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車輛墮橋意外一覽
2021年5月25日
◆一輛私家車在青衣青葵公路橋面切線時與密斗貨
車相撞後，失控掃毀橋邊防撞欄飛墮20米下橋
底，壓中路邊一輛廢置私家車冒煙起火，肇事司
機奇跡生還

2012年9月9日
◆一名55歲夜更的士司機途經牛頭角啟祥道天橋，
在「Ｙ」字形天橋分岔口失控剷向斜壆，車輛沖
天飛起跌落十餘米下休憩公園，當場車毀人亡

2010年10月22日
◆一輛35座位的旅遊巴在機場暢航路天橋失事，撞
斷防撞圍欄，飛墮橋底壓中兩部的士，肇事59歲
司機其後重傷不治，兩部的士的司機則無恙

2004年3月18日
◆28歲交通警員陳業升駕警察電單車前往長沙灣處

理一宗交通意外，途經加士居道天橋失控被私家
車撞至墮橋慘死

2003年7月10日
◆一輛貨櫃車在屯門公路汀九橋路段為閃避一輛切
線的客貨車，失控撞向一輛載有41人的九巴雙層
巴士，巴士再失控撞毀天橋圍欄墮落30米下汀九
村山坡，釀成21死20傷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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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螺車墮橋 校巴追尾爆頭
跌落18米司機身亡 保姆車上4人輕傷幸無學童

長沙灣發生罕見的重

型車輛失事飛墮行車天

橋，變乎砸向校巴的罕見意外。

一輛俗稱「田螺車」的混凝土

車，昨日上午在荔寶路失事翻側

撞毀行車天橋圍壆上約10米防

撞欄後，飛墮 18 米橋下連翔

道。由於衝力巨大，田螺車的巨

型攪拌器亦告飛脫。其間，一輛

保姆車駛至收掣不及撞向田螺車

致車頭毀爛，幸當時校巴上並無

學童，僅男司機與3名女保姆輕

傷，惟田螺車司機傷重死亡。警

方正循司機當時精神狀況及機件

等方面調查原因外，道路安全組

亦正跟進現場撞毀的防護欄情

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 長沙灣長沙灣
發生罕見的發生罕見的
重型車輛失重型車輛失
事飛墮行車事飛墮行車
天橋意外天橋意外，，
幾乎砸中校幾乎砸中校
巴巴。。

現場為荔寶路往尖沙咀方向近海麗邨
附近路段行車天橋的落斜左彎位。

據悉，肇事田螺車屬本港一間老牌混凝土
供應商所有。男死者彭華（67歲）被救出
時已陷入昏迷，送抵明愛醫院證實身體多
處嚴重受傷，搶救約45分鐘證實不治。
失事保姆車則屬一間英文小學，車上男司
機姓黃（68歲）連同3名分別姓馮（46
歲）、姓郭（55歲）及姓郭（74歲）女
保姆在意外後感到腰部及胸口痛楚，經送
醫院敷治後要留院觀察。

撞壆掃欄 天降巨型「田螺」
事發於昨日上午約11時57分，肇事田

螺車駛至上址突告失控向右翻側，身車猛
撞向右邊天橋石屎圍壆，掃毀約10米防
撞欄後翻出橋外飛墮18米下連翔道，發
出隆然巨響，一時間塵土飛揚，碎片橫
飛。田螺車的巨型攪拌器飛脫，司機當場
重傷昏迷被困。
當時，一輛剛好沿連翔道二線南行駛至
的保姆車，懷疑司機收掣不及，左邊車頭
猛撼向田螺車的車尾，車頭即毀爛不堪，
擋風玻璃盡碎，車上多人受傷。
在意外發生後，其他途經駕駛人士立即
協助報警。未幾，大批消防及警員到場，
證實保姆車上並無學童，迅速將4名輕傷
者以及昏迷的田螺車司機救出送院搶救，
惜田螺車司機延至中午12時40分證實不
治。

保姆車駛快數秒恐遭壓扁
有車「Cam」拍下意外一刻，顯示該保

姆車沿西九龍快速公路行駛，至美孚才駛
落連翔道，詎料剛至上址即告失事撞向
「從天而降」的田螺車。
據現場消息指，肇事保姆車當時若駛快

數秒或已被壓中，後果不堪設想。
目擊車禍發生的姓梁男司機表示，他駕
車由西九龍快速公路駛到現場時，車禍才
剛發生，仍見沙塵滾滾，一片朦朧，有其
他司機落車上前察看傷者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事發現場所見，行車
天橋上被撞的石屎圍壆留下長長刮花痕
跡，甚至有石屎剝落，一大段的防撞欄亦
告損毀，飛墮橋下的田螺車所脫落的巨型
攪拌器凹陷洞穿，可見衝擊力度巨大。受
意外影響，現場連翔道往尖沙咀方向一度
要全線封閉。
負責調查是宗車禍的西九龍總區交通部

特別調查隊第一隊督察陳承仲表示，警方
正循多方面調查意外原因，包括司機當時
的精神狀況、駕駛態度、車速及車輛的機
件等。政府化驗所人員經現場蒐證後，證
實涉事田螺車當時車速約為58公里，稍
後會進一步調查有否超載。
由於意外涉及天橋防撞欄損毀，警方的

道路安全組會就此作出跟進。
有消息指，警方事後在現場天橋上發
現一隻死亡的麻鷹，未知是否有人因為
扭軚閃避低飛行的麻鷹致出事。陳承仲
表示，相信在現場發現的麻鷹屍體與意
外無關，又呼籲目擊意外發生經過的市
民，或有資料包括片段提供，可致電
36619023聯絡西九龍總區交通部特別意
外調查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汽車交通運輸業總
工會主席陳兆華昨對釀成1死4傷的田螺車意外感到
難過，現正設法跟進死者家屬的需要並提供適切協
助。陳兆華形容今次意外非常罕見，他從肇事路段的
路況、司機是否疲勞駕駛、超速及超載等多方面分
析，明言「諗極都唔明」為何失事翻側的田螺車會跌
出天橋外，希望警方盡快查明原因。他又稱今次意外
不幸中之大幸，是橋下駛至的校巴未被直接壓中，否
則後果不堪設想。
陳兆華稱，本港主要道路的設計，特別是防撞欄及

行車天橋的石屎圍壆等，均由工程師專家設計，令失
事車輛在撞欄或撞石屎圍壆後，只會反彈回原本路
面，以減少飛越到對面行車線的機會，且設計延用多
年，符合相關法規，因此認為出現設計問題的機會甚
微。

超速疲勞駕駛機會低
至於是否涉及超速，陳兆華亦認為可能性甚低，首

先現場屬一個落橋彎位，司機一般都不會開得太快，
加上「咁重架車，想快都快唔到，頂多車速50至60
公里……」此外，據他了解，不幸離世的司機屬公司
聘用司機，公司亦不會催促司機要趕車「走多兩
轉」，因此超速駕駛的可能性很低。
是否超載方面，陳兆華稱據他觀察，事發時已接近

中午，該車並無裝載混凝土，相信已卸下一轉混凝土
在回程途中出事，故此超載的可能基本可以排除。另
據行業經驗，受僱的田螺車司機一般每日只會運送兩
轉混凝土，不會沒有時間休息，因此司機出現疲勞駕
駛的情況亦極低。
至於是否涉及車輛機件問題，他認為要靠警方安排

驗車分析後才有答案，但失事田螺車撞毀嚴重，恐需
時檢驗及調查，但仍希望警方能盡快查明原因，給死
者及公眾一個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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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連日拘捕多名醫生涉嫌濫發疫苗接種
豁免書（俗稱免針紙），又拘捕 22 名購買
免針紙的市民。濫發免針紙的行為妨礙市民
健康，危害公共衞生，無異於助長病毒在社
區傳播，社會希望嚴懲此等違法行為，罰沒
其違法所得並追究刑責，以儆效尤。對這些
嚴重違反職業操守的害群之馬，醫委會應主
動、嚴肅執行紀律研訊，嚴重的應予以「釘
牌」。

警方昨日再拘捕 3 名醫生涉嫌濫發免針
紙，至今共拘捕5名涉嫌違法的醫生，另1
人被追緝。該 6 人中，有人共賣出 6,600 多
張，涉款近2,000萬元，完全是將簽發免針
紙作為其生財的工具。警方同時拘捕了 22
名涉嫌購買免針紙者，並表明將追究所有使
用這些免針紙者的刑事責任。警方行動雷厲
風行，相信可對社會上一些鑽空子逃避打疫
苗的不法醫生和市民起到阻嚇作用。

香港今年初開始推行「疫苗通行證」，同
時容許醫生簽發免針紙，目的是為顧及極少
數人士可能因健康原因而不適合接種疫苗。
衞生署已向醫生發出詳細指引，列明不適合
接種疫苗的醫學原因。醫生簽發時須參考衞
生署指引，並遵從《香港註冊醫生專業守
則》，有嚴謹的準則和臨床判斷。但部分無
良醫生不但不履行醫者的天職，不配合政府
的防疫抗疫措施，而是唯利是圖，更危害市
民健康，亦間接妨礙香港經濟復常，傷害全
體市民，應接受法律及紀律處分。那些使用
購買得來免針紙的市民，同樣令香港社會整
體利益受損，執法部門應從嚴跟進，追究其

刑事責任。
被拘捕的醫生大多年紀較大，有業內人士

認為，不排除部分快退休的醫生打算賺一筆
之後離港，更可能將不法所得轉移走。對
此，執法部門應從速凍結其資產，罰沒其不
法所得。

根據業內人士透露，每一名醫生簽發免針
紙，特區政府的電腦系統上都會有紀錄，政
府完全可以主動監察醫生簽發免針紙的情
況，若發現簽發量特別多，警方就應調查搜
證。對購買免針紙者，警方只要循醫生簽發
的紀錄順藤摸瓜，也不難一一找出。無論是
製造或發出虛假文書，還是明知而使用虛假
文書，同樣可能觸犯《刑事罪行條例》。一
經定罪，兩者刑罰最高可判監 14 年。醫生
和市民都不應以身試法。

協助防疫抗疫是醫護人員的天職，新冠
疫情肆虐香港 3 年，已導致 9,000 多人離
世、逾百萬人染疫。接種疫苗可大幅降低
重症率和死亡率，被證明是對抗疫情最重
要的方法，高接種率將為安全重啟社會和
逐步撤銷出入境限制提供可行基礎，而逃
避接種疫苗不單影響自己健康，更嚴重危
害公眾安全及公共衞生。這些害群之馬所
為，不但增加公共衞生風險，更嚴重影響
香港醫生的專業形象和聲譽。警方已採取
行動，多個醫學組織也發出聯合聲明強烈
譴責，表明這些人不應擁有行醫資格。負
責審核和頒授醫生專業資格的醫委會，應
該嚴肅懲罰有關醫生，才可以保障病人權
益和提升醫生的道德操守。

嚴肅追究濫發免針紙惡行以儆效尤
美國聯儲局加息 0.75 厘。隨美國加息步

伐進一步加快，本港龍頭銀行滙豐終於宣布
加港元最優惠利率﹙P﹚，是近4年來首次，
中銀、渣打亦跟隨作出相應調整。港元最優
惠利率上調，標誌着受美國加息影響，本港
亦進入加息周期，供樓負擔固然上升，但樓
市風險仍然可控，整體經濟民生在借貸成本
增加、需求受到壓抑下可能轉差甚或衰退，
更值得高度重視。特區政府必要時須再推逆
周期措施保企業、穩就業，更應在精準防疫
下有序恢復對外交往，為振經濟、保民生注
入活水。

美國加息潮持續，導致港美息差進一步擴
闊、資金成本持續攀升，必然增加本港利率調
整壓力，本港銀行上調最優惠利率是意料中
事。加息首當其衝受影響的是按揭貸款，市場
關注樓市走勢，擔心供樓人士負擔將加重，更
會打擊市民的入市買樓意慾，令樓市面臨下調
風險。不過，地產界人士普遍認為，目前本港
銀行結餘仍有過千億，此次本港首次加息的加
幅溫和，而且現時按息仍屬超低息水平，加息
只是令利率步向正常化。即使本港加息至半
厘，供樓負擔未見大增，仍屬健康水平。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亦表示，息口上升影響物業市場
氣氛，供樓負擔上升，市場轉趨謹慎，交投減
少，但不會有斷崖式調整風險。

上調最優惠利率不僅影響樓市，更不可忽視
的是，最優惠利率涵蓋所有商業借貸活動，加
息潮下勢必增加企業借貸成本，降低經濟活
力，嚴重情況下會引發經濟衰退、企業倒閉，
繼而影響到基本民生。有分析統計，在過往13

個加息周期中，有 10 個與經濟衰退有關。原
因正正在於加息抑制經濟需求，增加個人及企
業的借貸成本，導致消費及投資活動減少，市
民收入亦相應減少。

美國此輪加息並非因經濟過熱，而是要透過
壓抑需求推低居高不下的通脹，情況令市場憂
慮加深。有外國經濟學家預測，美聯儲直至明
年將持續加息，貨幣政策甚至更激進。此次公
布加息後，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表示，沒有人知
道加息過程會否造成經濟衰退，亦不知道經濟
衰退可能性有多大，但極有可能出現一段較低
增長時期，形容經濟要實現軟陸非常有挑
戰。

除了息口因素外，地緣衝突、供應鏈受阻及
國際燃料價格上升等因素疊加，環球經濟衰退
風險正在增加，本港作為細小的開放型經濟體
難獨善其身，更應為進入加息周期、經濟衰退
風險驟增未雨綢繆。說到底，只有穩住經濟，
市民收入穩定，樓市大跌風險才會大大減少。

今年年初，第五波疫情重創本港經濟，政府
推出多項措施保企業、穩就業、紓民困。今年
派發的消費券超過600億元。日前，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預計，今個財政年度會出現過千億元
財赤，財政儲備由9,000多億元回落至8,000多
億元水平，他強調政府在謹慎理財同時，希望
遇到困難時，儲備能夠發揮作用，扶助中小企
及紓緩市民壓力，無須過分憂慮。本港財政保
持穩健，若再出現經濟急劇萎縮、百業艱難的
情況，政府仍可以善用財政儲備，再推逆周期
應急措施，幫助中小企和普羅市民緩解壓力、
度過「疫」境。

進入加息周期 須防經濟衰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