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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吳美慧報道：一連四天的電腦通
訊節昨起在灣仔會展舉行，主辦單位禁止參展商隨意
推售 「一蚊雞」優惠，市民要先 「霸位」取籌和先買
五百元貨品，才獲准買 「筍貨」。排頭位市民批評整
體安排混亂，取得頭籌後，參展商卻沒準備只售一元
的平板電腦，新安排亦未能杜絕排隊黨問題，有五名
戴口罩學生，在前晚黃昏時間着人毆打並嚇走本來排
第五至第七位的市民， 「攝位」以取得四張五百元現
金券和買走五部一元相機。

排隊黨疑打人攝位
主辦單位電腦商會今年要求參展商要先申報，才

能賣一元筍貨，以杜絕排隊黨。為吸引人流，主辦單
位每天均向首三百名入場市民派現金券，頭三位有一
千元，排四至八位有五百元，其餘市民有五十元。結
果早上八時半開始派籌，要花上一小時才完成派籌。

前日早上九時開始，排頭兩位的 Andy 和陳小姐
，直至前晚才知 「有錢派」，但認為派現金券只會助
長排隊黨歪風： 「排八至十二的戴口罩後生仔，（前
日）下午十二時來，六時開始騷擾排第五至第七的後
生仔，晚上十時，被人打的後生仔爸爸太擔心，接三
人走，他們五人成功攝位。」陳小姐說，聽到戴口罩
年輕人致電兄長喊 「打人」，又聽到其中一戴口罩
「肥仔」說： 「點錯相，打錯自己人呀。」陳小姐指

，在場保安見狀立即撤退： 「他們只是做兼職，當然
不想搵命搏。」主辦單位則表示，不知打架攝位事件
，但會檢討排隊時的保安安排。

展商對銷情不寄厚望
五名 「口罩黨」，本只取得七百元現金券，攝位

後現金券金額飆升至二千一百元，又率先跑到一攤位
，買下限量五部本售千元、現只售一元的BenQ相機
，期間不斷迴避記者鏡頭。不過，縱取得一千元現金
券，排首兩位的 Andy 仍很不滿，揚言明年不再來：
「我來排隊，是為了一套千多元的 Norton 防毒軟件

，首八套送Hot Toys鐵甲奇俠模型，原來第二、三
天才開售，但大會沒有說，我改天要再霸位。」電腦
節十時開幕，Andy 要等到下午一時半，才取得專賣
筍貨 「潮筍區」的認購證，他走到華碩攤位，欲以一
元買下本售二千多元的七吋平板電腦，華碩職員卻說
沒有貨，要他再等數小時。

今年電腦節不准參展商隨意賣一元貨，人流較以
往數屆少。多名參展商表示，要到今天周末，才知新
安排的影響。他們表示，沒對營業額有太大寄望，主
要目的是宣傳牌子和商品。華碩今年租下兩個大攤位
，相關成本是去年的兩倍，但預計營業額只增加三成
。Lenovo預計，營業額或有一成增幅。

火警現場為荔枝角道七十八至八十四號勝興樓
，樓高十三層，每層均一梯六伙。據住客指出，大
廈一樓及二樓各有一個單位均以 「一開三」形式被
改作劏房，而電錶則安裝在走廊。

一人跌傷五人吸入濃煙
昨日上午十一時許，大廈一樓一個劏房單位內

的走廊電錶突然起火，大量濃煙充斥走廊，並沿樓
梯席捲整幢大廈，多個單位被濃煙滲入後沿窗冒出
街外，多名住客慌忙逃生，沿樓梯落樓至一樓時，
竟無法打開鐵閘，一度被困驚惶失措，遂返回天台
等候救援，另有部分住客留在單位，站近窗邊等候
消防員救援。

旺角消防局長林明業表示，在早上十一時許接
獲多個求救電話，由於相信多人被困火場，派出十
輛消防車共六十名消防員到場，出動兩條喉灌救，
並由四隊煙帽隊上樓逐家逐戶拍門，約一個半小時
後將火救熄，其間煙帽隊從十三個單位中救出近二
十名被困住客，並將另外三十一名住客疏散到安全
地方，六人須送院治理，其中一人是在走火時跌傷
，其餘各人則吸入濃煙不適。經調查後，相信火警
無可疑，現正調查是否涉及電錶短路肇禍，林明業
說，起火的一樓住宅單位面積約十五米乘十五米，
有內部改動應是劏房，會交由屋宇署跟進，此外，
大廈有兩條由地下通往天台的樓梯，沒有被阻塞或
違反消防條例。

住客稱逃生鐵閘打不開
一名女住客事發後表示，逃生時發現一樓鐵閘

上鎖，無法開啟，但稍後經證實大廈一至二樓梯間

的鐵閘，其實沒有鎖頭，住客在內外出不須鎖匙，
懷疑是慌不擇路產生誤會。另一名住在四樓的姓盧
（十五歲）女童指出，事發時家人全部外出，她獨
自在家睡覺，被火警鐘聲吵醒並嗅到燒焦氣味，家
中停電一片漆黑，開門查看但見梯間濃煙密布，大
驚下致電家人，獲教導用濕毛巾堵塞門罅，防止濃
煙入屋，經歷大半小時心驚膽跳後，有消防員上門
協助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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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展電腦節被轟安排亂

劏房大廈電錶突起火
險釀花園街慘劇翻版
【本報訊】旺角一幢住宅大廈內劏房電錶昨晨突然起火，多名住客走火警時疑不懂

開梯間鐵閘，一度被困險釀慘劇。大批消防員到場協助住客疏散，六人須送院救治，有
居民聲稱逃生時發現樓梯鐵閘鎖上，慌忙折返上樓往天台待救，消防處事後證實鐵閘沒
有鎖上，走火通道亦無阻塞，火警相信是電箱泄電引起，肇事單位的間格疑曾被改動，
不排除屬劏房，已交由屋宇署人員跟進。

【本報訊】電腦節攤位部
分貨品以筍價出售，各參展商
改變策略，以送贈品促銷或推

廣。今天的 「筍貨」之最，是 Norton 一套售一千一
百八十元的防毒軟件，其中四套附送 「炒價」達二
千多元、全球缺貨的Hot Toys鐵甲奇俠模型。錯過
了 「買公仔」的市民，明天可再接再厲，Norton 將
推售其餘四套 「鐵甲奇俠套餐」。

購物滿五百元，取得 「潮筍區」認購證的市民
，可到 Norton 攤位買下 「妹仔大過主人婆」的 「鐵
甲奇俠套餐」。Symantec銷售經理王耀威說，公司在
今年四月，與模型公司 Marvel 合作，可用 Marvel 旗
下的模型產品，推廣宣傳公司產品。對於公司會否

再接再厲，買防毒
軟件附送超人氣模型
，他指要視乎市場需要。

今年有兩個大攤位的華碩 ，
贈品價值介乎百多元至四千多元，包括一年五十GB
雲端儲存空間。華碩科技市場部專員黎婉家表示，
最 「抵買」的是售價九十九元起的N及AC系列無線
路由器，贈品卻高達二百元，包括雲端和Diablo Ⅲ
體驗包；另外，體積約一公斤的EB1033桌面電腦，
售價三千零八十八元，贈品總值近一千二百元，包
括電腦專用喇叭、五百GB外置硬碟、Diablo體驗包
、雲端，以及九月才推出的Windows 8免費升級服
務，即場登記加送一百五十元超市代用券。

【本報訊】兩名懲教人員涉嫌更換尿液樣本隱
瞞釋囚吸毒，日前遭落案起訴提堂，但兩名懲教署
人員反指程序是 「部門指引」，目的是提高更生率
。懲教人員總工會認為事件打擊前線員工士氣，成
立關注小組跟進事件，但由於案件仍在審訊當中，
為免妨礙司法公正，不便評論事件，但強調署方一
直有採取尿液樣本的指引，亦未曾收到有員工受上
司打壓要提高更生率。

懲教署兩名更生組的人員涉嫌更換尿液樣本隱
瞞釋囚吸毒，日前遭落案起訴提堂，引起社會對懲
教署的管治威信。懲教人員總工會近日內收到工會
成員反映，認為事件嚴重打擊員工的士氣，甚至減
弱懲教署整體工作誠信，工會決定成立關注小組跟
進。

懲教人員總工會關注小組召集人黃偉雄表示，

署方一直為前線人員提供既定指引。他解釋，每隊
更生組的同事由一名懲教主任及一名高級懲教人員
擔任，每月定期主動監管出獄的更生人士，而青年
的更生人士亦會每月兩次進行家訪，會採集他們的
尿液樣本，亦會查察他們的工作及近期現況，避免
更生人士重蹈覆轍。他又指，因更生人士可能需要
在外工作，未能於家中採集，故指引並沒有規定需
要於固定地點收集尿液樣本。

黃偉雄指，任職廿多年更生組及工會委員，工
會未收過員工投訴，受到署方施壓要提高更生率，
而署方一直都沒有向前線人員施壓將更生率 「做數
」。他重申，由於案件仍在審理中，為免妨礙司法
公正，不便評論，但關注小組將會待案件完結後，
會去信署方立刻向公眾回應事件，又呼籲更生事務
組的同事，要一如以往，盡心盡力執行監管職務。

大耳窿迫死賭仔
奪手機阻警追查

【本報訊】一名青年昨晨在新蒲崗富源街寓所天台跳
樓身亡，有途人目睹一名紋身漢取走死者一部手機，警方
調查後證實事主昨清晨剛從澳門返港，不排除有人欠下賭
債，被「大耳窿」挾持返家索錢走投無路萌生短見，疑手機
被取乃為阻礙警方追查，警方重案組正對事件展開調查。

跳樓身亡男子姓陳（二十六歲），現場消息稱，他與父
親同住新蒲崗富源街十九號安發樓唐樓一單位，據悉上址
為自置物業，父親已入住數十年，其母親則在內地生活。

昨晨上午八時許，有街坊行經上址時突聞一聲巨響，
赫見一名男子倒臥馬路旁全身浴血，奄奄一息，報警求救
後陳父聞訊亦趕至查看，發現竟是兒子跳樓大驚，救護員
接報到場進行急救，並在陳父陪同下送院，惜搶救後證實
不治，陳父在醫院一度情緒激動。

警員封鎖現場進行調查，期間有途人指在事主墮樓後
，有一名紋身漢趨前取走死者一部手機，並迅即逃去無蹤
，黃大仙重案組探員接手跟進，搜查後證實事主手機不翼
而飛，疑有人為阻礙警方追查，正通緝一名年約四十歲、
高約一點六五米的男子，探員稍後得悉事主昨晚剛從澳門
返家，不排除涉及賭債問題被人挾持返港，現正列作 「有
人從高處墮下」及 「盜竊」作進一步調查。

懲教工會設小組
跟進尿液頂包案

重慶來港男子 染日本腦炎亡
【本報訊】衛生防護中心證實一宗外地傳入的日本腦

炎死亡個案。一名居於重慶的男子，本月初出現發燒及神
志不清，六天後抵港並入住北區醫院，至上周四不治，其
血液樣本化驗結果對日本腦炎呈陽性反應。有關個案是本
港今年第二宗日本腦炎呈報個案。

衛生防護中心表示，該名在重慶居住的四十八歲男子
，本月二日在重慶開始出現發燒及神志不清的徵狀，他在
八日抵港後，同日入住北區醫院深切治療部，至上周四
（十六日）病逝。中心化驗結果顯示，其血液樣本測試對
日本腦炎呈陽性反應。

衛生防護中心今年已接獲兩宗日本腦炎呈報個案，去
年則接獲一宗呈報個案。○八年至一○年均沒有日本腦炎
呈報個案。中心表示，日本腦炎由三帶喙庫蚊傳播，提醒
市民採取防蚊措施，預防由蚊子傳播的疾病。而日本腦炎
病情輕微者除發燒及頭痛外，一般不會有其他顯著病徵，
但嚴重者則病發得快，並出現頭痛、發高燒、頸部僵硬等
症狀。

昨掛一號波 空氣質素轉差
【本報訊】天文台昨發出一號戒備訊號，按照颱風

「天秤」預測路徑，與本港仍保持一段距離，天文台預料
，本港普遍吹強風的機會不大。今日部分時間天色明朗，
稍後有幾陣驟雨及雷暴。受天氣影響，環境保護署預測今
明兩天的空氣污染指數將超出一百的甚高水平。

天文台昨晚十時四十分發出一號戒備訊號，颱風 「天
秤」集結在香港以東約五百三十公里，預料向西或西南偏
西移動，時速約十公里，橫過台灣海峽南部，逐漸靠近華
南沿岸。天文台昨晚表示，雖然 「天秤」強度有所減弱，
但仍然維持颱風強度。按照昨晚預測路徑， 「天秤」會與
本港保持一段距離，除非 「天秤」採取更接近本港路徑，
否則本港普遍吹強風的機會不大。

天文台預測，今日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海面有湧浪，
稍後本港離岸海域會間中吹強風及有幾陣驟雨及雷暴，氣
溫介乎二十七至三十二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北風，稍後離
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有幾陣驟雨。

本港昨日空氣污染嚴重，中環、旺角及銅鑼灣的路邊
監測站空氣污染指數昨午錄得超過一百五十的甚高水平。
環保署表示，據天文台預測，未來兩日天色明朗，促進臭
氧在日間形成，預計路邊空氣污染指數將維持在較平常高
的水平。

地球之友指，新加坡訂下在二○二○年，以世界衛生
組織最嚴格的管制標準 「空氣質素指引」，規管大部分空
氣污染物，包括世衛最近認定為致癌物的 「可吸入懸浮粒
子」。而本港和新加坡同樣在○九年檢討空氣質素指標，
但新加坡沒有只顧經濟發展而忽視空氣污染帶來的健康威
脅，促請特首梁振英信守競選承諾，以更快捷的行政手段
代替立法程序，盡早更新空氣質素指標。

▲火警現場為荔枝角道七十八至八十四號勝興樓，樓
高十三層，每層均一梯六伙

▲該大廈一樓一個劏房單位內的走廊電錶起火，事後
現場燒得一片漆黑

▲黃偉雄指，案件仍在審訊中，為妨礙司法公正不便
評論，呼籲同事要盡心盡力執行監管職務

▼（圓圖）其中一名 「口罩黨」 學生一口
氣買下五部限量只售一元
的相機
本報記者
吳美慧攝

▲取得一號籌的Andy，不滿華碩沒準備
售一元的平板電腦，令他要再呆等數小
時 本報攝

▲王耀威說，今天其中四套Norton防毒軟件，附送鐵甲
奇俠模型 本報記者吳美慧攝

買千元軟件送二千元贈品

▲青年疑避債昨晨在新蒲崗富源街寓所天台跳樓身亡

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