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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丫四號」
倒插入海，消
防蛙人通宵在
船艙搜救。 



黎樹雄攝

港燈員工睇煙花撞船
﹁我兩個細路唔知去咗邊﹂

1

124人墮海 12 死 19 失蹤
【本報訊】南丫島海面發生近 40 年來最嚴重海事意

外，港燈一艘遊艇昨晚戴有 124 名港燈員工和家屬往
中環觀看煙花，途中與一艘載有 50 名乘客港九小輪「海
泰號」發生猛烈相撞，
「煙花船」被撞散入水，猶如「鐵
達尼號」般傾側下沉，船上人員全告墮海，拯救人員稍
後救起 101 人，當中八人死亡；至今晨再於現場撈起
四具屍體。意外暫釀成 12 死、19 人失蹤。 


記者：鄭大康 黎家駒 溫文學

」，
被 撞沉的遊艇「南丫四號
可乘坐 230 人，為港燈公
司擁有。消息稱，類似遊艇港燈
共有五艘，平日接載南丫島電廠
員工上班，船齡頗舊，有南丫島
街坊形容「一撞就散 」。有港燈
員工透露，每年大時大節，港燈
均會舉行海上聯歡活動，深受歡
迎，因參加者人數太多需要抽簽
決定；而被選中今次觀看維港國
慶煙花滙演，連同船上員工合共
124 人。

迅速下沉僅露出船頭
消息稱，船上 124 人在南丫
島榕樹灣晚膳後，至晚上 8 時 15
分左右，登船赴中環觀看煙花，
開出約五分鐘，至離岸 1,000 米
近北角嘴對開時 ， 突與載着 5 0
名乘客的港九小輪「海泰號 」相
撞，船艙登時地動山搖，猛烈搖
晃，大批乘客如滾地葫蘆東歪西
倒，有人撼到硬物血流披面，痛
苦呻吟。
遊艇左邊船身被攔腰撞穿大
窿，迅速入水傾側，變得尾重頭
輕，尾部倒插入海中，只露出船
頭位置，乘客未及穿上救生衣，
已紛紛墮進大海，其中兒童、長
者及不諳水性乘客自救困難，未
幾即失去蹤影，有些拚命自行游
上岸，坐在岸邊待援；有的尋找
漂浮物救命，呼喊親友名字更響
徹黑夜，場面混亂。

半島碼頭成立臨時分流中心，分
送葵涌瑪麗、灣仔律敦治、東區
及伊利沙伯醫院，政府總部更成
立緊急事故協調中心。
首批傷勢較重的17名獲救男
女，由水警輪送往海怡半島，再
由救護車送院，其後不斷有傷者
入院，至凌晨共有八人傷重不治。
與此同時，搜救人員亦在沉
船的船艙以及附近海面撈起四具
屍體，死亡人數增至 12 人，仍
有 19 人失蹤。
據了解，消防蛙人多次潛入
船艙找尋失蹤者，而在船艙內發
現的屍體，全部睜眼、嘴唇紫黑、
嘴部微張，似死前極度驚慌，更
有屍體浮上海面。據艇上港燈職
員憶述，當時一聲巨響，船身大
震，不少人頓失平衡仆落地上：
「現場笠笠亂，聽到好多細路仔係
咁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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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時15分
121 人及 3 名船員乘公司的遊艇「南丫四號」，由榕樹灣
出發睇煙花。
8時20分
遊艇在南丫島北角嘴對開海面，遭一艘港九小輪攔腰撞
及，迅即入水下沉。

傷重不治

黃永俊攝

9時
傷者由附近船隻救上船，
部份傷者自行游上岸。

沉船位置圖

9時45分
首批17名獲救傷者，送至
鴨脷洲海怡半島碼頭上岸，
轉送醫院。

北角嘴

11時45分
有101名傷者獲救，分送多
間醫院。
今晨0時20分
多艇救援船在意外現場拯
救，至凌晨 1 時 30 分在船
艙及海面撈獲七具屍體。

榕樹灣

南丫島電力廠

死傷者查詢熱線：1878 999

蘋果網睇片

蛙人撈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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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救起的陳漢文披上毛巾，身體發抖，
他不停向記者說 ：「 我兩個細路唔知去咗
邊？ 」他說，當時一家四口坐在船頭，忽然
巨響傳來，船身大晃，全船人紛紛倒地，並
且瘋狂搶奪救生衣，但大部份人還未穿上之
際，遊艇已極速下沉，不到兩分鐘，船上的
人都滑落大海。
「大仔識得游水，細女就唔識。」陳漢文
說，他帶着兒子游出去，將兒子交給消防，
然後折返，找妻子及女兒，其後得知妻子獲
救，但女兒仍失蹤。
《蘋果》記者

www.appledaily.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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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已下沉

南丫島撞船時序

港燈營運董事阮水師表示，
出事船隻有足夠救生衣及救生設
備，維修跟足海事處要求，不存
在維修問題。有指小輪撞船後不
顧而去，亦有指當時小輪速度頗
快，海事處初步懷疑出事小輪船
速過快肇禍，惟意外原因仍待深
入調查。
意外中的小輪「海泰號」，船
頭損毀，船上亦有六人受傷，事
後送院治療。

鑑於傷者太多，政府跨部門
展開海陸空搜救行動，水警輪用
大光燈照亮漆黑海面，又在海怡
0

未及穿救生衣

昨晚上7時
逾百名港燈員工及家屬，到南丫島電力廠參觀及晚飯。

小輪疑船速過快肇禍

政府展開海陸空搜救

2

怒海救人

被 撞 沉 的「 南
丫四號」上有不少家
庭，其中陳漢文夫婦原本偕同一對分別 10
歲和 7 歲的兒女，赴維港觀看國慶煙花滙演，
一聲隆然巨響，令一家四口失散，兩夫婦雙
雙墮海，當他們獲救後，兒女已不知所終。

徬 徨 無 助

1/7/2011-31/12/2011 核實每日平均銷量：259,245 份 本報為香港出版銷數公證會會員

｜尖沙嘴店 尖沙嘴加拿分道 41- 43 號 SOLO 大廈 4 樓 401 室 電話 2377 1367 2377 3271 傳真 2735 6155｜

部份時間有陽光

編輯 : 蘇啟立 美術 : 黃創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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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人罹難慘劇 警拘7人

星期三

南丫島村民稱，事發時準備離開的人龍長達 600 米，港九
昨日被捕的，包括兩船船長。警務處處長曾偉雄說，重案
小輪為疏導人群，不理船期只要人滿便開出，他懷疑「海泰號」 組接手調查，海泰號及南丫四號各有船員，涉觸犯在水上危害
趕入島，港燈遊艇又趕出去看煙花，引發意外。
他人安全罪名被捕。他指，根據《海事條例 》操作人員駕駛船
隻時，須確保船隻和船上人士安全，涉案者疑未有履行法定責
被捕人士包括兩名船長
任，未來也可能有更多人被捕。初步調查確認兩艘船無超載，
行政長官梁振英指，由於撞船事故嚴重，並與公眾有重大 事發地點亦非繁忙航道，調查人員會在涉事船隻進行科學鑑
關係，在行政會議審議後，會引用調查委員會條例，成立專責 證，並循相關雷達紀錄作調查。
海事處處長廖漢波指，船隻需按國際守則規定航行，當兩
調查委員會，調查事故原因和研究避免同類慘劇發生，委員會
成員將由具高度公信力，並獨立於政府的人士出任。他與行會 艘船有碰撞危險，船員必須根據守則採取適當行動，「例如兩
船有機會迎面相撞，大家都要減速並右轉」。
商討後，將公佈委員會成員名單及職權範圍。

10月4日
（明天）
•特首、司局長及主要官員中午12時
在政府總部東翼前地默哀三分鐘
•默哀期間，除緊急及出入境服務外，
其他政府服務暫停
•當值政府人員在工作地點默哀
10月4日至6日
•各政府建築物下半旗致哀
•主要官員取消非必要公開活動
•民政事務總署在 18 區設弔唁冊＊
＊開放時間：10月4日下午1時至9時；
	10月5日及6日為早上9時
至晚上9時
弔唁冊地點參見：
http://www.info.gov.hk/gia/
general/201210/02/P201210020565.htm

2012 年 10 月 3 日
港幣六元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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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哀悼日詳情

港殤

周四全港哀悼日

【本報訊】導致 38 人罹難的撞船慘劇，警方昨日以危害他
人安全罪名，拘捕 7 名年齡介乎50至63歲的男子，當中包括
涉嫌引發事故的「罪魁禍首」── 兩船的船長，水警總區重案組
正調查事故原因，消息稱，其中一艘船事發時無開啟航行燈。
警方證實，沉沒的港燈「南丫四號」的 56 歲船長和兩名男
船員，以及港九小輪的 54 歲船長和 3 名男船員被捕，各人均
獲准保釋候查，須於 10 月中向警方報到。昨午，海事處出動
3 艘躉船，將半沉的南丫四號用鋼索吊起扶正，又派人量度撞
船位置與離岸距離，以調查小輪出事前是否偏離航導。另有消
息稱，調查人員發現，當時其中一艘船並無開啟航行燈。

二○一二年十月三日

狂做騷梁

apple daily

被轟阻救援

【本報訊】國慶撞船大海難震動香港社會，亦驚動 救、受傷人員救治及其家屬的撫慰等工作，又要求港
北京最高層，包括國家主席胡錦濤、總理溫家寶、負 澳辦、中聯辦等部門配合特區政府做好相關工作，並
責香港事務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昨日致電特區政府， 向事故中的遇難者家屬及受傷人員表示慰問。
要求做好救援及善後工作，但不少市民及立法會議員
因應中央態度有所表現
質疑，特首梁振英前晚到現場視察拯救行動，並無實
際作用之餘，更會阻礙前線人員工作，指梁做法有「抽
面對中央高度關注，梁振英前晚得悉發生撞船大
水」之嫌。
海難，立即趕到海怡半島碼頭視察救災情況，又到醫
今次香港發生 41 年來最嚴重海難，驚動中央最高 院慰問傷者，有政界人士相信是他早已知悉中央態度，
領導層。新華社昨日報道，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 所以要有所「表現 」。但質疑梁像內地官員般去現場
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昨日打電話了解海難情況， 「指揮」救災，有「抽水」之嫌。
又作出重要批示，責成特區政府全力做好失蹤人員搜
有熟悉紀律部隊政界人士更指出，不少前線人員

■梁振英與九名官員昨日開記者會前，為海難死者默哀一分鐘。

何家達攝

扮太上皇巡醫院 高調插手港務

李剛破壞一國兩制

【本報訊】各政府部門聯手拯救逾百位傷
者，但最為人憤怒莫過於中聯辦副主任李剛

聯辦副主任李剛前晚在撞船事件發生後，突然於晚上

中 11 時許，與大隊人馬跑到接收了眾多傷者的瑪麗醫

院，聲稱要探望傷者，而比李剛早到一步的梁振英，更恍

在醫生搶救傷者之時，與梁振英「大隊人馬」 如李的新聞官般陪同左右，又與他一同在醫院門口會見傳
操到醫院巡視（圖）
，更稱要求內地打撈船來 媒。李剛見記者時表示，他已和廣東省方面聯繫，要求對
港救援，惹來不少市民怒轟西環「抽水」
，有
立法會議員更質疑李剛以「太上皇」姿態，
高調插手香港內部事務，對救人毫無幫助之
餘，更加會破壞一國兩制。

■ 70 名海難死者家屬昨到意外現場海祭。

不想政府高層在救災時到現場視察，「現場通常已經好
亂、又要搵人去招呼佢哋、又要應付記者，根本只會
搞到好混亂」。
立法會議員李卓人也認為，梁到現場視察只會阻
礙前線人員工作，若梁真的關注事件，應留在政府總
部統籌大局，而非「阻住前線人員救人」。
立法會議員涂謹申認為，面對如此特大災難，梁
到前線視察救災情況、也屬無可厚非，但他認為梁到
現場視察對救援作用不大，因政府各部門、紀律部隊、
醫管局早有一套對應重大事故救災機制，「唔使特首到
場，部門首長都會自動波做嘢」。

記者：姚國雄

簡明恩攝

方派出打撈船來港協助救援，不過當時港府多個部門正全
力尋找撞船失蹤者，而非要打撈沉船。

網民質疑梁振英默許
以往本港發生嚴重天災人禍，中聯辦也沒有如此高調
派出官員即日到醫院探望傷者，不少網民事後質疑李剛做
除了有借海難「抽水」之嫌外，也質疑梁振英是否默許中聯
辦介入香港內部事務，而梁昨在記者會上強調，今次是李
剛主動提出慰問傷者，他本人則與政府高層官員到場。至
於李剛在救援初期如此高調到醫院，惹外界質疑西環干涉
本港事務，梁則沒有正面回應。
有記者又質問梁振英，李剛稱要調動內地打撈船來港，
究竟對救援有否實則幫助？梁亦沒有正面回應，只說今次

撞船意外涉過百人，他「希望調動可以調動嘅力量 」，「無
論內地或者外地嘅待命支援，特區政府都應該考慮 」。梁
又指，內地有關救援船只是「待命」，如有需要將由港府指
揮。不過該「待命 」的打撈船，一直未有參與救援行動，
昨日亦已離港。
曾在醫院工作、本身是醫生的候任立法會議員郭家麒
批評，李剛、梁振英等「大人物 」一併到醫院，只會阻礙
救援，「醫院為咗要招呼佢哋，醫生要同部門主管滙報，
部門主管要同院長滙報，院長又要同局長、主席滙報，佢
哋少咗時間去救人，所以佢哋唔應該喺最關鍵時候嚟騷擾
佢哋。李剛去醫院就更莫名其妙，一個特首嚟已經煩到震，
再加埋呢個太上皇，又要多一班人服侍佢，呢件事真係俾
佢哋抽盡水，但佢哋來醫院對救援冇幫助，而且係阻礙。」
工黨立法會議員李卓人更批評，港人有能力應付這次
意外，李剛突然宣佈要內地救援船隻來港，不但是「抽水」，
也是漠視一國兩制，認為梁振
英是次任由中聯辦插手，只會
蘋果網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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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西環干預港務變成常規。

南丫四號吊起經過

前日23:40

倒插水中

2

昨日05:55

【本報訊 】從今以後，國慶變成港殤，再璀璨的煙
花也不過徒添蒼凉。十．一煙花夜，香港經歷 41 年來
最嚴重海難，港燈船隻「南丫四號」沉沒，最少131名
乘客全部墮海。經過一天一夜搜救，截至昨晚 7 時，
死亡人數增至 38 人，包括 5 名小童；27 人留院，兩
人危殆。死者家屬昨午到事發地點海祭，哀號刺痛港
人心扉。港府宣佈明天為全港哀悼日，政府建築物一連
三天下半旗致哀。

記者：白 琳

鄭啟源

首梁振英昨與九名高官召開記者會交代救援情況，一眾官員先集體
默哀1分鐘。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表示，死者包括 5 名小童；當中 16
具遺體經家屬初步辨認。38 名死者當中，30 人現場證實死亡，8 人送院
後不治。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說，目前兩人危殆、兩人情況嚴重，
23 人穩定，66 人出院。港燈發言人指，暫確定其中 7 名死者是港燈員工。

特

38名死者名單仍未公佈
海泰號 8 名乘客在南丫島診所治療，毋須入院。事件中另有 3 名警
員及 1 名消防員在救援過程受傷，3 名警員已出院，消防員則留院觀察。
消防處處長陳楚鑫說，待船隻吊離水面後，將派消防員上船作最後一次
2 0 1 2 年 1 0 月 3 日
夏曆壬辰年八月十八日◆丁酉建日
出 紙 七 叠 ◆ 二 十 三 張 半 九 十 四 頁
今日印數：235,000 份◆第十八年二七七號
港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之有效刊物
督印人 蘋果日報有限公司
壹蘋果店

承印 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司

海空搜救

搜查，並續派潛水員搜查水底及附近水域，或需時兩天，「因為水流關
係，可能將一啲人體或者失蹤人士冲去遠嘅地點。我哋會透過海、空兩
個方式搜索」。
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指，事發十多個小時後，警方手上仍然沒有船上
乘客名單，「連人數都未有 」，加上部份生還者獲救後在碼頭自行離去，
目前難以確定失蹤人士身份及人數。警方正向生還者及家屬查問，再核
對姓名，過程費時，「要逐一點算，砌好一張名單出來」。
九龍東及新界南重案組加入調查，警方熱線昨接獲500名市民求助，
涉及 200 個關於失蹤者的查詢。肇事港燈船隻「南丫四號 」左面船身破
損，港九小輪「海泰號 」也是左面損壞。海事處處長廖漢波說，相撞地
點位於南丫島西北離岸一浬，詳細相撞過程有待進一步調查。
梁振英宣佈明天為全港哀悼日，當天正午 12 時會與一眾高級官員在
政府總部東翼前地默哀三分鐘，屆時緊急及出入境以外的政府服務暫停，
當值政府人員留守工作崗位默哀。明日起一連三天，政府建築物的特區
區旗下半旗致哀，其間主要官員取消非必要公開活動，民政事務總署全
港 18 區的社區會堂等場地設弔唁冊，供市民簽署。網民率先發起昨天及
今天穿黑衣哀悼。
今次南丫沉船事故是本港 41 年來最嚴重的海難。1971 年颱風露絲
襲港，香港開往澳門的客輪「佛山號」被吹翻沉沒，88 人罹難。08 年屯
門大欖烏克蘭補給船與內地貨船相撞後沉沒，18 個烏克蘭船員罹難。
2010 年西貢東龍洲海面兩艘內地船相撞，運沙船沉沒，8 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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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燈「南丫四號」船上人數

港九小輪「海泰號」

港燈稱124 人，但警方未能核實
正確人數，因此失蹤人數未明

95名乘客，4名船員；當中 8 人受傷，
全部人經治療後已無大礙

死亡38人（包括5名小童）
部份死者︰
李瑞蘭、司徒英、張月媚、
鄭先鑫、王惠娥、鄔寶甜、
劉洋嵐、林 逸、
郭亮（毫）瑩、林嘉敏（其新婚

妻子劉文麗下落未明）
受傷 93人
2 人危殆
2 人嚴重
66人出院
＊註：截至昨晚 7 時

支援熱線
港燈海難家屬支援熱線：2843 3391
社署輔導熱線：2343 2255
警方海難失蹤者查詢熱線：1878 999
警方海難調查報料熱線：9188 2710

穩住船身

17:01

吊出水面

中新社作假稱內地救 95人
【本報訊】香港還未開口，中聯辦副主任李剛昨晚已突
然主動說會要求內地打撈船來港協助救援。結果 4 艘內地
拯救船隻來港，人也沒有救起一個，中新社竟然訛稱「中
國專業救助船舶在香港撞船事故現場已成功救起 95 人 」，
又指是香港「請大陸」提供協助。

表示為應香港要求派船
在李剛於瑪麗醫院宣佈「請內地打撈船來港」後，內地
四艘救援船隻在清晨 4 時來港待命。但內地拯救隊伍未有
出動救人，拯救行動主要由本港消防處負責，中新社竟然
於昨日下午 4 時發出新聞稿，指從中國海上搜救中心獲悉，
「中國專業救助船舶在香港撞船事故現場已成功救起 95 人，

搜救行動仍在進行中」。
新聞稿言之鑿鑿，說救援船在現場展開搜救，又指是
香港「請求大陸方面派出力量協助搜救」，其後中新社更發
出幾張相片，內容是搜救人員拿着望遠鏡在黑夜視察、手
持救生衣，「堆砌」內地救援隊伍的「救人效果」。
在中新社發稿半小時後，與內地關係友好的特首梁振
英，在跨部門記者會「間接踢爆」中新社報道不實：「內地
亦有幾艘救援船，喺今日凌晨時分去到有關水域待命，隨
時準備協助救援工作。由於搜救工作已進入新階段，他們
現已離港。」知情人士指，負責撰稿的北京一位專跑財經和
交通新聞的記者，對香港事務並不熟悉，故令稿件內容有
誤。

■手持救生衣的內地救援員只是來港候命，但中新社卻圖
文並茂訛稱他們成功救起 95 人。
中新社

資料來源：綜合政府及現場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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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船隻「南丫四號」，昨日
被拖浮至水面，船身毀爛不堪
（上圖）。
何家達攝

「幸運」抽中賞煙花 一去不回

年輕工程師料凶多吉少
3

【本報訊 】南丫島撞船意外的其中

一名失蹤者，是港燈的年輕工程師古
文昌（24 歲）
，他獲抽中參加維港煙花
團，意外後他下落不明，懷疑已凶多
吉少，更有可能是遇難的最年輕港燈
職員。不過，他的家人仍抱持一絲希
望，頻撲四出找尋他的蹤影，並在社
交網站廣放尋人啟事。
記者：翁鈺輝

劉燕婷

張家豪

有出現在死者名單中的古文昌，洋名

沒 Thomas，未婚，與家人居於西半山柏道寶

■港燈年輕
工程師古文
昌至今仍下
落不明。

互聯網

威閣一單位。
阿昌在學時成績佳，考入港大機械工程學系，
以一級榮譽畢業並升讀碩士，在南丫島發電廠實習

時表現良好，兩年前已經成功成為港燈工程師之 是呆等，坦言一日未見他的屍首，一日都不會放棄：
「我哋仲有一絲希望係唔會死心嘅！」
一。
兄長稍後亦在阿昌社交網站發貼，呼籲「文昌
根據了解，年紀輕輕的古文昌有很高的工作熱
誠，經常通宵達旦工作至早上，仍然沒有一句怨 不幸遇上南丫島慘劇，現時生死未卜，如有任何關
言。本月初，古文昌更創下連續工作 24 小時的「創 於親弟的資料請通知，不勝感激。」
舉」。

上司稱讚 屬可造之材
古文昌的上司對其表現亦有讚無彈，如他的部
門主管曾對其撰寫的有關對發電廠設備的報告，稱
讚他能對鍋爐給水泵有詳細的檢測及細心觀察，為
一可造之材。
前日，他「幸運 」地抽中今次員工活動，隨船
出海往維港觀看煙花，原滿心歡喜，豈料卻一去未
返。
古文昌的父母前晚獲悉事件後，即趕往多間醫
院，惟至昨晚仍未見愛兒蹤影，一家人徹夜不眠地
尋找。胞兄昨日亦全日守候在葵涌殮房內，雖然只

好友留言 望吉人天相

阿昌的好友見言，紛紛留言祝禱文昌能吉人天
相。阿昌因長期在離島區工作，正值適婚年齡的他
亦不忘爭取「追女仔」的機會。
去年阿昌有幸在公司認識到一位實習女生，並
對她一見鍾情，擁有八級鋼琴資歷的阿昌，常約女
方去彈鋼琴，但雙方最終沒有走在一起。
古文昌的友人表示，他最近則轉戰多個交友網
站，於事發前的早上，他曾登入常去的網站內與網
友打招呼 ， 豈料該留
言已變成了他的最後遺
蘋果網睇片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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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順技工硬物撞頭命危
【本報訊 】南丫島撞船慘劇，除了 37
人死亡外，尚有多名情況危殆及嚴重的傷
者在醫院急救。
當中包括加入港燈僅一年的維修技工
連家宏（25 歲 ），意外發生時，他的頭部
撞向硬物昏迷，身體多處受傷，留醫瑪麗
醫院深切治療部。
阿宏前日帶姑媽姑丈去享受他的員工
福利，參觀廠方設施，並準備遊船河睇煙
花，但姑媽姑丈晚膳後並無登船，逃過一
劫。

初步相信他已無性命危險，但未知會
否有嚴重後遺症。
連家宏的家人表示，港燈在事發後派
出員工往醫院探望慰問，家人並非常感謝
救援人員，發揮最佳效率拯救死傷者。

留醫深切治療部
■親友昨日
陸續到葵涌
殮房認領家
屬遺體。

易仰民攝

三姊妹結伴同行兩人返

【本報訊 】四人出門二人歸，三名
姓司徒的姊妹前晚帶同姪孫女參加港
燈員工活動，三妹司徒英死去及姪孫
女失蹤，相信已經凶多吉少，同行兩
妹僥倖撿回一命，但痛失親友傷心欲
絕。
另外，一名姓林老翁與女兒及孫
女參加同一活動，沉船後亦告失蹤。
沉船失蹤 30 歲女子司徒英，與
50 餘歲長姊及 40 餘歲二姐司徒蘭，
及母親同住筲箕灣耀東邨，其中二家
姐是港燈職員，三姊妹前日帶同年僅
7 歲的姪孫女，參加港燈員工活動。

姪孫女亦失蹤
不料當晚各人所乘的遊艇「南丫四
號」，與港九小輪「海泰號」發生猛烈
碰撞，「南丫四號」轉眼間沉入大海，
船上逾百乘客全部遇險墮海，非死即
傷或者失蹤。
司徒英已經遇難，而姪孫女同樣

墮海失蹤音訊杳然。兩名胞姊獲救送
院，長姊其後出院回家休養，二姐出
院後，昨晨與表兄嫂，到葵涌殮房打
聽妹妹及姪孫女消息。殮房內人頭湧
湧，擠滿各死者及失蹤者家屬，各人
心情沉重眼泛淚光，但一直守候至傍
晚時分，仍然未能去殮房辨認死者遺
體。
另一名姓林老翁，意外當時與女
兒孫女參加同一活動，不幸遇上撞船
大災難，女兒及孫女獲救但林翁墮海
失蹤。林的女婿姓梁，昨晨得悉岳父
出事，趕至殮房等候。
梁透露，殮房內最少有 29 具屍
體，但家屬要向調查人員，出示失蹤
親友照片，講述身體特徵。
警方人員亦要收集死者指紋及
DNA 樣本，查明死者實際身份，結果
令認屍程序變得非常緩慢，家屬心急
如焚，但只能焦急地等待，等候有關
人員通知家屬辦理手續。

據悉，意外發生時遊艇上乘客被撞得
一仆一碌，阿宏頭部猛烈撼向船艙硬物，
當場昏迷，身體及手腳多處受傷，獲救送
院留醫瑪麗醫院深切治療部。姑媽姑丈事
後與一眾親友趕往醫院探望。
據親友透露，阿宏已經回復知覺，但
要插喉幫助呼吸，手腳可以輕微移動，只
能間中用紙筆寫簡單字句與人溝通。

■傷者阿宏的叔父昨日去醫院探
病後，指他的情況好轉。

向海掟西瓜盼親友歸來
【本報訊】
「快啲返嚟啦 ! 」南丫島撞船
慘劇，死難者及失蹤者家屬近百人，昨午
在道士陪同下乘船往出事現場海祭，眾人
神情哀傷，向海面撒紙錢及掟西瓜，悼念
死去的親人及祈望失蹤家人早日尋獲，部
份人拜祭期間痛哭失聲，場面哀傷。
昨午 4 時 15 分，家屬搭乘港燈「南
丫二號 」遊艇抵達出事現場海面，當時被
撞沉的「南丫四號 」剛被躉船用鋼纜吊起
平放水面，可見左邊船尾嚴重損毀，甲板
變形欄杆撞歪，部份座椅撞爛飛脫。

另外，昨中午 12 時許，一間佛教中
心的 7 名喇嘛連同善信合共約 20 人，自
發在南丫島榕樹灣碼頭附近岸邊超渡死難
者，眾人合什誦經燒香拜祭，祈求死者安
息早登極樂。

望遺體浮出水面
■姓林老翁失
蹤 ， 梁先生
（前 ）到殮房
尋岳父下落。
■死者司徒英的
表哥到殮房認屍
時眼泛淚光。

大批家屬圍在遊艇船邊向住毀爛不堪
的「南丫四號 」，呼喚遇難親人名字及叫
他們返家「快啲返嚟啦 」，又向海面大撒
紙錢悼念遇害親人，有失蹤者家屬則向海
面掟西瓜，希望失蹤親人遺體早日浮出水
面，其間道士不停誦經。部份家屬情緒激
動，傷心痛哭要由旁人安慰，眾家屬在現
場逗留 45 分鐘後乘船離去。

■七名喇嘛連同善信合共約 2 0
人，合什誦經燒香拜祭。
編輯 : 林穎嵐 美術 : 李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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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救援嘅蛙人，冇人未喊過」
【本報訊 】南丫島撞船慘劇，38 死近百人受傷，
全港市民痛心之餘，對參與拯救的救援人員萬分感激，
當中一隊前仆後繼，爭分奪秒，徹夜救人消防潛水員，
堪稱海難中的無名英雄。

凳、音響設施等；他們必先要將雜物丟到船外，才能
將墮海者救上水面，花費極大氣力。「原本可以用兩個
鐘嘅氧氣樽，由於扯氣太犀利，結果用半個鐘左右就
要上船更換。」

在下沉船艙救一家三口

「抹完眼淚同汗又去救人」

從第一名落水的消防蛙人開始，他們整整在海難
現場工作了 20 多小時，有蛙人來不及裝上氧氣樽；在
逐漸下沉的船艙內救起一家三口。之後，拯救越來越
困難，因為進入船艙的入口太窄，僅容一人通過，部
份位置蛙人甚至要卸下裝備，先將氣樽放內才能尾隨
鑽入。最早參與救援的蛙人對記者稱，拯救另一困難
在於大部份墮海者，都被船隻上的雜物壓着，包括排

潛水組同僚不久亦趕抵現場，用盡深潛及徒潛等
方法救人。「可惜救上嚟嘅人，多數冇生命反應；當
睇見一家大細、手拉手咁壓喺海底，嗰刻係無比心酸；
我敢講，參與過今次救援嘅蛙人，冇人未喊過！但大
家抹完眼淚同汗，飲啖水又去救人，餅都無食一塊，
無人休息過。」
事發超過 50 小時，共有 11 隊潛水組、超過 66

名蛙人參與救援，落水次數逾百。這批在今次海難發
揮巨大作用的無名英雄，總人數約 1 百人，他們除擁
有專業潛水技能，亦因為眾人擅於伸手不見五指的海
底進行搜索，每當遇上三級以上火災，常被抽調成為
陸上救火救人的精英。

潛水拯救車有存在價值
但有消息指出，消防處內部拍板今年底將其中一
輛潛水拯救車取消，該車三隊蛙人調回一般消防員崗
位。有潛水組成員坦言：「以今次海難為例，全署五
架潛水拯救車中，部份喺放煙花現場候命，部份喺石
澳搵緊被浪捲走少年，但海難時仍然有人手調配，證
明有存在價值。」

■消防蛙人在海難發生後，第一時間
趕往現場救人。
資料圖片

首名入船艙蛙人 憶述慘況

消防蛙人
搜救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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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男女手牽手

活生生浸死
【本報訊 】有一個緊緊抱着兒子的母親、
一對相擁的情侶、還有五個人手握着手、一
個快沉沒的少年拚命地吹着哨子……，周一
晚上 8 時 41 分，距離沉船 26 分鐘後，第
一名蛙人進入「南丫四號」船艙，在接近 10
米深的海底，一幕幕悲慘畫面，震撼着消防
員的心靈。20 多名男女，被困船艙，當中

兩兄妹的母親則孭住背囊浮浸水中，家俊游近在她身
旁大喊，但她張着眼毫無反應，似已放棄生命，由於情況
危急，海水快將艙頂淹沒，家俊率先將小兄妹救出艙外交
與隊友，跟住猛力搖動兩童之母，見她仍無動作，立即潛
落水中讓她的雙腳踏住其肩膊，他再站起將她推出艙外，
由隊友將她救上橡皮快艇。3 母子事後經治療已無大礙。

船艙內滿佈屍體

隊員在中環海面當煙花更，南丫島海面發生嚴重海難後，
他們乘船趕抵現場時已有不少救援船隻在場拯救海上的人。

據悉，另一隊潛水員此時趕至加入救援，分批進入船
艙搜索，只見艙內滿佈屍體，恐怖情景令人震撼，「艙內
估計有超過 20 具屍體包括一家大細，有老有小，部份人仍
然穿着救生衣，周圍有地毯、凳同喇叭亂成一片。」
當中 5 名成年男女全被凳壓住，身體僵硬，但彼此緊
握着手，出事後被湧入的海水冲落船尾船艙，遭長凳壓住
被困水中監生浸死，死前似知難逃劫數，互相緊握對方之
手堅持至最後一刻。

小孩吹哨子求救

情侶至死不放手

有消防員稱，當時海面全是人，救援人員不停將在海
上掙扎的傷者救上船，救援船上的蛙人，立即穿上潛水裝
備準備落海救人，但帶頭的許家俊剛穿好蛙鞋，氧氣樽及
鋁帶還未孭上身，僅露出船頭沉船中突然傳出哨子聲，知
有人仍被困船艙，時間緊急，他立即跳落海，徒手閉氣潛
入船艙查看，發現兩名年約 13、14 歲的小兄妹穿着救生衣
浸在全是水船艙中待救，海水已淹至兩兄妹下巴，兄長握
着救生衣上的哨子仰着臉，妹妹則不停在踼水一臉驚慌。

死者還包括一對相擁死去的母子，母親緊緊抱住稚子
在懷中不放，以及一對死時仍握手不放情侶，據有份參與
搜索的救援人員稱，當消防蛙人嘗試從船艙窗口將一名男
死者拉出時，發現拉出的是一對手，男的一隻手緊握一名
女子的手，蛙人要將兩人的手扯開，始能將他們逐一推出
船艙外。所有死者都是臉部僵
硬，瞳孔放大，大部份相信都
蘋果網睇片
是死於窒息。
www.appledaily.com.hk

只有 3 人生還，其餘全部喪生。


記者：馮詩媚

翁煜雄

海難中，第一名落水的消防蛙人許家俊，因為一陣

在 陣微弱的哨子聲的將他引入船艙，事發當晚他與數名

難忘凄厲呼救聲英雄失眠
【本報訊】災難中逃生是天性，但他們總往火裏去水裏
闖，消防處、水警、飛行服務隊、醫療輔助隊、醫生、護
士、聖約翰救傷隊，在南丫島海難英勇救人的故事，是人
們的心靈安慰，也是渺小人類面對災難唯一可保有的尊嚴，
因為天使在人間。
若真有煉獄，會否像當晚最先到沉船的消防員黃子翹
看到的景況，「船艙入水，30、40 人出唔到嚟，猛拍窗求
救。」一張張驚恐的臉，叫他毫不猶豫爆破堅厚船窗，伴
隨玻璃破裂聲而來是呼救聲，凄厲得叫子翹昨日憶起猶有
餘悸，「最多人叫救我仔女先呀。」

4 消防蛙人從船艙窗
口拉出一對「手握
手」情侶屍體

部份
救人英雄

3 船尾船艙發現
20多具屍體，
其中5 人「手
拉手」被長凳
壓住
黃子翹
消防員

忍淚為女童做心肺復蘇
船艙不斷進水，但增援未到，子翹三人只好瘋了般不
斷將艙內乘客救出，其間在高處拯救一對母女時，同僚突
伴隨座椅墜下，將子翹一起扯入艙內海水，「我掙扎
爬番上去救人。」該對母女與另外 30 多人，終單憑
三人力量脫險。
此時，只見一名婆婆、一個成人及小孩伏浮
海面，已沒知覺。子翹將該約 8 歲女童拖到船面，
此時怒海中傳來一把男聲，「係我個女呀，求你救
佢。」子翹望着那漂浮着的男子，忍淚為女童做心肺
復蘇，「佢不斷嘔異物出嚟，以為救到佢。」直到水警將

女童接上岸，子翹才哭起來。水警見他一隻鞋不見了，將
自己的給他穿：「個女仔喺岸上分流時已證實不治。」子翹
心情似未平復，昨在記者會也多次說，「對唔住，我太緊
張。」

「聽到聲冇理由唔去救」
消防「蛙人」許家俊意外後仍未釋懷，「當晚返到屋企
都瞓唔着。」他原負責在海面拯救漂浮傷者，但突然聽到陣
陣微弱哨子聲，「雖然隻船沉緊，但聽到聲冇理由唔去救。」
他循聲尋人，終在船艙找到哨子聲來自一個十三、四歲少
年，「佢保護緊自己阿媽同個妹。」小孩子在危難中的勇敢
往往叫人動容，「個妹妹撞到眼腫晒都冇喊。」他不理危險
爬進艙，只見那位媽媽已乏力，但在家俊激勵下撐着，並
踏着家俊的手，與子女逃出生天。
災難再兇猛也遮不住人性光輝，部份熟水性男士獲救
後，返回水面救人。家俊在救生船，看到兩個小女孩伏
着一個男士的大腿，「我問係咪你嘅女呀。」那男子輕輕搖
頭，然後將小孩抱得更緊。「有人問如果當時唔爆窗，隻
船會唔會冇沉得更快。」這個問題，子翹可能解答不了，
但事實是，數十人真真切切由
子翹與家俊等消防員手裏逃出
蘋果網睇片
www.appledaily.com.hk
來，還可以回到家裏。

強忍斷骨痛水警搏命救人
許家俊
消防員

■紀律部隊代表昨講述救人經過前為死難者默哀，
部份人心情仍未平伏。
黎樹雄攝

李偉謙
水警

【本報訊】沉船艙內危機四伏，有水警遭百公斤 到你。」終於一雙又一雙的手伸出來，將生命交給李 Sir，
船撈擊中，仍忍痛救人至最後一刻，才驚覺原來肋骨 從煉獄走回人間。
突然，一個重 100 公斤、一平方米大的船撈突然墜
及膝蓋骨已碎裂。水警南分區特遺隊警長李偉謙，當晚
駕船到南丫島海面，最先遇到救生筏上求救的 20 人， 落，李 Sir 閃過，但未幾遭墜下的鐵梯擊中頭，「但要繼續
「我話你哋好安全，同事稍後嚟救你哋。」一位小朋 救人，一路救，船一路沉。」他漸感乏力要求同僚協助，
友的說話，叫他昨億起時也流英雄淚，「Sir，你救 「我話康哥幫手呀，點知佢話用唔到力，隻腳郁唔到。」原
來康哥被船撈擊中，只是忍痛救人，「最後見佢情況惡化，
嗰啲人先啦！」
強行要佢休息。」
「一路救，船一路沉」
康哥事後證實背肋骨斷裂、膝蓋骨碎裂，現仍未能行
沉船艙內擠了數十人，但在窗邊的抓着窗框不敢 動。李 Sir 是醫管局急症科專科護士林啟昌當晚最後一位
放手，後面的出不來，「我話唔放手一定死，放手就救 病人，「佢話要救到最後一刻。」
編輯 : 洪偉烈 美術 : 趙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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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海泰號航海圖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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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秒即閃 催命決定
【本報訊】釀成 39 死 87 傷的十‧一海難，意外成因至今仍然

供該組航海路線圖的李船長，事發當晚在南丫島附近海域

提 航行。他的船隻安裝了 AIS 系統，可以偵測附近船隻的航

是謎。
《蘋果》獲一名船長提供 12 張「海泰號」出事前後的航海路線
圖，該船長透過船舶自動辨識系統
（AIS）
，追查得「海泰號」出事時

行資料，10 月 3 日，他透過 AIS 系統，輸入出事日期、海域及「海
泰號」名稱，成功找到海泰號出事前後兩分鐘的航海圖。

的航行路線。航海圖顯示，兩船相撞後短短 40 秒，
「海泰號」再次

40 秒後抽頭加速駛離

開啟引擎離開，船尾噴出的水壓造成的漩渦，極可能是促成「南丫
四號」極速下沉的主因。

記者︰黃江奇

梁琬珊

圖中顯示，海泰號出事前兩分鐘，於南丫島北角村碼頭對
開，以 23.9 浬正常船速，向榕樹灣碼頭行駛。至 8 時 21 分 02 秒，
海泰號船速急降至 2.1 浬，南行的船頭向左扭轉逾 90 度，指向
海中心方向東北方，此時已撞向南丫四號。李船長解釋：「呢個
時候好肯定係撞咗，應該喺出事現場停咗，受水流同航速影響，
同隻船（南丫四號）連埋一齊。」
出事後，航海圖顯示海泰號航速再減至 1.1 浬，船隻近乎煞
停，但因水流影響，船頭稍稍偏回右邊。但 40 秒後，海泰號航
速突然加至 3 浬，船頭重新指向南丫島，顯示船身啟動，抽頭
駛離。

麥超億

噴出水壓加快海水湧入
■港九小輪海泰號意外後駛離現場，
船長事後被指不顧而去。

李船長解釋，雙體船引擎一開，會噴出強力水壓，加上海
泰號當時已有損毀，較一般船隻需要更大動力啟動，「開咗個口
要你再去製造航速，阻力會大咗」。

海泰號在撞船後抽頭撤離，引起的湧浪使南丫四號船艙破口
不斷有海水湧入，再加上海泰號噴出的水壓，可謂雪上加霜，「可
以解釋點解隻船沉得咁快！」李船長本打算再追查海泰號返回南
丫島的路線圖，但因撞船的衝擊力影響了天線的接收和發射，故
無法接收海泰號返回南丫島的航海圖。
職訓局海事部訓練學院經理楊沛強看過航海圖後，補充說
明，指懷疑意外中被撞沉的南丫四號突然切線釀成意外。「呢幅
圖見到隻雙體船一直向南行，係跟返航道，但喺呢個位撞咗，
估計因為隻船突然切線，隻大船煞唔切，船頭撞埋細船船尾」。
楊沛強又解釋，今次取得的偵測圖來自一個名為 AIS 船舶
自動辨識系統（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是一套用來記
錄船隻航行的系統。此技術主要透過無線電通訊，發射及接收附
近船隻的資料，避免船隻發生碰撞，並提高航海的安全性。
自動辨識系統利用的兩個頻道屬國際性，其穩定可靠的通
訊範圍一般約 20 至 30 浬，訊號強勁時範圍更可遠達數百浬。
根據國際海事組織的標準，自動辨識系統除了提升航海安全外，
也被視為沿海國的重要海事保安設備，至少有約 4 萬艘船正在使
用。由於 AIS 系統並無偵測到南丫四號，故相信該船並無安裝
該套系統。

相關新聞刊A4版

兩船相撞實際位置圖 「海泰號」AIS系統偵測圖
石角嘴

南丫島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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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時間 20:19:50
航速： 23.900 浬
航向： 170.3。T

■上圖中紅色標示為南丫四號與
海泰號相撞位置

撞船前

香港時間 20:21:02
航速： 2.100 浬
航向： 033.3。T

海泰號以 23.9 浬速度向南丫島
方向航行

撞船一刻

海泰號航速急降至 2.1浬，船
頭即轉向東北方，幾乎煞停

香港時間 20:21:42 撞船後 40 秒
航速： 3.000 浬 海泰號轉回南行，
航向： 165.4。T 並加速至3 浬

抽離時捲起漩渦致湧浪

【本報訊 】港九小輪海泰號與港燈的南丫四號相
撞後，船隻抽離再啟動，由於海泰號屬雙體船，是以
噴射水流的方式，把水快速推向船後，捲起漩渦。有
海難生還者曾表示：「捲起嘅浪令海中遇溺者更難求
生。」

及友人一家三口亦逃出生天。
今次慘劇，警方及海事處除了調查撞船的原因
外，南丫四號為何極速下沉及釀成眾多乘客死亡，亦
是調查的其中一個重點。消防及海事處人員昨天上午
11 時許，登上南丫四號詳細搜證，在船艙內視察，
拍照存案，又量度船艙窗口尺寸，警方將現場一帶海
面封鎖。
搜證兩個多小時後，有關人員於下午 1 時許收隊
離場。各調查部門將綜合大量資料，交由專家進行科
學鑑證及重新整合，希望可以盡快重組慘劇經過，及
釀成眾大傷亡的原因。

遇溺者求生更困難

■數名消防員昨日再登上南丫四號搜證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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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中，身在「南丫四號 」上的《明報 》編輯趙
先生，獲救後曾指海泰號意外後駛離現場時捲起湧
浪，令仍處於海中的遇溺者求生更困難。海難導致與
他同行的姊姊葬身大海，幸而其兩歲女兒和太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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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難發生後大批傷者被送到海怡半島碼頭，
等候送院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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