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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曾獲米芝蓮點評推介的新蒲崗一間菜
館，昨日凌晨廚房失火，濃煙循油煙槽湧出街向上衝
撲向民居，逾百名住客夢中驚醒狼狽疏散，火警由消
防員到場救熄，五人因吸入濃煙需送醫院，其中一個
劏房的三口單親家庭，更曾被困險焗死，幸最終逃過
火劫；不過女戶主因經濟所限，日後續要面對住劏房
風險。

失火食肆為康強街二十五至二十九號地下的得龍
大飯店，不適被送醫院兩男三女，包括該單親家庭姓
盧女子（四十一歲），和其十三歲及十個月大兩名女
兒；另外兩住客為男子（四十一歲）及女童（六歲）
，幸全部皆無大礙。

據悉，上址大廈樓高八層，一梯四伙，盧女士所
租劏房，業主把原單位 「一劏四」，她所租房間約一
百方呎，月租三千元，約兩年前搬入。她靠綜援過活
，今次遇上火警雖感害怕，惟因經濟能力有限，只有
繼續住下去。

昨日凌晨二時許，大廈地下一間飯店有員工在廚
房開爐煮食物，疑爐頭搶火燒着油煙槽油漬，火勢蔓
延冒出濃煙；員工自行救火但無效，慌忙逃生報警。

濃煙沿油煙槽湧出後巷擴散，由於大廈後樓梯屬
半開放式設計，濃煙更 「攻」入大廈湧上各層單位。
逾百名居民在睡夢中被嗆醒，普遍僅穿睡衣及拖鞋慌
忙逃生，有人以濕毛巾掩鼻，但不少居民面部和身體
被熏黑，情況狼狽。

盧氏三母女更因大煙影響被困，幾乎焗死房內，
靠趕至消防員協助才逃出；她抱着幼女坐在空地長椅
時，猶有餘悸滿面驚惶。消防員灌救約半小時將火撲
熄，有五名居民吸入濃煙不適，由救護車送伊利沙伯
醫院治理。

得龍大飯店有四十多年歷史，由大牌檔轉型，獲
米芝蓮選為二○一○年港澳地區的一星推介，食肆近
年主打懷舊菜，包括廣東菜太爺雞。

在塔門
弓洲水域潛

水打魚失蹤的休班消防隊目，屍沉大海一天後被同袍昨
日尋回，同時檢獲其所用自製魚槍，已發射的叉頭插着
一條已死去的兩呎長大魚，不排除追捕獵物時樂極生悲
，大魚被射中後瘋狂掙扎，令連接魚叉的繩索意外纏住
事主，以致獵人獵物齊葬龍宮；有家屬在認屍後，情緒
悲慟哭如淚人。

西九M+項目設計
年底公布參賽名單
【本報訊】西九文化管理局表示，邀請本港及環球建築

業界，參與西九M+項目的設計比賽，有關機構需於下月十
五日或以前提交概念設計，當局將於十二月公布不多於六隊
的參賽名單，獲發一百萬元設計方案費用的入圍團隊，需於
明年三月提交設計方案。明年中獲推薦的得獎團隊，將受聘
於開展M+項目的設計及建造。

參賽的海外隊伍，必須夥拍在本港有辦事處，並在香
港建築師學會冊執業的建築師事務所。概念設計意向書的
準則包括專業能力、經驗往績、資源、設計隊伍曾參與設
計項目的可持續性。八人評審團會提交不多於六個設計給
管理局審批。獲邀製作及提交概念設計和模型等資料的入
圍隊伍，需參與簡介會及工作坊，並在明年三月提交方案
。得獎隊伍將於明年夏季獲聘，開展具體設計工作，預計
一七年底竣工。欲知詳情，可瀏覽http://www.wkcda.hk/en/
architectural_competition/mplus/index.html。

八人評審團由西班牙建築師、曾獲普利茲克建築獎的
Fafael Moneo出任主席，其他成員包括有大量現代建築著作
的哈佛大學設計研究院兼任教授 Eve Blau、參與被認為是
「千禧代表建築」東京工業大學百年紀念館的本港建築師盧

林、令斯德哥爾摩當代美術館訪客增一倍的M+行政總監李
立偉、捐千五件藏品的瑞士名收藏家烏利希克、紐約現代藝
術博物館副總監Kathy Halbreich、本港建築師林偉而，以及
香港設計中心董事會主席羅仲榮。

位於維港和十四公頃公園旁、建築面積達六萬平方米的
M+，是為港人而設的博物館，收集本港、內地、亞洲及其
他地方的藝術品。館內有一萬五千平方米的展覽空間，以及
一萬四千平方米的藏品保存倉庫、教育中心、檔案館及書店
、演講廳、放映設施、駐場藝術家工作室、戶外綠化空間等。

今次是西九文化區第二個建築設計比賽，首座地標 「西
九戲曲中心」的設計比賽初選已於七月揭盅，五支包括本地
與海外的設計團隊入圍，西九管理局發言人昨日表示，已入
圍戲曲中心的設計團隊，也可報名參選今次M+博物館的設
計比賽，因為兩個比賽是獨立的比賽，建築師樓的參賽資格
不會受影響。

【本報訊】公立醫院醫護人員工作
量大，或忙得雙手衛生也沒有做足，隨
時有感染病菌危機。醫院管理局感染控
制辦事處數字指出，去年有三成醫護人
員多忘記在接觸病人四周環境後洗手，
未能跟足世界衛生組織指引。當局將加
強宣傳，倡導醫護人員及市民改善和持
續洗手衛生習慣。

世衛指引建議，醫護人員應在五個
關鍵時刻洗手，包括接觸病人前、協助
病人換傷口等無菌技術前、接觸病人後
、接觸病人周邊儀器後和處理病人血液
或尿袋後。洗手亦有 「七式」，即清潔
手掌、手背、指隙、指背、拇指、指尖
和手腕。

醫管局感染控制辦事處高級護理主
任林鴻雪表示，洗手有助預防抗藥性金
黃色葡萄球菌等病菌感染。辦事處每年
會到各醫院病房「突擊巡查」，「審核」醫
護人員有否在五個關鍵時刻清潔雙手。
去年初調查發現，七成醫護人員會依從
世衛指引，而三成未有依從原因，主要
是醫護人員工作繁忙有關，但她強調有

醫學文獻指，七成依從率已有效預防細菌感染，
普遍國家醫護人員的依從率亦只有五成以下。

她續說，現時每間公立醫院已設有感染監控
小組，一旦證實有院舍爆發細菌，將通知急症室
醫護人員做好感染控制措施。為了推動社區實踐
感染控制措施，香港控制感染護士協會邀請了十
二名幼童軍拍攝短片，提醒醫護人員及大眾依從
「潔手七式」。

今年七月，伊利沙伯醫院爆發多重抗藥性鮑
氏不動桿菌，兩周內共六、七名病人受感染，其
中一人惡菌入血，後來更因原有疾病死亡，病菌
爆發原因估計與醫護人員洗手不足有關。

【本報訊】港鐵票價可加可減機制被詬病多時，
政府昨日宣布，就檢討機制展開一個半月公眾諮詢。
運輸及房屋局在諮詢文件特別指出，政府理解近年有
意見認為應將港鐵的利潤水平、服務表現與市民的負
擔能力加入機制，預期明年初完成檢討。有立法會議
員表示，應將港鐵的物業收益和為內地建造與管理鐵
路的業務，納入成為審議港鐵票價時的考慮因素。

港鐵於兩鐵合併後引入票價可加可減機制，取代
在合併前港鐵公司擁有的票價自主權，但除了零九年
首次按機制方程式運算結果是凍結票價外，以後年年

有加無減，今年更大幅加價百分之五點四，輿論嘩然
，質疑港鐵年年 「賺大錢」但仍大幅加價。

政府昨日公布諮詢文件，邀請公眾人士由即日起
至下月三十一日，就檢討港鐵票價調整機制提供意見。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認為，當局希望透過諮
詢文件向港鐵公司施壓，因為公眾明顯希望將港鐵的
利潤水平等三個因素，加入機制成為參考因素。他稱
港鐵除了鐵路營運業務外，從鐵路上蓋物業獲得豐厚
盈利，近年協助內地建造及營運鐵路的業務收益，若
都計算入港鐵的利潤，估計有助壓低票價加幅。

政府已向港鐵公司以書面形式提出檢討機制的要
求，預期明年初完成檢討。據了解，運房局將於今年
下半年，與港鐵展開磋商可加可減機制檢討，當局認
為現階段應多聽公眾意見，然後制定檢討方向。運房
局已邀請十八區區議會轄下的交通運輸委員會提供意
見，稍後並將舉行專家小組會議，邀請學者與專家提
供意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早前表示，當局已
聘請顧問公司全面檢視港鐵票價調整機制，運房局發
言人稱，顧問研究仍在進行中，研究結果將成為當局
的參考意見。

【本報訊】澳門消息：華人置業集團主席劉鑾
雄及港商羅傑承等涉嫌行賄歐文龍案件，原訂昨日
在初級法院開審，但因主審法官合議庭主席高麗斯
身體不適，其他合議庭法官亦有案件在身，加上案
情複雜，法院宣布案件押後至明年一月七日開審。

羅傑承昨早現身澳門初級法院，劉鑾雄則未見
蹤影。據悉，劉鑾雄因身體不適未能出庭。至於前
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則被押送到法院，以證人
身份出庭，吸引大批港澳傳媒在場守候，幾乎 「迫
爆」初級法院地下走廊通道。

案件原訂上午九時十五分開庭審訊，當所有傳
媒準備就緒，法庭書記在原訂開庭時間的二十分鐘
後，突然宣布合議庭主席高麗斯身體不適無法開庭

，將案件押後。據悉高麗斯早前已因身體問題，未
能出席合議庭聆訊。

今年初，劉鑾雄及羅傑承忽然以證人身份捲入
歐文龍貪瀆案第三階段審訊，審訊期間，又被法庭
指為另一案件的疑犯，被指控以二千萬賄賂歐文龍
，最終成功獲批澳門機場對面五幅土地，此事在歐
文龍的 「好友名冊」中有可疑筆跡為記。澳門檢察
院隨後對兩人提出起訴，涉及一項行賄作不法行為
及一項洗黑錢罪。澳門政府早前已啟動程序，收回
該五幅發展為大型豪宅項目 「御海南灣」的土地。
華置於本月十四日，就特區政府對該五幅土地批給
無效的決定，向澳門中級法院提出上訴。

因主審法官身體不適
劉鑾雄羅傑承涉賄案押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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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在公眾地方偷拍裙底罪行明顯增加，其中
在港鐵內發生的偷拍裙底案件，升幅更達五成，鐵
路警區最新數字顯示，本年首八個月偷拍裙底罪案
共七十三宗，即平均每月九宗，較去年平均每月六
宗為多。法律改革諮詢委員會性罪行檢討小組委員
會主席鄧樂勤表示，偷拍裙底在本港相當普遍，惟
現時法例並不完善，建議將有關行為納入性侵犯罪
行其中一項。法改委會正就建議諮詢公眾，諮詢期
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偷拍裙底列性侵犯罪
法改會性罪行檢討小組委員會委員張達明也謂

，留意到偷拍裙底罪案愈來愈多，但現時警方多數
控告公眾地方行為不檢、遊蕩等罪名，若非發生在
私人地方，如早前一宗發生在補習社內，則只能控
以不誠實取用電腦罪，認為有關檢控 「並非是最理
想做法」，而且未能針對性反映有關行為，遂建議
將偷拍裙底納入性侵犯罪，將犯案者資料可在《性
罪行名冊》內查閱。

至於建議法例能否涵蓋至藝人被偷拍，張達明
認為，需視乎每個案具體情況獨立研究，而建議法
例主要針對目的是否涉及性罪行，或令受害人感到
恐懼、低貶或受傷害。若偷拍某人正在洗澡，由於
本質涉及性行為，建議列入性侵犯內。建議包括將
性侵犯罪取代猥褻侵犯罪，張達明指，所有現有猥
褻侵犯罪行都會被涵蓋，相信性侵犯罪涵蓋面會較
廣，甚至建議公眾露體行為，日後都會被視為性侵
犯罪。

法改會又建議，新的強姦罪不應以性別區分，
受害者涵蓋範圍不再只是女性，男性及女性都可以

是受害人，以採取性別中立，亦要避免以當事人的
性傾向為考慮，避免構成歧視；並建議就涉及性行
為加入 「同意」定義，要在尊重對方自主權下才可
以進行，不能單憑主觀感覺。

張達明指出，法庭現時處理強姦罪個案時，若
被告在主觀上真確相信受害人同意發生性行為，在
疑點利益歸於被告情況下，被告觸犯強姦罪便不成
立。建議法例會考慮被告案發時有否採取步驟，確
實受害人同意進行性行為。

他舉例，若受害人同意被告在使用安全套下發
生性行為，但被告沒有使用；或受害人中途要求停
止性行為，但被告沒有理會，日後建議視作強姦罪
， 「一個人同意某一種性行為，並非暗示他同時
（同意）有另一種性行為。」若被告偷錄性交場面
或傳閱性交照片，他稱需視乎視況決定，但有關情
況或觸犯刑事罪行等問題。

法改會諮詢文件提八大建議

強姦罪新定義不分男女
偷拍裙底成風，惟現行沒有針對性法

例檢控，法律改革委員會發表諮詢文件提
出八大建議，包括將偷拍裙底、公眾地方
露體行為納入性侵犯罪，取代現有的猥褻
侵犯罪行，將來可在《性罪行名冊》查閱
；並建議強姦罪無分性別，受害者可以是
男或女性。性行為過程中一方若要求對方
使用安全套或停止行為，若遭拒絕，日後
同樣列作強姦罪。

本報記者 鄧如菁

▲法律改革諮詢委員會性罪行檢討小組委員
會昨發表諮詢文件。左起為委員會秘書梁滿
強、委員張達明、主席鄧樂勤、秘書黃繼兒

五豐行自設牧場
冀穩定牛肉價格

【本報訊】受飼料、人工成本持續上升影響，香港活牛
批發價今年以來連續四度上調，肥牛零售每斤升至約一百一
十元，較去年貴一成多，為此，獨家代理供港活牛的五豐行
決定斥資二千多萬元，在內蒙自設牧場，長遠穩定供港活牛
價格。

供港活牛批發價今年頭九個月先後四次上調，當中良牛
（即普通牛肉）累積加幅達兩成一，肥牛（即優質牛肉）亦
上升了一成六，水漲船高下，良牛零售價每斤升至約九十元
，肥牛更高達一百一十元。

目前內地每年約有二萬八千頭活牛供港，其中良牛半數
由內蒙古的通遼市供應，本來中央兩年前便開設 「綠色通道
」，讓內蒙活牛可免稅經高速通道運抵深圳再轉運來港，運
輸費已較前下降，可是牛價依然有升沒跌，據通遼市檢驗檢
疫局動檢科魏科長解釋，全因近年不論養牛的飼料、人工，
以致購買牛犢等成本都一直上升。

以養牛的主要飼料乾玉米和豆粕為例，本月乾玉米每市
斤一點三元人民幣（下同），較去年同期漲價三成；而受美
國大豆減產影響，豆粕價格更較去年同期大升一倍至每噸四
千八百元。

為平抑牛肉價格突如其來的波動，五豐行表示正計劃投
資二千四百萬元，在通遼市設立牧場，飼養相當於該市供港
活牛數量兩成半的牛隻，預期首批 「自家養活牛」可望在明
年中或稍後時間供港。

五豐行強調，新牛場旨在穩定供港牛肉貨源，起蓄水池
作用，當內地牛肉價格突然上升時，供港牛肉價格不需要馬
上跟隨上升，自設牛場亦可以節省部分經銷和運輸成本；不
過，當整體牛肉市場價格上升，供港牛肉價格亦必須跟隨市
場作出調整。

政府展開港鐵可加可減諮詢

法改會諮詢文件主要建議
就性行為訂立 「同意」 的法定定義，即必須經對方「自
由和自願地同意」，以及對方須有行為能力給予同意

將 「同意」 的焦點由被控人是否單純在主觀上相信投
訴人同意，轉移至客觀加主觀的混合測試。以現時來
說，如被控人在主觀上真確相信投訴人同意，即使該
信念並不合理，被控人仍可獲判無罪

訂立新的強姦罪定義，使強姦罪可對男性或女性而犯
，並包括以陽具插入陰道、肛門或口腔

廢除 「未經同意下作出肛交」 的罪行，現受此項罪行
規管的行為日後可由無分性別的強姦罪處理

訂立 「以插入的方式進行性侵犯」 的新罪行，其構成
元素是投訴人的陰道或肛門遭物件或被控人陽具以外
的身體某部分，如手指插入

以 「性侵犯」 罪取代 「猥褻侵犯」 罪，建議為 「性」
此字設下定義，保障個人性自主權的原則

某些故意作出而本質又涉及性的行為，如 「裙底攝影
」 應可構成 「性侵犯」
訂立一項 「導致他人在不同意的情況下進行涉及性的
行為」 的罪行，強調對個人性自主權的保障

資料來源：法律改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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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水失蹤休班消防屍體尋回

▲失火食肆為康強街地下的得龍大飯店

▲控制感染護士協會拍攝宣傳片提醒醫護洗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