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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宣布明日（4日）為全港哀
悼日，政府建築物一連 3 天下半旗致
哀，並在18區設弔唁處，供市民向意
外死難者弔唁。

除了趙女士，兩名白衣天使亦罹難，
本報獲悉兩人為瑪嘉烈醫院染病中心鄭
姓女護士，及博愛醫院伍姓女護士，醫
管局證實有公立醫院護士死亡，向其家
人致以最深切慰問，及予以一切支援。

妻女獲救 胞姊罹難
本報編輯趙先生是海難其中一名生還

者，他手臂骨折，身體多處受傷，經敷
治後已出院。他昨在醫院向記者講述事
件發生經過。他說，弟弟為港燈職員，
故一家人可以取得國慶半日遊的船河
券，但弟弟當天有事沒有出席，他與妻
子、兩歲大的女兒、胞姊、兩名朋友和
朋友的兒子，一行7人參加。

他說，半日遊每年行程大同小異，下
午參觀港燈南丫島電廠，晚上享用自助
餐，餐後上船往維港觀賞煙花。船上大
部分乘客在晚上6、7時用完自助餐，7
時半陸續登船，較多人到上層甲板佔據
欣賞煙花有利位置，船尾陸續擠滿人。

「好肯定船速很慢」
趙先生憶述，他們一行約7時半登上

上層船艙坐下，客船原定晚上 8 時起
航，由於不少人剛吃完自助餐，為免暈
船浪，船長延至8時15分起航，航速亦
較慢， 「煙花9點開始，咁快去到都無
用，好肯定客船速度很慢」 。他說，客
船啟航後船艙熄燈，他和其他留在船艙
的乘客走出露天甲板，整個甲板站滿
人，粗略估計有100人。

沒料到，死神就在短短數分鐘後來
臨。趙先生說， 「南丫四號」 啟航不到
5 分鐘，船尾突然響起 「砰」 一聲巨
響，他看到一艘雙體船 「失驚無神」 直
撞左邊船尾，不少乘客未來得及回神，
船身已開始傾斜。他記得，撞船後聽到
有職員致電報警，但船內沒有宣布，乘
客開始高喊救命，急忙找救生圈，由於

船身豎直，前方的雜物紛紛墜下，撞向
乘客。

他說，當時船上乘客紛紛衝到船尾搶
掛在圍欄的救生圈，雖然椅子下亦有救
生衣，但要取出穿著並不容易。由於甲
板愈來愈斜，他失去平衡倒下，頭部撞
到欄杆，右臂撞到硬物，雖然耳邊聽到
女兒呼叫，但未能顧及，他立即把兩個
救生圈遞給女兒和朋友的兒子。短短
30秒後已感到甲板浸在水中，他未及
為自己找到水泡，人已墮入海中，整個
過程不到2分鐘。幸好他熟水性，在海
中抓到一條連接救生圈的繩，立即將救
生圈拉到身邊。

助一男一女獲救
這時，其他乘客跌入大海，趙先生身

旁一個女子在水裏未能抓緊救生圈，他
即用力將女子推到圈上；另一邊，一個
男子在水中遇溺，他再出盡力將對方拉
近救生圈，然後大呼求救。至於撞沉
「南丫四號」 的小輪，意外後駛離現

場，捲起的浪令海中的遇溺者更難求
生。此時，另一艘港燈觀光船駛近，船
上乘客將繩及救生圈拋入水中，他出盡
全力游近，抓到繩子獲救。

另港燈船拋繩營救
他說，獲救後非常擔心妻女安危，幸

好上岸後知道二人獲救，之後得悉妻子
在海中死命攬着女兒，兩名友人夫婦和
他們的兒子亦吉人天相，姊姊則一度失
蹤，昨午被發現已經死亡。

趙先生一家三口被送往瑪麗醫院，女
兒獲救時口吐白沫，血壓不穩定，醫生
擔心她肺積水及受細菌感染，送入兒童
深切治療部觀察，下午無大礙，轉往普
通病房。他則右手骨折，全身多處擦
傷，而妻子奇蹟地沒有大礙。回憶意外
經過，趙先生猶有餘悸，因為事發時太
突然，在船上沒有時間找救生衣， 「即
使找到，都不夠時間穿」 、 「我都諗住
自己死得，幸好識游水，救了一命」 。

【相關新聞刊A3至A12】

前晚國慶夜於南丫島對開海面發生的嚴重撞船

意外，證實有38人喪生，93名傷者中，4人情况

危殆或嚴重，釀成香港41年來最嚴重海難。本報

編輯趙先生前晚與6名家人親友於 「南丫四號」
上，準備前往維港欣賞煙花，詎料開船不久，船尾即遭到港九小輪

「海泰號」高速撞擊，短短兩分鐘內船尾沉入大海，船上搭客紛紛墮

海，他更目擊不少人在海中遇溺。趙先生與妻子、女兒及時獲救，53

歲的胞姊葬身大海。 明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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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去38條人命的國慶海難具體經過及責
任誰屬，警方表示有待調查，但已拘捕肇
事兩艘船的船長及船員共7人，懷疑他們
觸犯海上危害他人安全罪名。特首梁振英
表示，由於事故嚴重，會成立調查委員會
徹查，研究避免同類慘劇發生。

梁振英：成立調查委員會
南丫島兩船相撞海難，無論船上乘客或

公眾都關注有否涉及人為疏忽。警方昨拘
捕7人，俱為涉事兩船的船長及船員，年
齡介乎50至63歲，包括港燈船的56歲船
長及2名男船員，以及港九小輪的54歲男

船長及3名男船員，他們涉嫌海上危害他
人安全，全部7人已獲准保釋候查，須於
本月中向警方報到，水警總區重案組正跟
進調查。

兩船未超載 警未確定哪方出錯
至於如何危害他人安全，警方昨日未有

詳細解釋，警務處長曾偉雄在記者會表
示，法例要求船員確保乘客安全，而出事
水域並非特別繁忙，懷疑船上操作人員未
有履行責任，因此採取拘捕行動，不排除
稍後有更多人被捕。他又說，初步發現兩
艘船均未有超載。

接近警方消息人士指出，港九小輪被指
撞向港燈船的說法，現時仍是一面之詞，
警方仍未能確定哪方一定有錯，但事件涉
及30多條人命，若兩方船員小心，相信可
以避免慘劇，因此警方拘捕有關人等深入
調查。

特首梁振英表示海事處正調查事件，警
方亦已展開刑事調查，相信死因庭稍後會
展開法律程序，但由於事故嚴重及與公眾
有重大關係，他決定成立調查委員會，就
事故起因、日後如何避免同類慘劇等聆
訊。他說，與行政會議商討後，會盡快公
布委員會的組成與職權範圍。

涉危害他人安全 兩船7員被捕

昨日入夜之後， 「南丫四號」 由3艘躉船拖至南丫島對開，打撈公司工人在躉船上檢查 「南丫四號」 的受損情况。現場所
見，船尾損毁非常嚴重，本來固定在尾部的一排排座椅撞至飛脫，上下兩層同樣一片混亂。

（路透社）

船尾破爛本報編輯趙先生昨日憶述船上遇險一幕，猶有餘悸， 「諗住自己
死得」 。他於意外中從甲板墮下，右手手臂撞傷骨折，身上多處
傷痕，相信是獲救被拉上船時弄傷。 （李澤彤攝）

滿身傷痕

甲板撞彎 「南丫四號」 於昨午大約4時被吊上水面，船尾損毁情况清晰可見：船邊
圍欄及支架撞毁，一排座位垂直懸置於船尾，中層甲板亦被撞彎。

（李紹昌攝）

南丫島海難最新進展
■ 死亡人數增加至38，本報編輯親歷生死2分鐘
■ 兩名船長及5名船員被捕，政府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

■女救生員等勇救18名傷者 （A4）
■ 「南丫四號」 兒童乘客無穿救生衣，違海事處要求 （A6）
■港燈無 「南丫四號」 乘客名單，正確失蹤人數成謎 （A8）
■慘劇四大致命因素 （A10）
■周四全城哀悼 （A11）

死難者家屬昨日陸續到達葵
涌殮房認屍，部分人情緒激

動，蹲在路邊痛哭。 （雲錦鋒攝）

家屬認屍

特稿
南丫島海難釀38死93傷 資料來源：本報記者採訪

（註：政府迄今未有公布死者名字）

死亡

38人
小童佔5人
30人當場死亡
8人送院後不治

受傷

93人
2人危殆
2人嚴重
23人穩定
66人已出院

被捕

7人
港九小輪「海泰號」：
54歲船長及3船員
沉沒港燈「南丫四號」：
56歲姓周船長及2船員

海難熱線
警方調查事故熱線
9188 2710

尋找失蹤家屬熱線
1878 999

社會福利署熱線
2343 2255

港燈家屬查詢
2843 3391

部分死傷及失蹤者
博愛醫院日間診療中心伍姓女護
士死亡

司徒氏：女子司徒英及1名年幼
姨甥（約7至8歲）同告失蹤

陳氏一家四口：夫、妻俱獲救，
10歲兒子及7歲女兒失蹤

四朋友同失蹤：李姓女社工及三
名朋友同告失蹤

其他死者：
郭文曦、張月媚、
蘇貴嬡、鄭先鑫、
王惠娥、郭亮瑩、
劉洋嵐、李瑞蘭、
辜寶田、古文昌、
林逸

甄氏（譯音）一家四口：父、子獲救，
母失蹤，女兒（8歲）死亡

徐氏一家四口：港燈工程師徐先生死
亡、妻子腰傷已出院、女兒徐凱盈（10
歲）危殆、兒子（6歲）情况穩定

林氏夫婦：夫林嘉敏（30歲）死亡、
妻劉文麗（26歲）失蹤

瑪嘉烈傳染病中心鄭姓女護士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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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救生衣 擬拋海救人

渡輪客呼停船 船長不理

載95名乘客及4名船員的港九小輪 「海泰號」撞沉

港燈的 「南丫四號」，背負 「不顧而去」之名，有目擊

經過的 「海泰號」乘客說，船上層10多名乘客眼見 「南
丫四號」下沉，曾自發收集救生衣和救生圈，準備拋下

海救人，多名乘客曾大呼 「停船」，更目睹一名乘客衝往船長駕駛室，要求

駛回頭救人，但 「海泰號」除一度減速，最終還是沒有折返救人，並迅速駛

回榕樹灣碼頭泊岸。

根據 「海泰號」乘客向本報提供的短片所見，該船泊岸時，上層乘客已大

多穿好救生衣，井然離船，並沒有任何混亂場面。 明報記者

事發時與丈夫Brian（中）和女兒（左）同乘 「海
泰號」 的鄭女士（右）稱，目睹地氈滲水，
船身傾側，惟船長並無廣播公布詳情，乘客
都是自發穿上救生衣。 （吳光熙攝）

‧電子郵箱：mingpao@mingpao.com‧招聘及分類：2595 3000

港九小輪昨發聲明，表示船長顧及安全
與數名受傷乘客，故盡快泊岸求援。

有乘客衝駕駛室促船長折返
前晚事發時，身在 「海泰號」 上層的石

太向本報說，只記得撞擊時有一道白光閃
過，完全不知撞到什麼。撞船後， 「海泰
號」 停了 「大約5分鐘」 。當時坐在石太
身旁的石先生說， 「海泰號」 重新開動
後，他走到上層船尾艙外，目睹兩三百米
外的 「南丫四號」 開始下沉，此時10多乘
客自發收集救生衣，打算拋下海救人。

石先生續說，艙外有一班人大喊 「停
船」 ，更有一名乘客衝入船長駕駛室，要
求船長停船折返救人，其後小輪只稍稍收
慢，最終沒有折返，反而直駛碼頭，一眾
上層乘客都開始穿上救生衣，其間仍有乘
客收集救生圈想救人，但小輪很快便泊
岸，眾人只好無奈上岸。

事發時與15月大女兒和妻子坐在 「海泰
號」 下層的外籍教師Brian憶述，小輪撞船
時傳出巨響並急停，下層乘客近乎全部衝
前倒下，他與女兒也被拋起衝前一兩米倒
地，幼女左肩撞瘀，哇哇大哭。

船身傾側 地氈滲水 乘客大叫
Brian續說，小輪重開時，起初乘客未算

驚慌，只見外面射出強光， 「突然船身傾
側，下層地氈滲水，更冒出小噴泉，有人
開始驚叫」 ，有乘客大叫，要求其他人立
即往船身右邊走，以免繼續傾斜。
Brian妻子鄭女士質疑，由始至終小輪未

有發出廣播，眾人被蒙在鼓裏， 「我們只
是自發穿起救生衣，但小童的救生衣根本
不合穿」 ， 「我們聽不到有人要求駛返碼
頭，我們不知道會否真的沉沒，所以，船
長決定駛回碼頭，也無可厚非」 。另有乘
客接受有線電視訪問時表示，因擔心小輪
也會沉沒，故請求船長立即駛往碼頭。

目擊者：兩船航道齊偏南
當時在南丫島岸邊和友人開派對的居民

丁先生，目睹兩船均較正常航道偏南，
「見到 『南丫四號』 非常靠近岸邊，覺得

很奇怪」 ，未幾海上其中一船傳來一陣鳴
笛聲，他回頭一看，發覺兩船已相撞，
「太遠看不到水上有人掙扎，但聽到有人

大叫，很混亂，很嘈吵」 ，數分鐘後，有
直升機和救援船趕至展開搜救。

丁先生說，國慶放煙花之前，傍晚時分
有大約2000人在榕樹灣碼頭附近欲趕到市
區觀賞煙花，人龍直排至大街，情况罕
見。

乘客：船長泊岸決定合理
與男友同坐 「海泰號」 下層的律師周小

姐，認為船長泊岸決定合理，因為要顧及
「海泰號」 乘客安全，她回憶發生撞擊一

刻船艙混亂， 「有上層外籍乘客沿樓梯跌
落下層，有垃圾桶飛開，乘客向前衝，突
然船身入水，大家都很驚」 ，而其頸部亦
撞至瘀傷。
南丫島居民陳小姐昨晨致電商台節目

稱，常見到 「南丫四號」 接載員工時船速
相當快，駛離碼頭後便 「蓬一聲」 行駛。
她續稱，經常坐 「海泰號」 ， 「並不覺得
航速好快」 。

港九小輪在撞船後被指 「不顧而去」 備
受爭議，多名海事專家及業內人士均認
為，小輪事發後不應離去，這樣做不單違
反海事工作守則，更有可能惹上官非。職
訓局海事訓練學院經理楊沛強指出，意外
後小輪船長應檢視船的入水情况，如情况
受控，便應留下協助救援墮海乘客，相信
可增加遇難乘客的生存機會， 「作為有些
責任感的船長，應留守現場幫手」 。

違者可判罰款5萬
根據《商船（安全）條例》，如兩船碰

撞，而其中一艘是香港註冊船舶，船長有
責任在可能範圍和不危及本身船舶、船員
及乘客的情况下，向另一艘船的船員及乘

客 「給予切實可行和所需的協助，拯救他
們脫離任何因碰撞而造成的危險，並留在
該船旁邊，直至該船無需進一步協助為
止」 ，若沒有合理理由而沒有遵從，即屬
犯罪，可處罰款5萬元。

檢查入水情况只需數分鐘
香港商船高級船員協會秘書長鍾東堂亦

認為，港九小輪應留下協助救援墮海乘
客，指船長只需花數分鐘檢查船底的 「分
隔艙」 ，檢視入水情况，若有多個艙入
水，亦可啟動水泵將海水泵走。

他看過港九小輪左邊船頭的損毁程度，
認為前晚風浪不算大，船不會大量入水，
認為小輪有條件停下協助搜救。

南丫島撞船慘劇涉及多名港燈員工
及親友死傷，約30名死者家屬昨午帶
同祭品到海怡半島碼頭拜祭，然後登
船出海到事發海面為遇難者舉行法
事。他們向大海撒溪錢、鮮花，一邊
揮淚高呼親友的名字，一邊按傳統習
俗拋西瓜落海，盼望失蹤的家人早日
現身。

死者家屬及親友於昨午2時多，陸
續到達海怡半島碼頭集合，大多數人

穿上素色衣服，神情哀傷，有人甫抵
達已哭成淚人，另有人帶同溪錢、米
酒及西瓜等祭品，在道士帶領下在神
壇前拜祭。

道士設壇 部分附薦無名
現場所見，神壇前放了兩排共20多

個附薦，部分寫有死者名字，部分則
留空。

家屬們在碼頭做完法事後，再登上

港燈安排、與被撞沉 「南丫四號」 屬
相似型號的 「南丫二號」 船出海，到
接近南丫島事發現場作海祭及法事。
該船緩緩駛到沉船位置附近海面，家
屬向大海撒下溪錢、鮮花及西瓜等祭
品，有人高呼死者名字叫他們回家。
至晚上，他們重回碼頭舉行餘下的法
事，並焚燒祭品，其間不時有親友相
擁痛哭。

30家屬海祭 哭喚亡魂「回家」

專家：撞船後離開違海事守則 渡輪船長拒談撞船 疑患創傷後遺症

▲數十名死者家屬登船出海，到事發海
面拜祭，有人向大海高呼遇難者名字，
並按習俗拋下西瓜，盼望失蹤家人早日
尋回。 （李紹昌攝）

港九小輪 「海泰號」 與港燈的 「南丫四號」 相撞後， 「海泰號」 亦告入水，
受驚的上層乘客紛紛穿起救生衣，準備離船，可見秩序井然。 （乘客提供）

在 「海泰號」 上，有外籍乘客為小孩穿上救生衣，以防萬
一。在此之前，曾有10多名上層乘客收集救生衣，試圖
救人。 （乘客提供）

◀一批撞船海難死者的家屬，昨午在海
怡半島港燈碼頭集合，在道士引領下在
碼頭拜祭，部分附薦上寫有死者名字，
部分則留空。家屬其後出海舉行招魂儀
式。 （衛永康攝）

秩序井然 以防萬一

拋西瓜

無名附薦

特稿

specials.mingpao.com/crash.htm

撞向港燈客船的港九小輪 「海泰號」 ，事發後一直停
泊在榕樹灣碼頭，左邊船頭底部損毁嚴重，但結構完
整，未有下沉危險。 （李紹昌攝）

據本報了解，港九小輪 「海泰號」 的
54歲船長黎×明，在1985年已考獲船
牌，曾服務油蔴地小輪、新渡輪等，最
近3年轉投港九小輪工作，一直駕駛相
同航線，經驗豐富。他前晚撞船後聲稱
不適要求留醫，醫生不排除他可能出現
創傷後遺症，安排他在觀察病房，臨牀
心理學家認為他需要轉介精神科診斷。

料轉介精神科
已被警方拘捕的黎姓船長現時在伊利

沙伯醫院留醫，醫院消息透露，黎於昨
零時半，在兩名警員陪同下抵達伊利沙

伯醫院急症室，經檢查後並無受傷。他
入院後對撞船事件一句也不肯多說，顯
得很焦慮，又稱頭痛、頭暈，陪同他到
院的一名女親友據稱是其弟婦，請求醫
生讓他留醫，醫生不排除他可能出現創
傷後遺症，已處方鎮靜劑、止痛藥及安
眠藥給他，安排他留在觀察病房。

醫院昨日下午安排臨牀心理學家為他
評估，發現他很焦慮、沒有胃口、失
眠、頭痛，認為他需要轉介精神科。

85年考船牌 駕同航線3年
撞船意外發生時身處英國的港九小輪

董事兼總經理伍兆緣，昨午趕返港處理
事件，他接受本報查詢時反駁稱，小輪
在事發時並沒有 「不顧而去」 ，船長曾

停下小輪作檢查，及後因乘客鼓譟，船
長才把船駛返榕樹灣碼頭。

港九小輪：沒有「不顧而去」
他指出，黎船長在 1985 年已考獲船

牌，曾服務油蔴地小輪、新渡輪等，最
近3年轉投港九小輪工作，一直駕駛相
同航線，經驗豐富， 「海泰號」 亦有依
足海事處規定檢查。該船現時穿了一個
洞，停泊在榕樹灣，有少許入水，要
「離水」 後待驗船官作進一步檢查。對

於港燈稱要追究事故責任，伍兆緣回應
說，事件已進入調查階段，不評論對方
說法，但對慘劇感到極度遺憾，會透過
港燈向死傷者及家屬傳達慰問。

明報記者

特稿



一名小童送到海怡半島碼頭時已奄奄一息，救援人員正盡全力
搶救。 （鄧宗弘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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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十一國慶日，香港發生回歸以來涉

及客輪的最嚴重撞船意外。港燈一艘載有

124人船隻，晚上由南丫島出發往中環準

備欣賞國慶煙花時，於南丫島北面與港九

小輪公司一艘中環開往南丫島雙體快速小

輪相撞，港燈船隻遭攔腰猛撞，旋即在數

分鐘內如 「鐵達尼」般斜插沒入水中，只

剩船頭露出海面載浮載沉。逾百名乘客無

法走避，隨船墮海，港燈批評對方船隻撞

船後不顧而去。事發後，大批水警和消防

趕往救援，截至今日凌晨1時，證實8名

乘客死亡，當中包括兒童，101人獲救，

超過10名乘客下落不明，救援通宵繼續，

蛙人進入船艙搜救失蹤者。 明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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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船高級船員協會秘書長鍾東堂表示，南丫島
以北對開海面並非繁忙航道，平日只有渡輪及漁船駛
經該處，他估計，昨晚撞船事件中可能有人違規，海
事處應深入調查。他說，被撞的港燈船隻嚴重破壞，
因此才會快速下沉，因此，即使船上有足夠救生衣，
乘客亦未必有時間穿上，以致大量乘客墮海。

非繁忙航道 遇船應減速
他表示，昨晚維港能見度約 10 公里，風浪不算

大，加上是中秋翌日，滿月高掛，南丫島以北海面不
會漆黑一片。由於該處並非繁忙航道，他對於有船隻
相撞感到奇怪，估計有人違規。他指出，在一般情况
之下，船隻航行時，若前面有船經過，便應減速，待
到船隻駛過後始從船尾拐過，這樣便不會發生意外；
倘若兩船各不相讓，便有可能發生撞船意外。

沉船速度快 或有人被困
對於港燈船隻的船尾在撞船後首先向下沉，鍾東堂

估計，船尾部分可能遭受猛烈撞擊，船身嚴重破損入
水，以致快速下沉。他說，船隻即使按法例提供足夠
數量的救生衣，亦未必有足夠時間分發給每個乘客及
穿著，以致有大量乘客墮海。

他說，市民若遇到撞船墮海，應抓着身邊可以浮起
物件例如木板，但他認為港燈的船隻下沉速度太快，
不排除會有人被困， 「撞船的時候如被撞暈或身處船
內，可能會被困，當局應盡快搜救是否有人被困」 。

專家料兩船不相讓

編輯麥少菁
美術胡春煌、鍾錦榮 港聞中國國際撞船慘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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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夜大海難
快速船撞沉客船 至少8死逾10失蹤

港燈船載百人往看煙花
獲救傷者分批送到鴨脷洲海怡半島碼頭、西貢

碼頭及南丫島碼頭，部分轉送往律敦治醫院、瑪
麗醫院、東區醫院及伊利沙伯醫院。至今日凌晨
1時，共有8人送院後證實不治，其中瑪麗醫院3
人死亡，包括1男2女；東區醫院3死，包括2名
成年人和1名小童；1人送抵律敦治醫院時已死
亡；1名小童送入伊利沙伯醫院搶救後不治。另
有逾50人分送上述4醫院，其中瑪麗醫院及東區
醫院深切治療部搶救多名傷者，包括最少2名小
童，伊院亦接收了1名孕婦。

有墮海傷者獲救後形容，他們乘搭的港燈船
隻，突被高速船撞到，所有乘客隨即跌在地上，
不少人擦傷，椅子撞至破爛。相撞後僅一兩分
鐘，船尾開始下沉，有乘客被扯入水，要吃力才
游回水面；有男傷者憶述，事發時不少人爭相到
後排椅子 「搶奪」 救生衣，眾人側在船的一邊，
極為混亂。有人更形容船隻下沉的情况猶如 「鐵
達尼」 號沉沒，更有 「人踩人」 場面（見另

稿）。

中聯辦罕有介入 將派廣東打撈船
特首梁振英事發到海怡半島及瑪麗醫院慰問傷

者，表示知悉撞船意外發生後，在政府總部即時
成立指揮中心，海陸空全力救援。中聯辦亦罕有
介入事件，副主任李剛稱，中聯辦已聯絡廣東省
政府，以最短時間派出打撈船來港協助打撈沉
船，務求盡快救出傷者，全力協助搶救。

小輪無停下 「船頭撞毁 乘客要求」
事發昨晚約8時半，港九小輪一艘由中環開出

的雙體渡輪 「海泰」 號，如常接送乘客前往南丫
島榕樹灣，同一時間，港燈客船 「南丫四」 則由
索罟灣南丫電廠開出，載着121名乘客和3名船
員去中環，準備在維港欣賞煙花。兩隻客輪於南
丫島以北海面猛撞後，港燈客船開始沉沒，小輪
船頭損毁，但沒有停下救人，而是直接駛榕樹
灣。港九小輪發言人林小姐解釋，小輪船隻船頭
撞毁，因在船隻損毁和乘客要求下，船長決定返
回榕樹灣，乘客全部無恙上岸，其後安排另一艘
船把乘客載返中環。

船身90度極速下沉 乘客被扯落水
該艘港燈船隻在碰撞後極速入水，在數分鐘後

呈90度向下沉，船尾首先沒入海中，逾百人一同
墮海。因為下沉速度太快，不少乘客即被吸入水
中，需閉氣游上水面。事發後，10多艘水警船趕
往現場，與消防共同搜救，但因入夜昏暗，需直
升機照射大光燈協助。

該港燈船隻為兩層高船，船尾採取 「開放式」
露天設計，比一般渡輪小。有獲救的乘客表示，
他們參加港燈的一日遊活動，昨晨先安排參觀南
丫島發電廠，其後在島上晚餐，之後乘船到中環
欣賞煙花，詎料上船後數分鐘即遇意外。
港燈營運董事阮水師證實，沉沒船隻為港燈擁

有，當時載有121名乘客及3名船員。客船8時
15分在南丫島發電廠出發，原本載着同事到中環
看煙花，但航行僅5分鐘，便被一艘客輪攔腰撞
來，旋即沉沒，對方船隻肇事後不顧而去。

港燈：意外不涉機件故障
他說，港燈客船最多可載逾200人，有200多

件救生衣，足夠乘客需要，船隻狀况良好，船長
亦無超速，今次意外不涉機件故障， 「就好像有
私家車被攔腰撞倒也會出意外，與維修無關」 。

政府昨晚8時40分啟動緊急應變中心，通知最
接近肇事地點的港島醫院急症室，包括瑪麗、律
敦治、東區3間醫院接收傷者。消防員在現場根
據傷者傷勢，以黑、紅、黃、綠4種顏色，分流
傷者到醫院。黑色代表死亡、紅色代表危殆、黃
色代表緊急、綠色代表輕傷。但是由於傷者太
多，晚上9時40分，連九龍中的伊利沙伯醫院也
要接收傷者。

警方設立傷者查詢熱線，電話1878999，市民
可查詢意外中死傷者資料。

【相關專頁刊A2】

意外地點：南丫島對開海面

事發時間：晚上約8時20分

事發經過：
港九小輪攔腰撞向港燈客船，港燈客船尾即時半沉
沒。現場消息指有逾100人墮海，傷者分別送往4間
醫院，其中有人送院時昏迷。
港九小輪船隻船頭撞毁，其後安全返回榕樹灣，由船
公司安排另一艘船隻將乘客載返中環

南丫島南丫島
港燈發電廠港燈發電廠

榕樹灣碼頭榕樹灣碼頭

南丫島南丫島

中環港外線碼頭中環港外線碼頭

一艘載有124人的港燈員
工客船，出發往中環維港
觀賞國慶煙花

撞船慘劇經過

港九小輪 「海泰」號從中環
開出前往榕樹灣

國慶日，香港發生回歸以來最嚴重的海難。港燈一艘載有國慶日，香港發生回歸以來最嚴重的海難。港燈一艘載有國慶日，香港發生回歸以來最嚴重的海難。港燈一艘載有124124124人客船，昨晚離開南丫島電廠往中環觀賞國慶煙花，但航行僅人客船，昨晚離開南丫島電廠往中環觀賞國慶煙花，但航行僅人客船，昨晚離開南丫島電廠往中環觀賞國慶煙花，但航行僅555分鐘左右，被一艘港九小輪攔腰撞上，不消分鐘左右，被一艘港九小輪攔腰撞上，不消分鐘左右，被一艘港九小輪攔腰撞上，不消555分鐘船尾即下沉，只餘船頭露出海分鐘船尾即下沉，只餘船頭露出海分鐘船尾即下沉，只餘船頭露出海
面，逾百人墮海。截至今凌晨，最少面，逾百人墮海。截至今凌晨，最少面，逾百人墮海。截至今凌晨，最少888人證實死亡，圖為消防船趕到現場，馬上派蛙人潛水搜救。人證實死亡，圖為消防船趕到現場，馬上派蛙人潛水搜救。人證實死亡，圖為消防船趕到現場，馬上派蛙人潛水搜救。 （李澤彤攝）（李澤彤攝）（李澤彤攝）

撞船造成至少8人死亡，救援人員撈起屍體，暫放在水警輪的
甲板上，以白布覆蓋，但仍見大量血液流出。 （鄧宗弘攝）

截至今日凌晨，共有8人送院後證實不治。其中
瑪麗醫院有3人不治，包括1男2女；東區醫院有
3人死亡，包括2名成年人和1名小童；1人送抵
律敦治醫院時已死亡；1名小童送入伊利沙伯醫院
搶救後不治。
瑪麗醫院並接收 13名傷者，包括 1名兩歲女

童，需送深切治療部搶救。東區醫院接收6名傷
者，其中1名小童傷勢嚴重，須入深切治療部搶
救。律敦治醫院接收了15名傷者，大部分傷勢穩
定；伊利沙伯醫院接收 11名傷者，包括 1名孕
婦，大部分傷勢穩定。

至凌晨死傷人數

撞船慘劇後，中聯辦罕有地即時介入，中聯辦副主
任李剛（中）在特首梁振英（左三）陪同下到瑪麗
醫院探望傷者，表示正安排廣東省打撈船來港打撈
沉船。 （余俊亮攝）

小啟：

因稿件調動，
「星港雙城記」
要順延刊登。

編輯部

涉事的港九小輪 「海泰」 號船頭嚴重損毁，昨晚泊於南丫島榕
樹灣碼頭，水警和海事處人員通宵在船上調查。 「海泰」 號為
28米長玻璃纖維雙體船，屬高速船，可載客近400人。

（有線電視畫面）

D1
間有陽光

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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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兩周的林嘉敏和劉文麗，在事故中夫死
妻失蹤，劉文麗母親（右一）和一眾親友昨
晨在醫院找尋女兒，憂心忡忡的在急症室門
口等候消息。 （劉焌陶攝）

新婚兩周
夫婦永別

執之子手，未許皆老，電影裏的鐵達尼
號沉葬大海，男女主角陰陽相隔，南丫島
一場海難重演了鐵達尼的沉船，直教現實
中的愛情故事寫上同樣結局。港燈船上的
新婚林氏夫婦，不諳泳術，結果二人上
船，一死一失蹤，不許人間見白頭。

「好不捨得你們兩個！」 林氏夫婦一死
一失蹤，確認女婿身故的外母昨在碼頭拜
祭高呼不捨，傷心痛哭， 「個女好好，女
婿都好好，否則不會讓女兒嫁給他！」

正儲錢買樓 夫死妻失蹤
在港燈工作四五年的林嘉敏，現年30

歲，前晚國慶夜與26歲新婚妻劉文麗上
了遇難船，二人才結婚兩周，剛度蜜月回
來，最終林嘉敏證實在海難中喪生，其妻
則下落不明。

家人昨四出尋找劉文麗的下落，昨晨8
時在東區醫院仍遍尋不獲，至黃昏仍未有
消息，親友已不存厚望，只盼找到屍體。
林嘉敏妹夫梁先生表示，嘉敏與文麗拍拖
多年，婚後與女方家人同住，正儲錢計劃
買樓，建立自己的小家庭。

另「準夫妻」負傷重聚
海難中有另一對愛侶，倖存負傷重聚，

受傷的未婚妻獲救後被送進廣華醫院，治
理後昨已出院，其重傷的未婚夫則送進東
區醫院深切治療部，未婚妻不理一額瘀
傷，昨趕赴東區醫院探望未婚夫。

二人不是港燈員工，只是隨朋友上船，
未婚夫因飲了不少海水，以致海水入肺，
需接受深切治療，昨情已開始好轉，可
吃粥。

海難教愛侶共患難，亦讓港人顯美善。
瑪麗急症部顧問醫生唐漢軍表示，前晚送
院傷者眾多，起初一度讓急症室癱瘓，無
法照顧本已入院的非緊急或半緊急病人，
當中約有8至10人疑自動離開 「讓路」 ，
「就連受輕傷的傷者，都叫醫生先救重傷

的，雖然災難當前，但人性美好的一面，
還是展示出來了」 。

姊妹船乘客夜海救18命
前女救生員甲板來回急救

好不捨得你們兩個！

——失蹤新婚妻之母

原登南丫四號 後搭姊妹船

陳小姐（Karrie） 的未婚夫為港
燈員工，日前抽籤取得4張船票，
可與親友一同參與港燈的國慶活
動。兩口子與父母一行四人，隨同
逾200名員工及家屬，下午先參觀
南丫島發電廠及遊玩，至晚上8時
由南丫島再次出發，到海上觀賞國
慶煙花。

大概8時15分， 「南丫四號」 先
行出發，Karrie 與家人登上原定登
上 「南丫四號」 ，但其後考慮姊妹

船回程返家較近，所以登上姊妹
船，她們1分鐘後亦緊隨出發，船
上當時有80多名乘客。航行不到5
分鐘，各人聽到 「嘭」 一聲巨響，
「我轉頭看過去，只看到 『南丫四

號』 已45度傾側，不消1分鐘更以
90度角向海中下沉，而乘客亦陸續
浮上水面！」 Karrie憶述。

「漆黑有暗湧 不宜跳海救人」
除了難以相信眼前景况，眾人也

着船上老人家、兒童盡快返回船
艙 ， 10 多 年 前 曾 當 救 生 員 的

Karrie ，就馬上與其他人跑到船邊
救人。雖然Karrie有急救證書、拯
溺銅牌，但仍指 「海面很黑，燈光
極微弱，加上有暗湧，根本不適宜
跳海救人」 。

「眼前首現夫婦抱8歲女」
Karrie 與乘客不斷拋下救生衣、

繩索及救生圈到海面，只聽到有人
呼喊，卻看不到多少人被困。而在
Karrie眼前首現的是一對抱住一名8
歲大女孩的夫婦， 「我們拚了命地
先將女孩救上甲板，當時她已經昏
迷，幸一輪搶救後終見蘇醒迹
象」 。陸陸續續有人被救上船，有
輕傷、有昏迷，連同 Karrie 共有 3
名有急救經驗者來回救人，最後救
回18條命，之後姊妹船便將眾傷者
送到海怡半島碼頭。

回憶事故，Karrie 坦言從未遇過
如此海難，記起死傷者的無助、獲
救者的沉痛，也變得滿眼通紅，身
體仍在顫抖，自言以後坐船也會坐
近船邊或靠近門口。雖然當了無名
救人英雄，但其未婚夫同行的友
人，一對夫婦失去了愛女，另一對
新婚兩周的小倆口亦從此與他們陰
陽相隔。

無情夜海難奪走多人性命，惟災禍中總見

人間有愛。曾當救生員的Karrie，前日隨任

職港燈的未婚夫，原定登上 「南丫四號」出

海觀賞國慶煙花，惟一念之差登上了其姊妹

船出發，卻成了沉船意外的救人英雄之一，在又黑又大浪的海

中，與同船人將一個又一個墮海者救起。Karrie更以其急救經

驗，在甲板上與其他人合力救回18條人命。不幸的是，救人者

卻失去摯友，其未婚夫有兩名同事及一名友人愛女不幸罹難，

從此陰陽永隔。 明報記者

新婚妻親友

特稿

尋妻途中 英雄救瀕溺斃3人
周圍亂晒，椅桌全部跌下來，好似跣滑梯般跣曬落嚟！

——救人裝修工李先生

英勇無私加上泳術精湛，令裝修
工人李先生成為 「南丫四號」 慘烈
船難中的其中一名救人英雄。李先
生事發時與妻子及年幼兒女同坐
「南丫四號」 內，他稱撞船後船身

迅速入水，船身如 「倒豎葱」 直立
起來再下沉，情景有如鐵達尼號沉
船，李先生更一度與妻子失散。

沉船即攬子女 從窗游出
「周圍亂晒，椅桌全部跌下來，

好似跣滑梯般跣曬落嚟！」 泳術甚

精的李氏在千鈞一髮間臨危不亂，
一手一個攬住幾歲大的兒子及女
兒，為兒女穿上救生衣，然後從一
個僥倖打開了的救命窗游出。當他
游上水面後，發現水面已有人張開
救生筏，遂把兒女推上救生筏。

李先生確認兒女無恙，即帶着一
件救生衣折返欲拯救妻子。尋妻無
果，但遇到瀕淹死的兩女一男，李
先生大義無私，先把救生衣贈予男
方，然後再徒手拯救另外兩名女乘
客，把她們逐一推上救生筏。

救人期間，李生手腳擦傷，他與
兒子被救上海怡半島對開的碼頭
後，包上錫紙保暖並一直抱着兒
子。

妻子送院 英雄帶笑探望
但李先生因一直找不到妻子，心

情忐忑，幸漫長黑夜等候終見曙
光，他送抵醫院後得悉妻子已被送
往另一醫院，並無生命危險，救人
英雄才真正鬆一口氣，帶着笑容
到另一醫院探望妻子。

▲裝修工人李先生先把兩名年幼子女
推上救生筏，再折返船艙尋找失

蹤妻子，其間義助3名險溺斃
乘客脫險。 （鄧宗弘攝）

我們拚了命地先將女孩救上甲板，當時她已昏迷，幸一輪搶救後終見蘇醒迹象。

——救人女救生員陳小姐

乘搭港燈另一艘船出海的陳小姐，在船上目擊
同行友人乘搭的港燈船沉沒，見有大量人在海
上等候救援，他們船上各人合力將在沉船游出
的 18人救起，而懂急救的她為傷者施以急
救。 （衛永康攝）

消防蛙人前晚通宵留在榕樹灣意外現場海面，不斷潛入 「南丫四號」 船艙搜索死者。 （鄧宗弘攝）

大海難暴露大漏洞 汲取教訓讓死者安息
港燈客船 「南丫四號」 與港九小輪公司雙體船

「海泰號」 在南丫島海面碰撞，到本報今晨截稿
時，已知38人遇難，4人傷勢嚴重或危殆，警方已
循刑事調查；另外，政府決定組織調查委員會，在
體制內對事故進行最高級別的調查。期望不同層次
調查可以釐清責任，還無辜遇難者一個公道；更期
望調查找出事故原因，汲取教訓，完善法規和制度
操作，使船舶在本港海域航行更為安全。

三大疑點
必須徹查

兩船在南丫島以北對開海面碰撞，由於該處並非
繁忙航道，有專家對發生撞船事故感到奇怪，因此
估計有人違規航行。警方拘捕了南丫四號的船長和
兩名船員，以及海泰號的船長和3名船員，他們涉
嫌海上危害他人安全；另外，海泰號船頭損毀，南
丫四號則左邊船尾損毀嚴重。從兩船被捕者和船舶
狀况，目前無法判定哪一艘船違規，或是兩船都有
不當之處，要共同承擔責任；不過，從一些情况和
撞船後的處理，相信日後當局的調查都會觸及。

南丫四號一些情况，會否成為導致這次事故有重
大傷亡的因素之一，值得注意。南丫四號是遊樂

船，不被視為一般的交通工具，有關救生圈和救生衣
等放置要求，不及載客渡輪嚴格。例如，載客渡輪的
救生衣和救生圈，分放在船上固定位置，方便乘客取
用，南丫四號則並非如此。

首先，專家認為，若南丫四號被攔腰撞擊，船會翻
側，現時它的船尾插入海牀，因此，估計南丫四號船
尾機房位置被撞後，機房入水，現在南丫四號被撞後
約兩分鐘，船尾即沉落海牀，可能也與船上救生圈等
設備都放在船尾有關。因為撞船後，更多乘客湧到船
尾取用救生圈等，使船尾負載大增，加上機房湧入大
量海水，於是加快了船尾下沉。

其次，南丫四號上有多少乘客，還未知道。事故發
生後，港燈透露船上有124人，包括121名乘客和3
名船員，不過，警務處長曾偉雄在政府跨部門記者會
上，表示警方不單無乘客名單，連南丫四號上的乘客
總數也沒有，要出動重案組收集。按海事處要求，船
長須備存載有船上乘客和船員姓名的名單，以作應急
用途，若南丫四號未達至這個要求，對救人搶險會否
造成影響，值得注意。

第三，這次大海難，最少有5名兒童遇難，從撞船
發生時的情况看來，南丫四號上的兒童並無穿上救生
衣。海事處有規定，船上全部兒童不論何時均須穿上
救生衣，若南丫四號做到這個規定，那5名兒童要是

因為未穿上救生衣而溺斃，就可以歸咎他們未得到
妥善保護。

上述3點，與大海難究竟有多大關係，且待警方和
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結果，若證明遊樂船的設計和監
管與大批乘客死亡有一定關連，當局必然要修訂法
規或強化要求，以堵塞一些不經意的殺人陷阱。

撞船後離去不協助救人
海泰號船長判斷輕率

至於海泰號，被批評在撞船後不顧而去。海事專
家認為，根據國際慣例，若發生撞船事故，有船隻
沉沒，仍能航行的船隻要留在原處協助救人，由這
個角度看來，海泰號在撞船後的處理實屬不對。事
實上，海泰號與南丫四號相撞後，若即時停下來，
說不定海泰號與南丫四號起相互 「支持」 作用，
則南丫四號起碼不會那麼快下沉，只要拖延一段時
間，說不定可以救出更多人。

港九小輪初步解釋撞船後海泰號入水、船上有傷
者和乘客要求駛回碼頭等，以此解釋海泰號為何撞
船離去。這些理由，值得商榷。首先，海泰號船長
應該知道撞船後留在原處協助救人的國際慣例，海
泰號即使有入水，但是專家認為船頭各艙有分隔，

船長不難判斷會否下沉。從海泰號只是撞毀船頭，
並無下沉迹象，說明海泰號船長選擇離去的判斷太
輕率，令人難以接受。

海泰號有乘客披露撞船之後，船長及船員均無公
布，乘客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當時船往左邊傾
斜，乘客便全都跑到右邊，希望平衡該船。乘客形
容撞船事故之後，海泰號很快就駛回碼頭，抵達
後，船長亦未有交代事件，只要求乘客脫下救生
衣。乘客認為 「全船乘客要求駛回碼頭」 的說法不
正確，因為乘客當時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乘客這個說法，且待港九小輪公司有什麼回應，不
過，無論如何，相信都會成為當局調查事故的線
索。

南丫四號的乘客滿心歡喜去維港看國慶煙花匯
演，豈料遭遇大海難，由極樂到極悲的巨大落差，
使人倍添惆悵，死難者都無辜，當局要查出事故真
相，告慰泉下亡魂，也期望當局找出箇中不足或欠
缺之處，以具體政策措施改善，使這類慘劇不會再
發生。當局做到這樣，則大海難的遭難者才不至於
白白枉死。 【相關新聞刊A2至A12】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聞風筆動社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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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百名港燈員工和親友，事發時正
參加港燈所舉辦的國慶活動，一行人
昨午約1時在港澳碼頭登船出發，先
到南丫島發電廠的飯堂午膳，然後參
觀發電廠設施。

上層船尾半開放 乘客雜物急滑下
在南丫島吃過晚飯，他們約8時15

分從南丫島港燈電廠乘船出發，原來
期盼觀賞國慶煙花，怎料踏上死亡之
旅。綜合乘客憶述，撞船一刻後約5
分鐘，船身向船尾傾斜，由於部分座
椅非固定在地板上，座椅亦與乘客一
同向船尾滑下，上層船尾是半開放式
空間，當船身急速傾斜至呈直插狀，
乘客連同座椅雜物一同跌入海面。

不止劉太，多名乘客與家人失散，
年約40歲的鄭女士，自己一手捉緊
欄杆，一手捉緊丈夫的衣服，但最後
不夠力，她激動地稱： 「我捉唔緊佢
件衫，睇住佢跌咗落水唔見咗。」

海裏逃生 爭奪救生衣
百名乘客在茫茫大海倉卒逃生，救

生衣成為唯一救命符。有乘客憶述，
事發時看到一些外籍人士首先搶救生

衣，其他乘客亦隨即加入爭奪，引起
一陣混亂。楊女士在跌入水一刻，幸
好身邊出現一件救生衣，才救了她一
命， 「我跌咗落水，我見好多人都唔
識游水，好彩我身邊出現咗一件，我
響水中著唔到，但可以當浮板用，等
到人嚟救我。」

另一名獲救、披着保暖氈的女傷
者，坐在碼頭等候安排送院，她以
「非常危險」 形容當時情况，她在撞

船後與全船乘客一同墮地，腳部擦
傷， 「隻船好快沉，我畀水壓住，自
己都好危險，飲咗好多水，又游咗好
耐，最終先上到嚟」 。

女傷者：飲好多水至游到上嚟
一名獲救的男士猶有餘悸： 「有架

高速船打橫攔腰撞埋嚟，眼見船上所
有人都跌低晒，我當時在船尾，自己
擦損咗，船尾開始沉，好快扯咗我落
水，我本來想爬去拿水泡，但趕唔
切，便跌了落水。我家仍然唔知我
兩個小朋友下落……」 他說，船被撞
1分鐘左右，船尾開始傾斜，乘客全
部跌低，有人尖叫亦有人哭泣，他亦
見有座椅被撞爛，情况非常混亂。

國慶夜，醫院成了港燈家眷生離
死別之地，最少8人昨晚一面接受
心外壓，一面被趕送4間醫院，當
中有一名婆婆、一名8歲女孩，送
進急症室後生死未卜，趕來看望的
家人憂心忡忡；更有一名受傷媽媽
給送進律敦治，爸爸則在東區醫
院，兩名6歲及5歲多女兒一度不
知所終，要朋友四出各院尋女，幸
最終於午夜尋回。

傷者分送4醫院搶救
撞船傷者眾多，昨晚分送全港4

間醫院，瑪麗醫院昨晚至10時半
接收了最少 10 名傷者，包括 5
男、3小孩及1名婆婆，其中婆婆
及男子送院時要接受心外壓搶救，
該院至晚上11時前，證實1男1女
死亡，3人重傷。

尋親者愁眉深鎖，其中一名已經
白了頭的媽媽趕到瑪麗，等了一個
多小時，只尋回生還的女婿，尚未
知女兒和兩孫下落，一臉愁容苦
等。30多名傷者及親屬昨晚在瑪
麗守候失散傷者送來，每有救護車
趕到，眾人即引頸以待，當中有人

哭得呼天搶地。
東區醫院方面，在10時10分有

直升機送來4名傷者，其中兩女及
小孩需接受心外壓，其後再有5人
由救護車送來，最終證實有兩女子
及一女孩死亡。

伊利沙伯醫院則接收了最少 8
人，當中有一名8歲女孩要接受心
外壓，另有一男、一孕婦及小孩；
而律敦治至 11 時則最少收了 12
人，包括 10 名成年人及兩名小
童，當中2人送抵醫院時已經昏迷
不醒。

醫生：墮海「浸親」難救
有急症室醫生指出，墮海最常見

是傷者會迅速被海水淹沒，若不懂
游泳或不諳水性，很快便會被水
「浸親」 缺氧失去知覺。救護員一

般不會在現場證實傷者死亡，但會
替傷者做心外壓、提供氧氣，讓傷
者 「搓着送院」 。由肇事現場至急
症室最快要半小時，若被水 「浸
親」 ，可以救回的機率其實不高，
急症室會為嚴重的傷者清理氣道，
插喉協助傷者呼吸。

國慶日撞船意外於煙花匯演前半
小時發生，巧合的是，21年前、
1991年年初二，本港亦於維港舉
行賀歲煙花匯演後發生撞船意外，
造成2死 29傷。當年一艘客運渡
海輪「民來」號於維港海域與一艘遊
艇相撞，導致兩外籍男子死亡。海
事處調查後提交報告建議，認為煙
花匯演期間應加強海上交通管制。

過去在香港造成嚴重傷亡的海難
事故不多，上一次是在2008年，
當時一艘在烏克蘭註冊的大型補給

船與貨船相撞後翻沉，船上18名
烏克蘭籍船員死亡。

另外，澳門上月底舉行 「國際煙
花大賽」 ，賽前封鎖部分內港航
道，詎料晚上10時半解封後5分
鐘即發生撞船意外。當時，一艘載
有8人準備出海的澳門漁船，與一
艘內地貨船相撞，漁船隨即翻側入
水並下沉，包括船主夫婦在內5人
獲救起，餘下3名內地男船員至翌
日中午、在打撈船扶正船身後，被
發現於船艙內死亡。

親屬苦等痛哭
醫院愁雲密佈

91年煙花夜撞船 兩洋漢命喪維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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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近10年嚴重撞船意外
日期

2010.12.07

2009.03.20

2008.03.22

2008.01.11

2007.06.29

2005.06.17

2005.02.17

2003.07.26

肇事地點

東龍洲海面

西博寮海峽

大嶼山
大小磨刀洲海面

澳門海域

大埔三門仔海面

西貢白馬嘴海面

汲水門航道

喜靈洲海面

事件及傷亡
一艘內地貨船因船上儀器失靈，與另一艘
內地運沙船相撞，8死6傷

舢舨遭一艘雙體船攔腰撞及，一名女漁民
死亡，另一人受傷

烏克蘭補給船與內地貨船相撞，補給船沉
沒，18死

兩艘來往港澳的信德中旅噴射船於濃霧中
相撞，133傷

漁民夫婦冒雨駕舢舨出海，與另一舢舨相
撞，妻死夫傷

滑水快艇涉超速及無開啟照明系統，攔腰
撞向一舢舨，舢舨上一對夫婦死亡

「南沙38」 內地雙體客輪因高速行駛與內
河躉船相撞，客輪上102乘客受傷

長洲客輪與運沙船相撞，20多人受傷

撞船意外後，救援人員至深宵仍然
搜救。有乘客憶述，在生死一刻，幸
得消防人員破窗入船艙拯救才保住性
命；亦有船員在沉船期間機警，打開
窗口讓乘客逃生。

滿載百多名港燈員工的 「南丫四」
客船，開船僅 5 分鐘便發生撞船意
外，船身迅速入水。一名不願透露姓
名的女乘客大呼好彩： 「當時好驚，
啲水浸得好快，我打電話報警，但我
講唔到自己位置，好似半個鐘左右就
有人嚟救我哋。啲水浸到下巴，又停
咗電，我以為自己會死梗……好彩有
人扑爆窗，救番我同老公出，如果
唔係真係死梗……」
乘客爭逃人踩人如鐵達尼
當時身在船艙的乘客李先生感到左

邊船身被撞擊，由於搖晃不算太激
烈，初時大家也未意識到事態嚴重，

詎料船身突然向船尾方向急速翻沉入
水，眾人大驚爭相逃走，場面非常混
亂，更出現如鐵達尼號「人踩人」情
景。

其間有船員機警，打開船艙一個玻
璃窗口，眾人便魚貫由窗口逃生，他
亦隨即取來3件救生衣，交給兩名子
女及一個不相識的女乘客逃出船艙
後，自己跟着潛水沿窗口游出水面。

機警船員發救生衣再救3人
他的水性甚佳，在海面協助兩名子

女攀上救生艇後，再先後從海面救起
3人，但其中兩人被救起時已全無呼
吸昏迷不醒，恐怕凶多吉少，他自己
亦右手及右腳擦傷。直至深夜，他與
子女及其他生還者陸續被分批送院治
理，他因與妻子失去聯絡非常擔心，
幸有朋友通知他見其妻子安然無恙，
始放下心頭大石。

港燈客船被港九小輪撞沉，只餘船頭露出海面，消防員要派蛙人潛入船艙搜索失蹤者。 （李澤彤攝）

消防破窗救人 船員開窗疏散

乘客劉氏夫婦眼見一對子女在船艙內未能抓緊欄杆而墮入海
中，至昨晚深夜仍未知子女下落，心急如焚。 （鄧宗弘攝）

乘客李先生形容，事發時客船如鐵達尼沉船般迅速傾側
下沉，幸有船員開窗令部分乘客可逃生。 （衛永康攝）

港燈客船被港九小輪攔腰撞沉後，船上逾百人墮海，多艘消防輪趕
到現場搶救，將傷者送往海怡半島港燈碼頭上岸，傷者逐一披上保
暖氈等候救援。特首梁振英（中間穿白西裝者）亦有到場探望傷
者。 （鄧宗弘攝）

「我大叫個仔死掹住欄杆，但見佢掹唔實，咁就跌咗落去，我

到家都唔見咗對仔女……」心急如焚的劉太哭着說。她憶述，

一家四口參加港燈活動，吃過飯後準備坐船去看國慶煙花，開船

時她的10歲兒子在船頭玩耍，她與7歲女兒坐在船中央位置。開

船約10分鐘後聽到砰一聲，全船人跌低，幾分鐘後船身開始向船

尾方向傾斜， 「我同老公都抓住欄杆，然後大叫仔女要抓住，但

見佢哋抓不到，親眼睇住佢哋跌落海……」 明報記者

特寫

被港九小輪攔腰撞沉的港燈客船 「南丫四」 ，編號A9153，上層後
方為 「開放式」 ，港燈強調船的狀况良好，圖為客船出事前的圖
片。 （網上圖片）

上層半開放

深宵搜救

滿佈傷者

撞船意外前，港燈員工雷志堅與妻子及6歲多女兒雷澄森、5歲多
女兒雷篠森，在船上歡天喜地敘天倫，兩名女兒一度失蹤，幸午夜
終於尋回。 （受訪者朋友提供）

一度失散

心急如焚

「如鐵達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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