一直致力維護海員
權益，貫徹國家民族利益、社會公義
和行業發展的理念，對跨國物流以至
全球航運都貢獻良多。工會與政府和
航運業界緊密合作，工會的努力和付
出值得肯定。

李家超指出，香港由小漁港蛻變成
為今天的國際航運中心，船舶註冊總
載重噸位高踞全球第四位，得來不
易。
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支持香港

服務業向高端及高增值的方向發展，
以期提升香港作為國際海運中心的地
位。今年，施政報告提出了一系列提
升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地位的措施，善
用香港港口的高效率、連繫性和覆蓋
面廣的優勢，並推動航運和港口業更
廣泛於業務流程和運作上應用數碼科
技，建設「智慧港口」。
另一個推動航運發展的重點方向是

高增值海運商業服務，包括船舶註
冊、融資及管理、海事保險、海事法
律及仲裁等。李家超表示，政府會引
入稅務優惠，吸引航運業界人士在香
港設立業務，擴大海事處轄下香港船
舶註冊處在海外的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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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
下月將重新展開修訂《版權條例》的公眾
諮詢，為期3個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
長邱騰華表示，雖然條例會以7年前擱置
的草案作藍本，但不排除條文會因應香港
國安法實施而有所調整，又表示條例對二
次創作會有合理豁免，創作自由不會受影
響。
特區政府過往兩度提出修訂《版權條

例》，均在反中亂港勢力拉布下胎死腹
中。邱騰華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香
港的版權法現時落後國際逾十年，認為在
國家希望將香港發展成知識產權中心的情
況下，法例需要盡快作出修訂，「你不更

新的話，很大部分的（情況）法例未必適
用，執行時很多『綁手綁腳』。」
邱騰華認為，社會已經克服修例風波帶來

的經濟影響，行政立法關係近期有所改善，
故是適當時候重啟修訂。今次修訂條例會以
2014年版本的草案作草擬範本，但他強調
「起點不代表是終點」，特區政府不排除因
應國安法實施而在草案中加插新細節，惟詳
情要先諮詢各界人士，並參考目前的實際情
況。
邱騰華同時強調，法例在保護版權持有人

權益的同時，亦會尊重表達和創作自由，故
草案會在合理情況下對合理的戲仿、諷刺等
作品作豁免。

重啟版權修例諮詢
邱騰華：創作自由不受影響

載醉酒客被騷擾搶軚
從事的士司機工作20年的梁先生昨日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自己是夜
更司機，因此經常會在蘭桂坊一帶接載醉
酒客，不時會遇到一些外籍人士趁醉騷擾
駕駛，包括搶軚盤，甚至下車後拉他下
車，要求一起喝酒。
他說，曾遇過一名少女醉酒後直奔黃金
海岸住所，但未有繳付車資，追上前卻被大
廈保安攔截，最終報警求助，但仍未能追回
車資。有行家曾接載一對醉酒的外籍夫婦，
其間該名女子在車廂裏嘔吐，但到埗後他們
只額外支付20元當作「清潔費」。司機下
車與他們理論，結果被該名女子拿起手中的
玻璃瓶襲擊其頭部，造成重創。
同行的醉酒丈夫發現事情嚴重後，才改
口風稱願意賠償，更邀請司機到家中止
血，但最終因血流不止，需要救護車送往
醫院接受治療，同時驚動警方介入。
對在車內增設膠板的建議，梁先生直
言，難以辨別乘客是否會做出暴力行為，

並相信增設膠板會有一定保護作用，「確
實沒有一樣東西能夠完全確保司機安全，
但相信若車內有膠板阻隔兇徒，該名司機
不會受到致命傷害。」
他續說，一直以來司機都渴望可以增設

車內鏡頭實時記錄車內狀況，但被特區政
府拒絕，主要是因為有司機在網上發布車
內錄像，導致社會對車內鏡頭議論紛紛，
認為會侵犯個人隱私，「其實可以安裝在
車的後方，只拍攝乘客和司機的背面，不
會影響私隱。」

影像送指定雲端免片段外洩
梁先生又建議，可將相關的影像傳送至

指定雲端儲存，任何人包括警方和官員，
都需要在法庭允許下才可以翻看錄影，有
助避免片段外洩，在隱私上作雙重保障，
同時亦可在出現事故時「有圖有真相」，

還司機一個公道，又建議政府可立法嚴懲
私下公開影像的司機，讓市民隱私得以保
障。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司機分會副

主任莊永德表示，自從發生事故後，業界
從業員尤其是夜更司機都人心惶惶，因為
夜更司機經常接載醉酒客，一些外籍人士
可能會「百厭」騷擾司機，搶軚盤、拿酒
瓶敲司機頭部，「什麼都有，甚至因醉嘔
吐，導致司機一身嘔吐物，嚴重影響司機
駕駛和道路安全。」
他認為，增設膠板可以避免乘客騷擾，

更能夠給予司機在面對危險時有時間避
開，「遇上打劫箍頸都有東西阻隔，司機
可以有時間作反應」，惟一直以來運輸署
對方案沒有正面回應。他促請特區政府一
視同仁，允許的士可以像巴士一樣安裝膠
板作適當阻隔。

●●的士司機遇襲不治的士司機遇襲不治，，令的士界仍人心惶惶令的士界仍人心惶惶，，有的士有的士
司機促請特區政府允許的士安裝膠板保障司機安全司機促請特區政府允許的士安裝膠板保障司機安全。。
圖為日前西環發生的士司機遭乘客謀殺案圖為日前西環發生的士司機遭乘客謀殺案。。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疑兇蔡南生在觀塘裁判法院提疑兇蔡南生在觀塘裁判法院提
堂堂，，案件押至案件押至1010月月2929日再訊日再訊。。圖圖
為當日疑兇被捕為當日疑兇被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到教育大學，視察有關車站的選址。 fb圖片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出席在香港海員工會慶祝國慶及工會成立100周年慶典活動時
表示，將引入稅務優惠，吸引航運業界人士在香港設立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