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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就銅鑼灣站列車車門事故 

現正全面落實加強維修制度及承辦商工序建議 
 
港鐵公司今天(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公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日銅鑼灣

站列車車門事故的調查報告。調查總結事故原因是一個活動式軌旁廣告牌的活

門面板向外傾，與正進入月台的事故列車的一對車門相撞，導致車門脫落。公

司正積極落實調查報告中的改善建議，包括為軌旁廣告牌引入預防性維修，落

實承辦商加強軌旁廣告牌更換和上鎖程序，以及加強對承辦商定期督導及審核

等。 
 
去年十二月二日，港島綫一列往堅尼地城方向的列車在駛入銅鑼灣站二號

月台時，其首卡車第一對面向隧道壁的車門脫落。事故發生後，職員安排列車

上的乘客安全有序地離開車廂，事件中並沒有接獲受傷報告。港島綫來往灣仔

站及鰂魚涌站的列車服務一度暫停，及至完成復修後回復正常。 
 
港鐵公司十分重視有關事故，成立了有外間專家參與的調查委員會找出事

故成因並提出改善建議，防止同類事故再次發生。 
 
調查委員會檢視了事故列車及事發前經過同一月台的其他列車，發現事故

列車的前一班列車的第三至第八卡車身有輕微刮痕，刮痕位置與活動式軌旁廣

告牌的高度吻合，由此推斷在前一班列車離開月台時，活門面板已經向外傾。

約一分鐘之後，當事故列車進入月台時，活門面板與列車的第一對車門相撞，

令車門脫落。 
 
活動式軌旁廣告牌的活門面板用作更換廣告，面板應由兩把栓鎖固定，並

設有兩個擋塊作為第二重保障防止面板外傾。事發時，面板可能沒有被完全鎖

緊，而擋塊亦失效無法防止面板外傾，列車駛經時產生的空氣吸力令面板晃動，

最終活門面板向外傾。 
 
承辦商有既定程序報告更換軌旁廣告牌廣告過程中發現的損壞項目。公司

一直根據承辦商人員的損壞報告安排維修，雖然沒有針對面板栓鎖及擋塊的耗



損進行預防性維修，但制度沿用多年亦行之有效。調查委員會認為，由於事故

中的面板栓鎖及擋塊的失效問題不易被察覺，因此未有報告和及時進行維修，

而公司亦沒有明確要求承辦商在檢查程序中檢查用作第二重保障的擋塊的狀況。

委員會建議，承辦商需加強更換廣告的程序和人員培訓，而公司應加強軌旁廣

告牌的維修制度。 
 
港鐵公司車務總監李家潤博士表示：「安全一直是港鐵服務的首要宗旨，

我謹代表公司向受事故影響的乘客致歉。確定事故成因後，我們一直竭力消除

發生同類事故的潛在風險 – 首先，我們已永久移除網絡內全部八塊活動式軌旁

廣告牌的所有活門面板及其相關組件，並確保承辦商實施加強的廣告更換和上

鎖程序，並為其人員提供再培訓。我們亦會加強維修制度以及對承辦商的督導

及審核，進一步確保其人員的工作質素及能力。」 
 
公司已檢查港鐵網絡內約 5,000 塊軌旁廣告牌，這些廣告牌絕大部分採用上

下拉動更換廣告的設計，並確認它們運作正常。公司正加強現有軌旁廣告牌的

維修制度，將會引入預防性維修，尤其是針對與鎖緊面板的相關裝置。港鐵網

絡內仍有約300塊軌旁廣告牌在運作或維修時須拉動面板，雖然這些廣告牌的運

作模式與事故中的活門面板不同，但為審慎起見，公司已在這些廣告牌上加上

額外的上鎖狀態顯示，並會加裝具備提示功能的遙距監察感應裝置，以確保它

們鎖緊。 
 
有關調查結果詳情，請參閲附件 (調查報告中文版為譯本，以英文原版為準)。 

 
(完) 

 
關於港鐵公司 

每天，港鐵聯繫市民及社區。作為世界級可持續鐵路運輸服務的營運商，港鐵公司在安全、可靠程度、顧客服務和

效益方面都處於領導地位。 

 

由設計、規劃和建設，以至開通、維修和營運，港鐵擁有全方位的鐵路專業知識和四十多年的鐵路項目發展經驗。 

除了參與各項鐵路項目及營運，港鐵透過鐵路、商業和物業發展的無縫整合，建設並管理鐵路沿線充滿活力的新社

區。 

 

港鐵在香港、英國、瑞典、澳洲和中國內地擁有超過四萬名員工*，每週日的全球客運量超過一千三百萬人次。港

鐵更致力發展和連繫社區，創建更美好未來。 

 

如欲進一步了解港鐵公司，請瀏覽 www.mtr.com.hk。 

* 包括香港及全球各地的附屬和聯營公司 

http://www.mtr.com.hk/


 

 

圖片說明： 
 
1. 事故發生時，活動式軌旁廣告牌的活門面板向外傾，與正進入月台的列車首

卡車第一對外側車門相撞，導致車門脫落。 
 

 
 

  



   
   
   

 

2. 活動式軌旁廣告牌的活門面板用作更換廣告，更換廣告時要將活門面板向內

朝隧道壁打開，面板應由兩把栓鎖固定及由兩個擋塊防止外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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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行政摘要 

 
2021 年 12 月 2 日下午 5 時 54 分，當 T15 列車駛近港島綫銅鑼

灣站 2 號月台的停車位置時，其首卡車一對外側車門撞到一塊軌

旁廣告牌的面板並脫離車廂。事件發生後，職員立刻安排車上乘

客有秩序地離開車廂。事件中沒有收到任何受傷報告。來往灣仔

站及鰂魚涌站的列車服務因事故而暫停，港鐵提供免費接駁巴士

服務。完成現場復修後，列車服務於晚上 8 時 46 分回復正常。 

 

港鐵公司（「公司」）成立了調查委員會（「委員會」）以調查

及找出事故原因。  

 
事故中的面板為活動式軌旁廣告牌的活門面板。該款廣告牌於

2005 年安裝，並不是港鐵網絡中典型的廣告牌設計（約 5,000

塊軌旁廣告牌中，只有 8 塊屬這款設計）。面板設有兩把栓鎖及

兩個擋塊，以防止其向外傾。  

 

調查結果顯示，由於兩把栓鎖和兩個擋塊於事故時未能固定該活

門面板，面板於是向外傾並撞到該列車的第一對外側車門。   

 
委員會認為，事故發生前，其中一把栓鎖的鎖舌已下滑，而另外

一把栓鎖則有缺損。委員會懷疑，由於承辦商的人員對如何完全

鎖緊活門面板以及栓鎖的運作原理缺乏深入的理解，其中一把栓

鎖在早前最後一次更換廣告後，上鎖時其鎖舌並沒有完全伸出，

而另外一把栓鎖在事故發生前已有缺損但未被察覺。因此承辦商

人員進行上鎖面板後，其實並未完全鎖緊面板。而當承辦商人員

更換廣告後並推動面板驗證是否上鎖時，這個狀態令他們誤以為

面板已經鎖緊。在此情况下，由於列車駛經該處時所產生的空氣

吸力作用令面板晃動，因此鎖舌在經過一段時間後下滑。 

 
正常情況下，即使兩把栓鎖失效，活門面板的兩個擋塊應能防止

面板向外傾。然而，事故後的調查顯示，其中一個擋塊已經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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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另一個擋塊則因缺少了一顆固定螺釘，因而未能阻止該面板

在頻繁晃動後向外傾。 

 
調查相信，由於面板栓鎖及擋塊的情況未有及早被察覺，因此未

有及時進行維修。承辦商未有察覺栓鎖出現問題的同時，公司亦

沒有明確要求承辦商在其檢查程序內包括檢查擋塊。此外，公司

一直根據承辦商的損壞報告去安排相應的維修，而沒有針對面板

栓鎖及擋塊的耗損進行預防性維修(preventive maintenance)。未

來，承辦商更換廣告的程序和人員培訓需要加強，而公司亦應加

強軌旁廣告牌的維修制度。 

 
事故發生後，公司已立即移除 8 塊活動式軌旁廣告牌的所有活門

面板及其相關組件，以消除面板向外傾的風險。 

 
港鐵網絡內共有約 5,000 塊軌旁廣告牌，絕大部份均為採用上下

拉動更換廣告的設計。事故後，公司已檢查全綫所有軌旁廣告牌，

並確認它們運作正常。現有的廣告牌均沒有與活動式軌旁廣告牌

類似的可移動面板，而網絡内有約 300 塊軌旁廣告牌在運作或維

修時牽涉拉動面板，雖與活門面板的運作不同，為審慎起見，公

司亦已檢查並確認其鎖的結構良好。 

 
委員會提出以下建議，以防止同類事故再次發生。 

 
a) 永久移除 8 塊活動式軌旁廣告牌的所有活門面板及其相關組

件，以消除它們向外傾的風險（已完成） 

 
b) 實施已加強的軌旁廣告牌廣告更換和上鎖程序，包括加強廣

告更換時對廣告牌的檢查，及確保面板穩妥關閉及上鎖，並

作適當的培訓（已完成） 

 
c) 加強對承辦商的定期督導及審核，以確保其人員的工作質素

及知識（2022 年第一季展開工作） 

 

d) 為約 300 塊在運作或維修時牽涉拉動面板的軌旁廣告牌加

裝遙距監察感應裝置，如面板未完全上鎖將發出提示（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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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前完成），並加裝額外上鎖狀態顯示，以加強現場確認

上鎖狀態（已完成） 

 
e) 加強現有軌旁廣告牌的維修制度，引入預防性維修，尤其是

針對與鎖緊面板相關的裝置（2022 年第二季展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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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 2021 年 12 月 2 日下午 5 時 54 分，港島綫 T15 號列車抵

達銅鑼灣站 2 號月台時，面向隧道壁方向的第一對外側車

門脫離車廂，而 2 號月台列車第三卡位置附近的軌旁廣告

板，亦同告損壞，其金屬活門面板向外傾。事件發生後，

車站職員立刻安排車上乘客有秩序地離開車廂，事件中沒

有收到任何受傷報告。在完成現場復修後，列車服務於晚

上 8 時 46 分回復正常。 

  
 
2.  調查委員會 

 

2.1 港鐵公司非常關注事件，即時成立了包括外間專家（香港

理工大學電力應用講座教授何兆鎏）的調查委員會（「委

員會」），以確定事故成因，並提出建議以防止發生同類

事故。 

 
 

3. 事故 

 
3.1 2021 年 12 月 2 日下午 5 時 54 分，港島綫 T15 號列車抵

達銅鑼灣站 2 號月台時，第一對外側車門脫離車廂，車上

的乘客被安排安全地離開列車。列車其中一扇門葉在路軌

旁尋回，另一扇門葉則沿著門軌被推到第二對車門位置。

另外，2 號月台列車第三卡位置附近的軌旁廣告牌亦發現

有損壞，其金屬活門面板向外傾。附件一顯示銅鑼灣站二

號月台的事發位置。 

 

3.2 當該軌旁廣告牌被暫時安全地固定、其中一扇門葉由軌道

上被移走，以及另一扇門葉被安全地固定在車身之後，T15

列車於下午 7 時 52 分由銅鑼灣站慢速開往金鐘側綫。 

 
3.3 在完成進一步修復工作及移除損壞的軌旁廣告牌，並檢查

月台軌旁所有其他廣告牌已確定固定後，列車服務於晚上



 
 

頁 5 
 

8 時 46 分恢復。事件中沒有收到任何受傷報告。  

 
 

4. 事故成因 

 
  車門脫落 

 
4.1 委員會檢查事故列車(T15)和事發前經過同一月台的列車

(T14)後，發現 T14 列車由第三卡車車身開始有輕微刮痕，

其位置與涉事廣告牌的高度相吻合。這證明 T14 列車離開

2 號月台時，活門面板已向外略傾，並由列車第三卡車位

置開始出現接觸，導致其第三至第八卡車廂及車門出現輕

微刮痕。而 T14 之前的列車車身並沒有相類似的刮痕。  

 
4.2 T14 列車駛離後，面板固定組件的剩餘支撐力令面板沒有

完全掉下，而是向外略傾。事故列車 T15 在 T14 開出約一

分鐘後進入月台時，外傾的面板撞到列車第一對門，其撞

擊及拉動力導致車門軌、門底導軌及車門滑輪變形，以及

螺栓損壞，車門因而脫落。 

 

4.3 事故列車車門的設計，包括其功能和性能，與相關行業慣

例相符。相關車門並沒有進行過可能影響其機械強度的修

改工作，而事故列車的最後一次大修於 2020 年 6 月完

成。委員會檢查過事故列車的維修記錄，顯示公司一直有

按既定維修制度維修事故中的車門，以確保其機械整全性。 

 
4.4 委員會認為，事故車門的損壞和脫落是由於它們被外傾的

金屬活門面板撞到所致。附件一為面板外傾並撞到事故列

車的第一對外側車門的示意圖。 

 

 活門面板向外傾 

 
4.5 事故中的活動式軌旁廣告牌，與港鐵網絡內大部分軌旁廣

告牌採用上下拉動更換廣告的設計不同，更換廣告時要將

活門面板向內朝隧道壁打開；面板設有兩個擋塊和兩把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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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防止其向外傾。 

 
4.6  事故後發現，面板兩把栓鎖的鎖舌沒有伸出，一邊擋塊已

丟失，而另一邊擋塊則因缺少兩顆固定螺釘其中的一顆而

懸著。事故發生時，很有可能所有擋塊和栓鎖都已失去作

用，無法將面板固定並防止其向外傾。因此，當經過的列車

產生空氣吸力，面板在晃動後向外傾。附件二展示了面板

的栓鎖和擋塊的正常情況以及事故面板當時的狀態。  

 
 活門面板的栓鎖 

 
4.7 委員會認為，其中一把栓鎖在事發前己有有缺損，但因缺

損不易被察覺而未有適時報告及跟進維修。雖然另一把栓

鎖運作正常，但承辦商於 2021 年 11 月 26 日最後一次更

換廣告後，可能並未完全鎖緊面板。 

 
4.8 根據面板栓鎖的結構原理，當鎖舌完全伸出，面板晃動對

栓鎖只會有很輕微的影響。然而，如果只有部分鎖舌伸出，

鎖舌會在面板因受列車經過所產生的空氣吸力而持續晃動

一段時間後下滑（下滑時間取決於鎖舌伸出多少，以及鎖

匙和鎖舌的耗損情況）。 

 
4.9 承辦商人員對如何鎖緊活門面板及栓鎖的運作原理缺乏深

入的理解。面板並沒設有鎖定狀態的顯示，而承辦商人員

在更換廣告後，一般是依靠推動面板，以檢查面板是否己

經上鎖。   

 

 

“鎖舌必須完全伸出才可鎖緊活門面板。然而，該面板沒有

明確的顯示，可以告知承辦商人員鎖舌是否已完全伸出並鎖

緊面板。在沒有這種明確顯示上鎖狀態的情況下，承辦商人

員依靠一般工作做法，可能會誤以為面板已被鎖緊，但實際

上並非如此。” 

外間專家 

理工大學 



 
 

頁 7 
 

 
4.10 調查發現， 承辦商所持有及使用的鎖匙已嚴重耗損，很難

在該活門面板的鎖上自如轉動。事故後測試證實，鎖匙須

轉動 360 度才能完全令鎖舌伸出。委員會懷疑，在 2021

年 11 月 26 日的最後一次廣告更換後，上鎖面板時鎖舌沒

有完全伸出。這個狀態令承辦商人員在更換廣告後推動面

板作檢查時，誤以為該面板已被鎖緊。由於經過的列車所

產生的空氣吸力，面板栓鎖最終在頻繁的晃動後失去其機

械完整性，而固定鎖舌的功能亦因組件耗損而失效。因此，

活門面板僅依靠擋塊來防止其向外傾。   

 
 活門面板的擋塊 

 
4.11 委員會認為，隨著活門面板頻繁晃動，左邊缺少一顆螺釘

的擋塊因此轉動，最終轉到無法阻止面板向外傾的位置。

右邊擋塊的丟失和左邊擋塊缺少一顆螺釘可能已有一段時

間，但因未被察覺，所以沒有報告及進行維修。公司沒有

明確要求承辦商在其檢查程序內包括檢查擋塊。公司一直

根據承辦商的損壞報告而安排相應的維修，並沒有針對擋

塊的預防性維修工作。委員會認為，可能是由於列車經過

時出現晃動，兩個擋塊因此長期受力，日積月累而鬆脫並

丟失固定螺釘，應加強維修以察覺耗損情況。 

 
 
5. 活動式軌旁廣告牌的設計  

 
5.1 事故中的廣告牌於 2005 年安裝，港鐵系統內共有 8 塊活

動式軌旁廣告牌。公司在設計階段提供了設計概念，活門

面板向內朝隧道壁開啟。這個設計是因應活動式軌旁廣告

牌的展示方式而設。 

 
5.2 隨後，活動式軌旁廣告牌的建築承辦商在施工時，加入帶

有擋塊和栓鎖的設計，以防止面板向外傾。 

 

5.3 委員會認為，設計階段已考慮了活門面板向外傾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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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通過提供兩把栓鎖作雙重保障和兩個擋塊作為栓鎖失效

時的第二重保障。 

 
 

6. 活動式軌旁廣告牌的維修  

 
6.1 由 2005 年至事故發生，公司一直根據承辦商的報告，就

損壞項目妥善安排維修，以確保活動式軌旁廣告牌的狀況。   

 

6.2 紀錄顯示，承辦商一直能夠察覺與廣告牌功能有關的問題

並作出報告，例如光管燒壞、面板無法上鎖等。 

 

 
 
6.3 除了每五年進行一次主要集中軌旁廣告牌掛牆裝置的結構

檢驗外，公司沒有包括針對面板栓鎖及擋塊耗損的廣告牌

預防性維修工作。 

 
 

7. 結論   

 
7.1  委員會的結論是，由於兩把栓鎖和兩個擋塊於事故時未能

固定該活門面板，面板於是向外傾並撞到該列車的第一對

外側車門。   

 
7.2  委員會認為，事故發生前，其中一把栓鎖的鎖舌已下滑，

而另外一把栓鎖則有缺損。委員會懷疑，由於承辦商的人

員對如何完全鎖緊活門面板以及栓鎖的運作原理缺乏深入

的理解，其中一把栓鎖在早前最後一次更換廣告後，上鎖

時其鎖舌並沒有完全伸出，而另外一把栓鎖在事故發生前

“現時的維修制度依靠承辦商人員報告損壞，審慎的做法應是

輔以預防性維修，尤其是當類似設計的鎖缺乏明確的上鎖狀

態、或擋塊無法顯示其效能。” 

外間專家 

理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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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缺損但未被察覺。因此承辦商人員進行上鎖面板後，

其實並未完全鎖緊面板。而當承辦商人員更換廣告後並推

動面板驗證是否上鎖時，鎖舌的狀態令他們誤以為面板已

經鎖緊。在此情况下，由於列車駛經該處時所產生的空氣

吸力作用令面板晃動，因此鎖舌在經過一段時間後下滑。 

 

7.3 由於活門面板有兩把栓鎖作雙重保障和兩個擋塊作為面板

鎖失效時的第二重保障，即使兩把鎖失效，活門面板的兩

個擋塊應能防止面板向外傾。然而，事故後的調查顯示，

其中一個擋塊已經丟失，另一個擋塊則因缺少了一顆固定

螺釘，因而未有阻止該面板在頻繁晃動後向外傾。 

 
7.4 調查相信，由於面板栓鎖及擋塊的情況未有及早被察覺，因

此未有及時進行維修。承辦商未有察覺栓鎖出現問題的同

時，公司亦沒有明確要求承辦商在其檢查程序內包括檢查

擋塊。此外，公司一直根據承辦商的損壞報告去安排相應的

維修，而沒有針對面板栓鎖及擋塊的耗損進行預防性維修

(preventive maintenance)。未來，承辦商更換廣告的程序

和人員培訓需要加強，而公司亦應加強軌旁廣告牌的維修

制度。 

 

7.5  事故發生後，公司已立即移除 8 塊活動式軌旁廣告牌的所

有活門面板及相關組件，從而消除了面板向外傾的風險。 

 
7.6  港鐵網絡內共有約 5,000 塊軌旁廣告牌，絕大部份均為

採用上下拉動更換廣告的設計。事故後，公司已檢查全綫

所有軌旁廣告牌，並確認它們運作正常。現有的廣告牌均

沒有與活動式軌旁廣告牌類似的活門面板，而網絡内有約 

300 塊軌旁廣告牌在運作及維修時牽涉拉動面板，雖與活

門面板的運作不同，為審慎起見，公司亦已檢查並確認其

鎖的結構良好。公司已在這些廣告牌加裝額外上鎖狀態指

示, 並將加設遙距裝置，以作加強監察上鎖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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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議  

 
委員會提出以下建議，以防止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a) 永久移除 8 塊活動式軌旁廣告牌的所有活門面板及其相

關組件，以消除它們向外傾的風險（已完成） 

 
b) 實施已加強的軌旁廣告牌廣告更換和上鎖程序，包括加

強廣告更換時對廣告牌的檢查，及確保面板穩妥關閉及

上鎖，並作適當的培訓（已完成） 

 

c) 加強對承辦商的定期督導及審核，以確保其人員的工作

質素及知識（2022 年第一季展開工作） 

 
d) 為約 300 塊在運作及維修時牽涉拉動面板的軌旁廣告

牌加裝遙距監察感應裝置，如面板未完全上鎖將發出提

示（2022 年底前完成），並加裝額外上鎖狀態顯示，

以加強現場確認上鎖狀態（已完成） 

 

e) 加強現有軌旁廣告牌的維修制度，引入預防性維修，尤

其是針對與鎖緊面板相關的裝置（2022 年第二季展開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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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事故地點和向外傾的活門面板的示意圖 

 
銅鑼灣站 2 號月台列車第 3 卡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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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活門面板的栓鎖和擋塊設置示意圖 

 

 
活門面板的栓鎖和擋塊的正常狀態 

 

 
事故活門面板的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