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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處：會申請於年底分階段試行

二〇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B12港聞‧教育責任編輯：黃秀娟

【本報訊】消防處公布縮減每周工時至五十一小時的調查結果，受訪的消防員持
「支持及無意見」 約佔七成，處方認為大部分消防員支持處方提出的縮減工時方案，會
向保安局申請於年底分階段試行，但消防處職工總會則回應指，對處方調查結果有所保
留，會再諮詢會員意見。

消防處向前線消防員發出六千三百三十五份問卷
，以記名方式調查他們對每周工時由五十四小時削減
至五十一小時的意見。處方收回五千多份問卷，結果
有五成五人支持處方的縮減工時方案；有兩成九人反
對方案；而無意見就有一成三，無效的問卷則有百分
之一。

職工總會：會再諮詢
消防處助理處長吳建志表示，由於支持及無意見

約佔七成，認為結果反映大部分消防員希望盡快推行

縮減工時方案，會向政策局提出試行，若獲批准，計
劃會於年底分階段試行，又會成立小組，檢討縮減每
周工時至四十八小時的可行性。他說： 「若果效果理
想，亦無其他事故發生，當局會經過檢視，亦同意我
哋正式規定工作時數，我哋會即時成立工作小組，再
進一步檢視將工時縮減至每周四十八小時的可行性，
呢個是我哋的時間表及路線圖。」他又指，會盡量於
試行計劃實施前，解決累積大假及超時工作安排等，
讓前線消防員滿意安排後才會試行。

他重申，處方在構思新方案時，已審視現時前線

消防車輛及人手部署、車輛功能、行動程序需要、緊
急服務覆蓋範圍及規定召達時間等方面的因素，並在
符合 「三不原則」下，建議縮減消防組人員的規定工
作時數。處方期望透過職管雙方的共同努力，成功推
行新方案。

消防處職工總會對處方的調查表示有保留，其中
消防處職工總會主席李德其表示，處方只公布諮詢結
果，但並無公布落實細節，諮詢時間不足，又指處方
問卷有三成員工不支持方案，若申請落實，是好牽強
及 「急就章」，重申工會會繼續爭取縮減工時至四十
八小時方案。他說： 「處方公布的調查結果，並沒有
公布時間表，路線圖，亦都沒有清晰公布畀我哋，若
果處方堅決要推行，我哋可能會以行動反映不滿。」
消防處職工總會下周會召開會員大會，再諮詢會員意
見。

【本報訊】位於筲箕灣的星島新聞集團大廈，昨
日凌晨遭狂徒駕私家車撞毀大堂落地玻璃，狂徒逞惡
後逃離現場，其後棄車於九龍灣路邊燒車毀屍滅跡，
警方調查證實為失車。星島集團表示事前並無收過恐
嚇，而大廈亦有其他租戶，不知道歹徒是否針對其集
團。港島總區重案組已接手案件，追查兇徒逞兇動

機。
刑毀現場在東旺道三號星島新聞集團大廈，地下

大堂被撞毀兩幅落地玻璃，每幅高約三米、寬約兩米
。涉案私家車的男車主姓關（四十一歲），座駕原本
停泊於美孚新邨第一期百老匯街二十九號，昨日凌晨
三時零三分，他發現車輛被盜報案，刑毀案則在三時

三十九分發生；及至三時五十五分，警方於九龍灣宏
基街一至五號對開路邊，發現該車着火焚毀，經消防
員撲救後，只燒剩殘架，整個偷車、撞門、燒車逃去
犯案三部曲，過程不足一小時。

昨日凌晨三時許，歹徒駕駛偷來私家車，駛至上
址星島新聞集團大廈對開，以車尾倒衝剷上行人路，
撼毀大堂兩幅巨型落地玻璃，隨後高速逃離現場，大
廈姓霍男保安員（六十三歲）驚聞響聲走出了解，目
睹私家車逃去立即報警。警員到場調查，並在附近兜
截私家車但無發現。

相隔僅約十六分鐘，歹徒把私家車棄於九龍灣宏
基街路邊並縱火焚燒，消防員接報趕到將火救熄。雖
然車輛燒剩殘架，警員經調查發現車輛較早前才報失
，由於車尾損毀，懷疑與星島新聞集團大廈被撞毀大
堂玻璃案有關，歹徒火燒車企圖毀屍滅跡。由於案件
或涉及針對新聞傳媒機構，港島總區重案組接手調查
案件。

昨日下午三時許，一批重案組探員重返東旺道星
島新聞集團大廈現場調查，將聯絡該機構了解情況，
希望有助查出歹徒逞兇動機；警方現時已將偷車、刑
毀、燒車三案合併調查，暫時無人被捕。

星島新聞集團行政總裁盧永雄表示，集團事前並
未收過恐嚇或預警，由於大廈內有其他租戶，不知事
件是否針對星島報業，在警方完成調查前不欲妄下判
斷，但強調不接受任何暴力破壞行為，希望事件能盡
快水落石出。

【本報訊】海洋公園 「七彩升空氣球」不再重開
。機電工程署完成六月海洋公園發生的氦氣球事故調
查報告，結果顯示，事故是由於氣球的快速放氣口出
現缺口，引致氦氣急劇泄漏造成。機電署已要求園方
與生產商針對快速放氣口接縫訂立詳細檢查方案。海
洋公園指，事故與操作、保養及清潔程序無關，為配
合公園重新發展計劃，氦氣球不會再重開。

海洋公園六月二十八日發生氦氣球事故，載有七
人的氣球突然急降，導致六人受傷。機電署昨日公布
調查結果，指當日氣球升至六十米高時，氣壓開始下
降，將二十米時速度增快，比正常快一倍，最終在距
離降落平台二十九米外的花圃着陸。經檢查發現，位
於氣球頂部的快速放氣口與氣囊的接縫出現缺口，部
分封條黏合位置有局部分離現象。快速放氣口作用是

當氣球在地面遇到緊急情況時將氦氣迅速排出，它與
氣囊的接合，主要是以封條從外圍覆蓋，並以特定黏
合劑黏貼。

綜合檢查和拉力測試的結果，機電署相信氣球在
操作時受到熱力和重複的機械運作影響，引致快速放
氣口封條與氣囊的黏合力減弱，出現局部分離現象，
直接削弱接縫的拉力強度。經過一段時間的運作後，
封條的分離部分擴大，最終導致接縫出現缺口。操作
記錄顯示，氣球在設計的操作環境下運行，當日事發
前已進行四十次升降，並沒有明顯的氦氣泄漏。

氣球的球型氣囊和快速放氣口已運作超過三年，
在園方過往的定期檢查中，曾發現封條角位邊緣出現
分離現象，並作出修補；但假若分離出現在封條內中
央部分，則較難在定期檢查時發現。全球約有四十個

由同一製造商生產的同類型氣球運作，並沒有類似事
故的記錄。

為防止同類事故發生，機電署已要求園方與氦氣
球生產商共同訂立檢查快速放氣口接縫的完備方案。

海洋公園回應指，園方委任一間來自美國的顧問
公司進行獨立調查，結果顯示，海洋公園完全遵從製
造商所制定的檢查及保養程序，事故與公園的操作、
保養或清潔程序無關。製造商已提供最新制定的定期
檢查守則，加入測試快速放氣口封條與氣囊的黏合力
及強化黏合力的建議措施。海洋公園主席盛智文表示
，該氣球零七年二月開放，旨在於公園重新發展計劃
進行期間提供一個標誌景點。隨着公園重新發展計劃
的竣工，它的歷史任務亦已完成，公園決定將該區規
劃為表演和展覽場地以配合公園的長遠發展。

【本報訊】香港迪士尼樂園十月舉行萬聖
節 「黑色世界」活動，新增 「詭墳學院」鬼屋
，並於下月推出智能手機程式給賓客玩遊戲，
率先感受萬聖節氣氛。活動期間的夜間門票價
格為二百五十九元，較去年貴近一成四，樂園
解釋，是因活動增多及開發手機程式。

今年的迪士尼 「黑色世界」十月四日至三
十一日，逢星期四至日及十月三十一日晚上舉
行，今年以 「殭屍」和 「狼人」為主角，新增
「詭墳學院」鬼屋，雙方將在美國小鎮大街上

演 「殭屍戰狼人」。南瓜王阿積將率領南瓜人
舉行 「夜光鬼魅巡遊」；一眾迪士尼卡通人物
穿上萬聖節服飾，向賓客派發萬聖節糖果。

樂園下月二十日推出智能手機程式 「黑色
聯盟戰」，讓賓客率先投入 「殭屍戰狼人」遊
戲，並可前往全港二百七十多個 「黑色印記」
地點贏取分數，分數達到五萬分，可到樂園參
加 「擴張現時」（AR）互動。

活動期間，晚上六點後的夜間門票價格，
由去年的二百二十八元加至二百五十九元，加
幅達到百分之十三點五，樂園市務總監朱詠儀
解釋，是因為今年增加了活動內容，及推出手
機程式，讓市民可由園外玩到園內。

另外，今年再推團購門票，二百一十八元
連熱狗和汽水一客，二百四十八元則含晚餐及
汽水，但去年包含晚餐的團購僅售一百八十八
元。 「星期四夜間通行證」售二百六十元，可
玩足五晚。

朱詠儀表示，樂園為萬聖節活動增聘七百
人，預計今年人流會較去年同期有所增長。

【本報訊】新學年試行的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爭議不斷，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昨日接受電台專訪
時指出，政府並無表明一定於九月開設 「德育及國民
教育科」，所以不存在要撤回科目。教育局亦重申，
沒規定學校必須於九月開科，更沒有向學校施壓。雖
然面對爭議，但有調查顯示，新學年最少有八所小學
堅決開科。

羅范椒芬認為，香港是國家一部分，家長不會反
對讓下一代全面了解國家情況。她強調，國民教育並
非 「政治任務」，而小學的國民教育課程，只會教授
中國河山大川和文化節日等，不涉及政府體制，相信
不存在洗腦。

新學年將至，一項調查顯示，三百五十多間受訪
小學，有八所小學表明將於九月推行 「德育及國民教
育科」，包括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鮮魚行學
校、浸信會呂明才小學等，有四十所小學仍未確定是
否開設該科。另有一百三十多所學校決定，首年試行
期不推國教科，持觀望態度，不排除稍後推行。

中學校長會主席阮邦耀昨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
知悉部分教學團體與校長，就開設 「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出現分歧，希望雙方應多溝通。中學校長會將於
本周六舉行例會，屆時討論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他強調，罷課未有迫切性，認為國民教育科的指引可
以優化。

學民思潮三人絕食
另外，一口咬定 「德育與國民教育科」洗腦的學

生組織學民思潮，約七十名成員昨起一連三天於政府
總部外紮營，其中三人絕食請願，要求政府撤回德育
及國民教育科。三人昨日下午四點起，連續七十二小
時絕食，期間只會飲清水，他們又發表絕食宣言，強
調不是用生命威脅政府或要成為英雄，只是對政府充
耳不聞，感到心痛和無計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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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成野報道：雙班年開學在即，香
港大學八百宿位延遲落成。校方無奈 「四出搵樓」，
除暫租西環、油麻地私人樓，更橫跨整個港島，租借
柴灣一間青年旅館，湊齊共五百三十宿位解燃眉之急
。港大協理副校長錢大康稱，學生居住分散，最怕塞
車。

香港大學新學年將於本月十七日開始，將有七千
多名新同學入學。與過往每年招收三千新生比較，將
會額外增加三千多人。昨日錢大康於記者會上表示：
「我們為這次改革已經準備了五年，現在大問題沒有

，小問題存在」。
錢大康介紹，校方最關注的大問題是 「保障日常

教學不受影響」。截至目前，所有教學大樓，包括逸
夫教學樓（文學院）、賽馬會教學樓（社會科學院）
及鄭裕彤教學樓（法律學院）完工。超過九成的部門
已搬進新大樓。亦新增逾七十課室，開學時可使用。
僅有可容納千人的大會堂，將於今年第四季完工。不
過他解釋稱，大會堂並無教學用途。

而早前被港大學生會踢爆工期延遲至宿位不足的
問題，則依舊困擾校方。擁有兩萬餘名學生的港大原
本僅有四千宿位。為迎新學制，校方於龍華街新建住
宿學院，將提供一千八百宿位。雖仍是杯水車薪，按
照教資會 「四年一宿」的要求，港大仍短缺一千九百
個宿位。但學生事務長周偉立表示，較往年已有較大
增幅。

周偉立稱，現時龍華街四座大樓，A、B兩座共
九百六十六個宿位可於九月六日即讓學生入住，無奈
有四百一十七宿位的 C 座則預計將至九月中啟用，
而有四百一十七宿位的 D 座則預計於十月初啟用。
意味着八百餘宿位無法在開學時順利讓學生入住。

應此，港大租下西環兩棟總計可容納逾四百學生

的私人住宅樓宇，又將二十四名學生安排至位於油麻
地私人住宅。更租下柴灣一間青年宿舍，容納九十學
生。宿費與學校宿舍一致，但租金價格高漲。周偉立
稱 「校方要為每位（租住）學生補貼兩千」。

而學生四處居住，交通問題讓校方更憂心。港大
將用校巴接送居住於柴灣的學生，並在港大主校區和
李嘉誠醫學院間開設穿梭巴士。另外，公共巴士 23
、970、970X線會在繁忙時間加密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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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0
29
18
23
25

最高
26
17
23
23
27
34

星島大廈外牆玻璃遭撞毀星島大廈外牆玻璃遭撞毀

八百宿位延遲落成

港大租私樓迎雙班年

▲港大昨日介紹新學年準備，從左至右：首席副
校長錢大康、教務長韋永庚、副校長麥培思、學
生事務長周偉立

羅范談國民教育
沒規定九月開課

迪士尼迪士尼 「「黑色世界黑色世界」」 下月舉行下月舉行

▲位於筲箕灣的星島新聞集團大廈，昨日凌晨遭狂徒駕私家車撞毀大堂落地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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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獎：無人中
二獎：0.5注中，每注派1,404,380元
三獎：59.5注中，每注派62,940元
多寶獎金：8,702,190元

瑪麗心臟病人氧氣喉鬆脫
【本報訊】瑪麗醫院發生嚴重醫療事故，一名急性心

肌炎病人的氧氣喉管鬆脫，其後死亡。瑪麗醫院成立委員
會調查事件，於八星期內向醫院管理局提交報告。食物及
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對事件感到十分遺憾，冀調查委員會找
出根本原因，避免同類事件發生。有心臟科醫生指情況罕
見，相信涉及人為疏忽。

一名病人因出現急性心肌炎及心跳減慢情況，上星期
三由明愛醫院轉介至瑪麗醫院作進一步治療，病人入院時
情況危殆，並急劇轉壞，檢查結果顯示受到副流感病毒感
染，其心臟功能急劇衰退。

鑑於病人情況持續惡化，上星期五凌晨零時，院方安
排病人到手術室接駁 「人工心肺」（ECMO）維生儀器。
手術後病人轉至深切治療部接受監察和治療，及後其情況
進一步惡化，檢查後發現 「人工心肺」輸出氧氣的喉管鬆
脫，醫護人員隨即重新接駁喉管令血含氧量有所改善。惟
病人的心臟功能一直沒有改善，於本周二證實死亡。

瑪麗醫院向死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該院的病人聯絡
主任會與家屬保持聯絡，並提供所需協助。院方已向醫管
局通報事件，並會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事件的根本原因及
提出改善建議，於八星期內向醫管局交報告。

有心臟科醫生指，儀器上喉管鬆脫會有警示，今次情
況罕見，相信是人為疏忽引致。一旦喉管鬆脫超過一分鐘
，會對病人的器官，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非常關注本次事故，
對發生這宗事件感到十分遺憾。他已接獲醫院管理局的報
告，知悉該局會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事件的根本原因及
提出改善建議，以避免再次發生同類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