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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日撞沉船 23失蹤

今晨二時版

百人海難10死
■被撞沉的港燈渡輪筆直
插入海中，僅三分一船頭
露出水面。
李瑞元攝

. 一海難
十
國慶煙花開始前夕，南

船尾沉得好快
未及取救生衣

丫島海面發生本港歷來最嚴重海難
事件。一艘載有一百二十四人港燈渡
輪，準備開往維港看煙花時，遭一艘
高速駛至港九小輪雙體船攔腰撞及，
渡輪迅速下沉，船上乘客全告墮海，
當局展開海陸空搶救，事件逾十人死
亡、二十多人失蹤，當中包括多名小
童，消防今晨仍在現場潛搜失蹤者。
記者：黃文威 徐裕民 梁國峰

南丫島海面發生撞船海難，一艘載有逾百名港燈
員工及家屬渡輪，昨晚遭雙體船欄腰撞及後翻
沉，造成超過十人死亡及二十多人失蹤，相信凶多吉
少。翻沉渡輪為香港電燈公司船隻，昨晚港燈安排員
工與家屬往維港觀賞煙花，船上載有一百二十一名乘
客，有一半以上是長者及小孩，另有三名船員，晚上
八時半，由港燈南丫電力廠碼頭開出。

■ 消防蛙人爬上渡輪船身查
看有否被困者。
李瑞元攝

■救援人員於深夜撈獲
一具屍體。 鍾林枝攝

港燈船遭雙體船高速撞
現場消息稱，渡輪駛出約五分鐘，至榕樹灣與北
角邨間對開海面，突遭一艘載有近百名乘客，由中環
開往榕樹灣的港九小輪雙體船欄腰撞向左邊近船尾位
置，渡輪上各人紛紛失平衡跌落船面地板，不少撞傷
頭部及手腳，船身更迅速入水，船尾開始下沉，不消
兩分鐘整艘渡輪只露出船頭。
船上一百二十四人未及拿起救生衣已全部跌入海
中，不少人不懂游水迅速下沉，亦有呼天搶地，各人
生死一綫，情況極度混亂危急，附近船隻見狀前來協
助搶救，並且報警，惟涉撞船雙體船竟未停下救人，
直駛回榕樹灣碼頭。
警方接報告調派在維港海面當煙花更逾十艘大小
水警輪趕來，消防及海事處亦調動大批船隻到場，救
援人員向墮海人士拋下水泡及繩索，更跳入海中進行
搶救，消防懷疑有人被困船艙，派蛙人潛入肇事渡輪
潛搜，飛行服務隊在上空以射燈照射海面協助搜索。
經約半句鐘後，最先抵達船隻，先將十七名男女
老少救起，其中五人包括兩男、一女及兩名兒童，已
告不省人事，並須抬上水警輪及消防船即場施救，救
援船隻聯同其他救人船隻，一同將傷者先送往最就近
的鴨脷洲海怡半島碼頭。

媽媽游上岸 兩兒音訊杳
能安全上岸的渡輪乘客，若不憑己
力自救，根本難有一綫生機。拚命過
後，生還者坐在地上，性命保住了，但
猶未接受災難發生空洞眼神。「我被水不
斷浸，壓住頂，喝了不少海水，我游了
很久，最後自己游上岸。」這名獲救女子
一邊向記者講述意外情況，一邊四處張
望，她企圖在獲救者當中，尋找熟悉面
孔，原來今日與她同行的，還有兩名兒
子，但他們至今仍杳無音訊。
在這次沉船災難中，能於首批獲救
的小孩是少數，「船沉時候，整個人沖
了出去。」這位小朋友獲救後上身赤裸，
救護人員以錫紙將他包住，為他保暖。
原來他之所以能獲救，全因他父親死命
將他拉住，「我與爸爸抱着水泡，上到水
面。」
另外，肇事港九小輪「海泰號」一名
男乘客表示，他們由中環乘渡輪返榕樹
灣，事發時將抵目的地，突發生撞船，
船身出身猛烈震盪後，見船上有不少乘
客跌倒或撞及硬物，而被撞渡輪迅即下
沉，且有多人墮海。
他又稱，由於「海泰號」上未見有人
嚴重受傷，加上不少乘客表現驚慌及船
身開始入水，若繼續留在現場，會再度
引起乘客恐慌，故不少乘客要求船長先
駛返南丫島才報警處理。
本報記者

不懂游水呼天搶地
消防處調動鴨脷洲、香港仔以及南區逾十輛救護
車，以及一輛流動醫療車前來碼頭展開搶救。各傷者
先後抵達碼頭，部分昏迷傷者先送上岸，並由救護人
員進行心外壓急救，仍然清醒傷者則有成人及小童，
多人手腳擦傷，部分要戴上氧氣罩幫助呼吸。
流動醫療車人員則對清醒傷者檢查分流，再給予
錫紙或毛氈保暖，安排坐在地蓆，各人神情呆滯驚魂
未過。至於昏迷傷者，則由救護員逐一抬上擔架牀
上，再轉上救護車送往瑪麗醫院搶救，他們送院時均
須心外壓搶救。其後獲救傷者，另送往律敦治醫院、
東區醫院及伊利沙伯醫院救治。
特首梁振英在事後前往海怡半島碼頭看望傷者，
及後與中聯辦主任李剛到醫院了解傷者情況。至今日
凌晨，已有一百零一人獲救，逾十人證實死亡，另有
二十一人仍然失蹤，救援人員會通宵作海空搜索。
二十一年前的九一年二月十六日年初二煙花夜，
維港亦發生觀賞煙花船與油麻地一艘渡輪相撞，造成
兩人死亡二十七人受傷。
相關新聞刊A4版

「我剛坐於船尾，突見一艘高速船攔
腰撞過來，船沉得好快。」一名獲救渡輪
男乘客驚魂未定，向記者講述自己海上
求生經過，與死神掙扎時刻；另有獲救
婦人登岸後力歇聲嘶，尋找兩名墮海失
蹤兒子，最後要救護員照顧送院。
「見到全部人跌晒落地，船尾先沉，
沉得好快。」這名披着毛毯，等候送院治
療的獲救男子，事發時剛巧坐在船尾，
親眼目睹一艘船高速駛近，並攔腰撞向
自己正乘坐的渡輪，船上所有人應聲倒
地。他下意識衝向艙內，打算拿救生水
泡救命，豈料船隻竟是船尾先沉，沉船
速度之快，已不容他再走近一步。一瞬
間，他已掉進大海，「當時有度力扯我落
海，我搏命游返上水面。」沉船那刻，他
們用上電影《鐵達尼號》中，男女主角求
生情節。

■ 一名獲救女童送上岸上時
昏迷面色蒼白。
黃文威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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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獲救男子送到岸上已無
心跳脈搏，救援人員不停為他
做心外壓搶救。
黃文威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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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墮海獲救乘客相繼送往鴨脷洲海怡半
島碼頭登岸轉送醫院搶救。 黃文威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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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魂四句鐘 漫天撒溪錢

■ 有人帶備西瓜到現場
海面，將西瓜拋落海，
祈求盡快尋回失蹤者。

■死者家屬撒溪
錢拜祭。 美聯社

家屬悽悽切切喚魂歸

. 一海難
十

■ 撞船海難死者家屬
撒溪錢拜祭。 路透社

■ 死者親友焚燒冥鏹拜祭，
道士在旁吹響哨吶招魂。

■ 碼頭擺放臨時靈位多
達三十多個。 楊偉亨攝

「返來呀！」「返來呀！」撞船大海難奪去三十八
條人命，約四十名死者家屬，昨分別在鴨脷洲港燈
碼頭乘船出海，前往撞船的南丫島海面遙祭至親，
哭叫亡魂的悽聲歷時約四句鐘，跨越日與夜；而碼
頭擺放的臨時靈位多達三十多個，場面悲悽震撼。
記者：楊偉亨

■家屬在碼頭
焚燒冥鏹拜祭。

海難死者約四十名家屬，昨午
在災場海祭遇難至親，由於

後，港燈再安排轄下另一艘船隻
「南丫二號」，接載家屬再乘船出
疑有墮海乘客仍然失蹤，有家屬 海，前往南丫島對出海難現場，
將西瓜拋進海中，祈求可盡快尋 進行海祭，隨行記者則被安排乘
回失蹤親人。
坐另一艘船，遠距離採攝海祭情
況。

家屬相擁 抱頭痛哭

昨午三時，港燈請來約二十
名道長，在鴨脷洲港燈碼頭為遇
難者舉行招魂儀式，約四十名家
屬到來拜祭。
現場所見，碼頭除擺放一些
生果等祭品外，三十多個死者的
臨時靈位，分成三排擺放供親友
上香供奉，道長在場唸經超度。
其間有家屬難掩痛失至親悲痛，
相擁抱頭痛哭，有家屬則似未能
接受親人離開的事實，拜祭期間
神情呆滯，遙望茫茫大海沉默無
言，另有家屬則遙對出事現場大
海，跪地合十誠心求拜，見者心
酸。
在碼頭拜祭約四十五分鐘

■死者家屬親
友上香。路透社

現場頻呼「返來呀！」
家屬乘坐的船隻到達出事海
面後，道長隨即進行連串海上招
魂儀式，家屬目睹至親命喪的「南
丫四號」殘骸，情緒更加激動，呼
天搶地哭喊死去親人的名字，「返
來呀！」「返來呀！」之聲此起後
落，不絕於耳；哭聲隨着家屬撒
下的溪錢，在悲寂的大海中迴盪。
約一小時後，黃昏來臨天色
轉暗，現場海祭亦告一段落，家
屬乘船返回港燈碼頭後，再在碼
頭逗留焚燒冥鏹拜祭，直至晚上
七時許，天色已入黑，眾人始懷
着沉重的步伐和帶着一臉淚痕，
步離傷心地。

■一批死者家屬親友，乘船到海難現場，
泣喚死者名字，聞者心酸。
廖雁雄攝

哭聲 喊聲 尋親聲 聞者心酸

救援站驚心動魄五小時
國慶放煙花追月夜，發生歷來最嚴重海難，本報記者前晚接獲撞船
事故報告，立即分循海陸幾路趕往採訪，並率先抵達鴨脷洲的救援站，
目睹救援人員陸續將海難中死傷者送往海怡半島碼頭；在短短五小時
內，一幕幕險死還生、焦慮尋親，以及生離死別等情景盡入眼簾，心情
沉重得難以形容。
前晚約九時，維港上空發放煙花不久，記者接報指南丫島對出海面
撞船，逾百人墮海，傷者會在鴨脷洲海怡半島上岸再送院，記者即驅車
前往，並兵分兩路分別租船出海及到海怡半島採訪拍攝，惟記者抵海怡
半島卻見一片平靜，那刻還在暗忖，是否有人「整蠱」？未幾即見包括流
動醫療車等多輛救護車及警車，響着刺耳警號
馳至海怡半島碼頭，此刻山雨欲來氣氛，
迅將現場空氣，壓得很沉重。

部份死者名單
姓徐

張月媚
司徒英
李瑞蘭
林 逸
鄔寶甜

已確認死者名單
42歲 港燈工程
鄭先鑫
師，妻及一 陳巧鸞
子一女受傷 王惠娥
劉洋嵐
林嘉敏
50歲
郭文曦
郭亮瑩
蘇貴媛

死者名單（譯音）
黃麗珍
古文昌
陳榮基
趙少瓊
黃佩蘭 63歲

對搶救已毫無反應

海難救援小統計
部門
人手
警方
630人
消防與救護
350人
飛行服務隊
21人
醫管局（醫護人員） 100人
醫療輔助隊
90人
聖約翰救傷隊
25人
內地搜救船
不詳

裝備
8艘水警輪
10艘消防船、小艇與51輛救護車
5架直升機
/
7輛救傷車
7輛救傷車
4艘
資料來源：政府新聞處

記者緊隨救援人員跑
入碼頭，迅被眼前情景嚇
得一愕，原來當時已
有首批獲救傷者，
經消防和警員救
起送上岸待
援。他們當
中有男有

■ 一批南丫島居民與多名喇嘛海邊誦
經，其他人亦合十致祭。
廖雁雄攝

女，有老有嫩，而轉瞬間另一批墮海乘客，又由消防船以及
其他船隻拯救過來，他們都渾身濕透，部分人連鞋子也被沖
掉，赤着腳一臉惶恐，有如走難般慌忙走上岸。
現場所見，有獲救後不見父母的孩子，渾身濕透在失聲
嚎哭，也有跟孩子和家人失散成年人，焦急得如熱鍋上螞蟻
在呼喊尋親，一聲一畫面都震撼心靈。更令人哀痛的是，
當時現場所見救起的乘客，部分人已是臉色灰白、四肢癱
軟，即使救援人員如何拼命施救，他們還是毫無反應，當
中包括一名看似只得八、九歲女孩……。

「水鬼」蛙人不斷海裏尋人
另方面，租船出海的記者在漆黑海面，看着救援人員努
力不懈救人，警方飛虎「水鬼隊」及消防蛙人不斷鑽進大部
分船身已插近海牀港燈船隻，奮力找尋仍墮海失蹤者，他們以
至記者的心，跟海面風浪一樣急。
追月夜的月色，相信依然明亮，但此情此景，任何人都
再沒心情欣賞。我們任職突發記者多年，曾採訪不少意外和
災難事故，從十多年前的嘉利大廈大火，到年前南亞大海
嘯，親身到過滿目瘡痍的火警災場，也曾目睹令人毛骨悚
然遍地屍骸，今次發生在本港水域罕見海難，這風高浪急的
採訪過程，除了難以忘懷，也一樣心酸和難過。
記者 黃文威 徐裕民

■死者家屬拜祭時
激動痛哭。 路透社

撞船位置及救援圖
「南丫四號」
（黃綫）從榕樹灣駛出，
「海泰號」
（橙綫）正迎面駛往榕樹灣。

海難時序表
10月1日
20:25 兩船在南丫島對開海面相撞，屬港燈的「南
丫四號」被撞沉，船上124人墮海。
22:00 獲救「南丫四號」乘客分批被送到海怡半
島碼頭登岸。
23:10 經從海上救起101人，分送五所醫院搶 「海泰號」
救，仍有多人在海難事件中失蹤。
及「 南 丫 四

海難過程示意圖
3

1

雙體船「海泰號」與港燈渡輪「南丫四
號」在榕樹灣對開海面迎頭相遇。

2

「南丫四號」入水沉
沒，「海泰號」被指
沒施救，不顧而去。

10月2日

4
兩船閃避不及，「海泰
號」左邊船頭猛撞「南丫
四號」左邊船尾。

「南丫四號」逾百
乘客墮海，載浮載
沉在怒海掙扎。

00:30 醫管局證實其中八名「南丫四號」乘客
送院後不治。
02:00 救援人員在船艙內發現七具屍體。
04:30 蛙人在船艙內再發現十具屍體。
07:45 港府公布再在船艙內發現十一具屍體。
13:00 兩艘重型躉船到達現場協助穩定船身。
18:00 渡輪被吊起後船艙內再發現兩具屍體，
渡輪其後被拖往南丫島牙較灣待查。

鴨脷洲

北角村
榕樹灣

救 援 人 員 將「南 丫 四
號」乘客送往鴨脷洲海
怡半島登岸。

號」撞船位
置。
「海泰號」撞船後
駛往南丫島榕樹灣
碼頭停泊。

港島

南丫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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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境戰爭系列——對印動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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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難搶救時 陳茂波
「酒後駕車」

發展局局長陳茂
波（見圖）昨天被傳
醉駕，他接受本報
記者查詢時，透過
whats app訊息回
覆：「昨天（即周一）
中午和家人到馬會大
排檔午膳，和他們一起喝了些酒，過
了一段時間才駕車離開，有信心符合
法例要求，並無醉駕。」

據了解，早前受被劏房風波困擾
的陳茂波，前天在海難搶救期間，被
傳媒發現與家人午膳時，飲了啤酒，
然後駕車，因此惹來「醉駕」傳言。消
息人士強調，陳茂波並非醉駕，亦無
被警方截停「吹波仔」。

馬會午飯飲啤酒
本身是大律師的公民黨立法會議
員湯家驊批評，陳茂波作為發展局

局長酒後駕駛，竟知法犯法，「無得
救！」
他認為，每個人可接受的酒精含
量，以至酒精在血液內停留的時間均
不同，某些人可能只喝了半杯酒，酒
精含量已超出法定水平，陳茂波指自
己相隔一段時間才駕車，有信心符合
法例要求的解說並不合理，相信公眾
亦不會接受。
湯家驊又指出，立法會去年通過

《二○一一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草
案》，包括修訂其中「在酒類或藥物影
響下駕駛汽車」的條文，時任立法會議
員的陳茂波亦有份通過，理應明白酒
後駕駛均不能接受。他認為，復會後
各議員亦「不會輕易放過他！」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就認
為，酒精含量只要未超出法定水平，
「問題不大」，應一視同仁對待官員，
不應對陳茂波「太苛求」。
本報記者

驚見十米大洞 滿布殺人雜物

海難凶艙如煉獄
. 一海難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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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丫島海難沉沒的「南丫

■ 海事處及重案組
人員，昨上船蒐
證。
麥鈞傑攝

四號」被吊起後，昨停泊牙較灣，

政府跨部門專家小組登船調查，度尺證實下層船

尾被撞破一個十米大洞，遊艇艙內固定座椅和天花被湧入海
水推倒，亂成一片，木牆壁嚴重毀爛，滿目瘡痍，猶如人間
煉獄，不排除其中三十名死者因逃生無門，慘被倒塌座椅雜
物壓着，甚至人疊人而遭活生生浸死。

記者：湯俊彥

船身倒豎葱
乘客活淹死
「南丫四號」船身被撞
破十米大洞，船尾迅速入
水變倒豎葱沉入海中，
甲板亦變成滑梯，在船
頭的人全部滑跌落艙
底，被倒塌座椅和雜
物壓着，由於船艙
下沉，頓時缺氧，
約三十人慘遭浸死。港九
拯溺員工會總幹事郭紹傑
亦指出，眾多乘客同時
被困在下沉船艙，搶救
困難。

慶海難釀成三十八死慘劇昨
日仍有二十二人留醫，其中
九歲女童徐凱盈仍危殆未度過危險
時期。水警重案組探員分別登上
相撞兩船蒐證，在船艙內搬出大批
物品，包括死者遺物，逐一拍照存
檔，以便日後召開死因庭時作呈堂
證據。海事處處長廖漢波稱，調查
報告預計半年內完成。

國

九歲女童未過危險期
「南丫四號」停泊在南丫島牙較
灣離岸約五十米海面，由於有油污
漏出，海事處圍上兩條防油污帶，
又派船清理油污，旁有一艘海事處
躉船戒備。
昨晨八時潮漲，「南丫四號」船
尾的十米大破洞，幾淹沒海中，僅
洞口頂部少許露出水面，消防員先
頭部隊上船進行安全檢查，證實該
船情況穩定，可容納大批人員上船
查案。
兩小時後，首先由十名消防蛙
人潛入船艙進行徹底搜索，證實再
沒有人被困，繼而大批人員包括水
警重案組、消防官、政府化驗師和
海事處人員共二十多人登船，部分
人穿上救生衣，小心翼翼進行蒐證。

隔水板損毀
失浮力瞬下沉
專家 的話

倒塌座椅雜物 害30命
政府化驗師在艙內外度尺，證
實左船尾被撞穿一個高三米、長約
十米的大洞，半邊船身被撕開，
洞內有多排座椅歪倒，周圍堆滿
塌下天花和裝飾，旁邊木牆壁被海
水沖爛，船艙如一個廢墟；上下層
鐵欄杆嚴重毀爛，連上層甲板亦告
變形，滿目瘡痍，觸目驚心，有調
查人員形容船艙有如人間煉獄，倒
塌座椅和雜物壓着很多人，引致約
三十名乘客被淹死。
海事處人員與重案組探員集中
在駕駛室調查，分析雷達系統資
料，以鑑定當時船速以及是否有人
違規駕駛。探員將船艙內逾二百件
大小雜物搬出，放在船頭甲板上，
包括死傷者的物品，逐一拍照存證。

重案組分析雷達資料蒐證
另外，跨部門調查小組亦到榕
樹灣碼頭，登上「海泰號」蒐證，以
查明慘劇發生經過。海事處處長廖
漢波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會調
查「南丫四號」快速下沉的原因、肇
事兩船上的安全設備是否足夠，以
及船長駕駛態度是否有違反規則，
預計半年內完成調查報告。
相關新聞刊A2至A13版

■「南丫四號」船艙被撞出大
洞，內部損毀嚴重，可以想
像出事時倒立頓成難以逃脫
的殺人陷阱。
廖雁雄攝

「南丫
四 號 」迅 速
下沉原因惹人關注，有工程師
估計是由於靠近船尾的隔水艙板
被撞毀，海水湧入船底，導致整
艘船失去浮力下沉。
香港工程師學會機械、輪機、
造船及化工分部主席司徒家成稱，與
「南丫四號」船身長度相同的船隻，艙底
一般分為五個艙，艙與艙之間以鋼造「水
密間封」板（又稱隔水艙板）分隔，作用是即
使有一個艙入水，亦可防止海水湧入另一個
艙，令船隻保持浮力。他推斷「南丫四號」迅
速下沉，緣於船尾「水密間封」板被撞毀，將兩
個艙的分隔完全破損，同時入水，船本身浮力無
法承受，令船隻失控下沉。
設計圖片

資深船長：港九小輪常不開雷達
居於南丫島一年的美國船長，
平日觀察到來往小輪平日約有八成
機會不開雷達，更多在公眾假期為
趕船期而加速行駛；他甚至曾經親
身體驗小輪與其他街渡在維港互不
相讓，擦身而過。船長曾經就上述
問題電郵致海事處，但處方半年來
置之不理。
站在榕樹灣碼頭，現任技術顧
問的Kris Moa（見圖），昨傍晚指着
停泊在岸的港九小輪說，如雷達運
行，船上的黃燈下方會看見有東西
在旋轉，但這架船並沒有。
他解釋，按照海上避碰規則，

版面索引 A1 要聞．港聞．每日雜誌 A2 港聞．中國．國際 B 財經 C 地產 D

船隻有必要用盡一切方法避免碰
撞，包括確保雷達一直運行。但據
他觀察，港九小輪幾乎有八成班次
不開雷達在海中行駛。令他更驚訝
的是，海難過後，眼前的小輪依舊
不開雷達，但這時已是天黑七時半。

「如不正視，有機會再出事」
Kris持有美國船長牌照，曾任
六年船長，以及在加拿大、中東等
地駕遊艇廿年。他去年來到香港，
看見每隻渡輪也很冒險，不只是港
九小輪，海上很多船隻互不相讓，
走得愈近，速度反而愈快。例如半

娛樂．體育

E1 副刊 E2 副刊 F

年前，他就曾經乘搭未有開雷達的
港九小輪，駛到維港中央時，竟和
另一隻街渡擦身追逐，意圖阻止對
方前進。
他認為，港九小輪和其他渡輪
公司一樣，為符合船期而追求速
度，假期繁忙時段尤其嚴重。他認
為，今次撞船並非意外，而是他意
料之內，估計其他公司如不正視問
題，亦同樣有機會出事。他曾經致
電郵給海事處，要求本港船隻增加
「船舶自動識別系統」（AIS），以識
別船舶，預防碰撞，可惜半年來卻
未得到任何回音。
記者 洪藹婷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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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是冷酷無情地方」

哀城

■ 數百市民在時代廣場停下腳
步，默哀三分鐘。
陳鐵剛攝

昨日，本港瀰漫一片
哀愁，平日熱鬧非常的中環街
頭、銅鑼灣時代廣場等多處地方，正午十二時寂
靜無聲，數以百萬計巿民自發低頭，默哀三分
鐘，悼念十．一海難三十八名死者亡靈，不少人
更飲泣落淚；至晚上，過百萬巿民在港燈專頁點
擊燭光，期望「逝者安息、生者堅強」，希望所
有人都能勇敢地走出慘劇陰霾——天道無常，
尚幸人間有愛！
記者：張媺媺

■ 港交所人員暫停工作，
誠心悼念。
路透社

一撞船釀三十八人死亡慘劇，成為香港四十一
南丫島十
年來最嚴重海難，政府宣布昨為「全港哀悼日」，
•

香港市民在正午十二時，一起為死難者默哀三分鐘。
在港燈堅尼地道的總部，董事總經理曹棨森率
領二百多名穿上黑色衣服的員工默哀，每人都神
情哀傷，部分人更低頭飲泣。他發言時指港燈有
七名員工在海難中離世，另外四人仍然留醫，
但眼見很多無名英雄落海救人，又有不少善心
人關心，令他感到人間溫暖，「香港不是一個
冷酷無情的地方」，感謝各界支持。
他指明白災後心靈的創傷，需要長時間撫平，祝願同事要堅
強，「逝者安息，生者堅強。」公司會向他們及家屬，提供「人盯人」
的跟進工作，支援和慰問死傷者家屬。港燈又隨即在中環聖約翰
座堂舉行公眾追思會，有約五百名港燈員工和巿民出席。曹棨森
由曹太攙扶到場，他已雙眼通紅不斷喘氣，而身旁的曹太也不停
用紙巾拭淚，兩位都面帶愁容，神情哀傷。

曹棨森籲「生者堅強」
「雖然經過多種災禍……此恩領我平安度過，更將領我回家。」
追思會以詩歌《奇妙恩典》開始，主禮牧師其後燃點三十八支蠟
燭，每一支蠟燭燃起，神職人員就敲一下鐘聲，象徵和悼念事故
中三十八名死難者，然後低頭默哀一分鐘，為事故中所有受影響
的人禱告，不少出席者都禁不住飲泣落淚，又有人仰天歎息，似
是慨歎天意弄人。
追思會後，不少出席者都在教堂外的弔唁冊寫上心意。在港
燈培訓部門工作的譚小姐認識其中兩名遇難人士，感到非常難
過，這幾天因此失眠，祝願所有死傷者家屬都能重新振作。

百萬人「點」燭光追思
港燈在網頁內設立專頁，深切哀悼離世的同事和其他遇難
人士，希望陪伴倖存者走過困難一刻，永遠懷念海難中的死
者。至昨晚八時，已有超過一百萬位巿民點擊蠟燭圖案，表達
心意。港燈也將網頁的顏色轉為黑白色，以示悼念，又委託基
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設立捐款戶口，為受今次海難事件影響的人
士提供援助。
相關新聞刊A4至A14版

■ 港大學者會在校園響應
「哀悼日」
。
楊柏賢攝

鮮花伴紙鶴 為倖存打氣
全港同哀，七百萬人同悼。在香港不同角
落，市民應港府呼籲，到全港十八區設立弔唁處
簽弔唁冊悼念死難者。前往弔唁處的，有的市民
為表心意，親自獻上鮮花；有的不論是打工仔抑
或學生，不惜午飯時間抽空寫上祝福，更反思到
珍惜生命的可貴；有的家長甚至帶同孩子前來見
證。這些人，為的都是一份心意。
十月四日，全港哀悼的一天。平日人來人往
的銅鑼灣時代廣場，數百名市民在正午都停下腳
步，自發在大電視前駐足，低頭默哀。中環街頭
也有人響應，自發默哀。在中環港外綫南丫島碼
頭開出。不少市民到碼頭空地前的告示板上寫上
心意紙條，放置鮮花哀悼，亦有人用紙摺成花朵
和紙鶴表達心意。

打工仔請假到碼頭致哀
有附近上班市民表示，向公司請假到碼頭悼
念，希望遇事的家屬盡快渡過陰暗，重新振作。
踏正中午維港的船鳴笛三分鐘致哀，不少巿民在
岸邊響應，望着大海為海難死者默哀。
民政事務總署昨起一連三日，全港十八區
設立弔唁處，讓公眾悼念死難者。其中位於跑馬

地禮頓山社區會堂，不少身穿黑衣或素衣的市
民，前來以語言或獻花表達心意。周女士坦言
對事故感到難過難受，就連三歲的兒子都會問
為何會發生意外，故昨午帶同剛於灣仔放學的
兒子，前來簽弔唁冊表達心意，並特為現危殆
的九歲女童小凱盈加油打氣，及感激前綫救
護人員所作貢獻。
七十四歲退休人士賴先生稱，看到發
生嚴重意外，每個人心情都不會好，事發
當晚亦徹夜難眠。他希望死難者家屬不要
太難過，傷者就早日康復。同為退休人
士的蔡女士坦言，未知是否看得太多相
關新聞，過去兩晚都發了噩夢，當聽到
死亡數字上升就會非常傷心。居於北角
的她，專誠來灣仔簽署寫上「一路好走」
簡單四字，就像紓緩內心沉痛。
任職會計的鍾小姐，趁午飯時間
過來簽署，向死難者送上最後祝福，事
件亦令她反思到珍惜生命的可貴。於鄰
近中學就讀的梁同學與林同學等五位學
生，亦特意午飯時間抽空前來，學校昨
早亦有舉行悼念儀式。
記者 余瑋

版面索引 A1 要聞．港聞．每日雜誌 A2 港聞．中國．國際 B 財經 C 地產 D1 娛樂 D2 辣料王 E 副刊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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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市民對海難事件，
表示仍感心痛。 陳鐵剛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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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殘忍

個天

二○一二年十月六日 星期六

海難添傷痛 小凱盈走了

A2

小凱盈，永別了！國慶生辰滿
九歲的女童徐凱盈一家四口
同遇海難，母親與六歲弟
弟獲救，其中父親徐志
偉不幸罹難，她昏迷勇
抗死神至昨晚亦告不
治，令死難者人數
增至三十九人。
凱盈母親於短短五日先後面對夫女雙亡噩耗，大受
打擊，仍忍痛守在凱盈病牀邊，堅強地陪伴愛女
走最後一程，以後僅母子相依為命，令人心酸。
記者：羅偉明

譚皚璧

難中命危的九歲女童徐凱盈，勇戰死神五日不治，令南丫島撞

海船慘劇再添亡魂。醫管局公布，截至昨晚九時許為止，南丫四
號上一百二十四名乘客與三名船員中，共有三十九人死亡，八十七人受
傷，目前仍有八男五女留院，各人情況分別是滿意與穩定，另一人毋須
入院。

勇戰死神五天 隨父離世
生於「十．一」的徐凱盈在九歲生日當天，與父母及六歲弟弟登上「南丫四
號」親子同遊，父母兼為寶貝女慶祝生辰，原本喜氣洋洋，詎料遽變「死亡之
旅」。任職港燈工程師的四十二歲父親徐志偉即日證實死亡，凱盈與母親及弟弟同
告獲救，惟她被送入東區醫院留醫深切治療部，一直昏迷不醒，命懸一綫。
消息稱，凱盈當日遇溺致肺部積了大量海水，心臟一度停頓，須靠心肺儀器輔助及
支持其心肺功能。醫護人員看見凱盈的小小身軀插有多條喉管，無不大感心痛，人人拼盡
全力搶救她，每天都期望奇迹出現。可惜事與願違，小凱盈的情況沒有好轉，醫生昨為她檢
查過後，發覺其狀況愈見危急。

■福澤殯儀館為死難者，舉行七天公祭。

億遍佛經悼亡靈
罹難情侶同舉殯

母病牀旁陪走最後一程
據了解，親屬當日擔心凱盈母親無法接受夫死女危，一度隱瞞真相，及後因當局要求直系親屬
認屍，親友才將噩耗告知。本周三，徐太在親友陪同下，坐輪椅到殮房認領亡夫遺體。可是哀
痛未已，徐太於短短五日內，再要承受另一次失去至親的打擊，但她這次堅強撐下去。
據知，凱盈母親昨午驚聞愛女危在旦夕，已作了最壞打算，立刻趕抵醫院守護在病
牀旁，忍着悲傷陪伴愛女走最後一程，至昨晚八時五十三分，小凱盈宣告不治。

塵歸塵、土歸土！三十九名海難死者
中，據知最少四人正擇日舉殯，當中一對情
侶更選擇一同舉殯。有殯儀館昨起義務為死
者舉行七天公祭，由喇嘛誦經超度亡靈。
據悉，十．一海難三十九名罹難者中，
一對情侶將在紅磡福澤殯儀館一同設靈，另
外兩名女死者則會在旁邊的萬國殯儀館舉
殯；至於世界殯儀館則表示暫時未收到死者
家屬查詢。
福澤殯儀館昨日起至下周四，一連七日每
日下午四時至晚上十時，為海難死者舉行公
祭，公祭以藏傳佛教儀式進行，先由最少四名
喇嘛負責灑淨，隔絕一眾冤親債主騷擾死者，
再進行招魂，唸誦西藏導亡經導引死者走向西
方極樂，最後為前來公祭的善眾祈福。

驚聞噩耗 醫護傷心垂淚
由於小凱盈病況危急的消息早已傳出，東區醫院上下瀰漫一片愁雲慘
霧，多名醫護人員憂心忡忡，神色凝重，亦有大批傳媒在病房外守
候，各人都默默為凱盈打氣，至晚上傳出凱盈離世，不僅凱盈親屬
悲慟嚎哭，醫護人員也難忍傷心垂淚，最擔心凱盈母親隨時情
緒崩潰。今次海難奪去多個家庭的歡樂，全港深感哀痛，
更牽動全城網民在網上留言，鼓勵凱盈力抗死神，
惜奇迹不再，網民祝願凱盈得以安息，並指
「個天好殘忍」，也希望其母親與弟弟
堅強活下去。
相關新聞刊
A12及A13版

殯儀館義辦七天公祭
館方表示，希望集合眾人唸誦「阿彌陀
佛心咒」一億遍，將功德迴向給死者。而未
能出席公祭的市民，亦可到館方的facbook
網站下載經文表格，自行唸誦，再於下周二

■小凱盈母親短時間來再
度痛失親人，叫人難過。

她能化身小天使，與父親一起在天堂相
聚」，網民似以不同的祝福字句中，尋找
一點慰藉。
一宗海難令徐家四口失去兩人，
網民不忘小凱盈的母親及六歲的弟
弟，希望將支持她們一家的說話，可
透過網絡傳開去，令她們感受到人間
溫暖：「戥媽媽慘，希望她可以撐住，
好好堅強活下去！」亦有網民留言說：
「祝願她媽媽及弟弟能堅強起來，面對
往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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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環署提供身後協助
另外，食環署昨表示會為死者家屬提供
五項協助，包括派專人為家屬提供一站式身
後服務；盡量按家屬要求安排合適的火葬場
和火葬時段；豁免所有食環署身故服務收
費；視乎家屬意願協助安葬死者，包括與宗
教團體、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及其他非
政府機構聯絡，提供政府墳場墓地或靈灰龕
位，以及協助家屬在「無盡思念」網站為逝者
設立紀念網頁。
記者 楊耀登

對於九歲女童徐凱盈昨終傷重不治，有急症室
專科醫生指出，一個不懂游泳的人在水中遇溺，倘
若肺部缺氧超過三分鐘，足以令腦部缺氧而死亡，
他相信凱盈死因亦與此有關。
急症室專科醫生彭繼茂表示，一個人在水中遇
溺，肺部氧氣只可支持三分鐘，若果不及時獲救，
肺部吸入大量海水，便會令致腦部缺氧或上呼吸系
統閉塞，他相信凱盈當日被救起時，因腦部缺氧已
變成「植物人」。

醫生：救人要先救「個腦」

籲徐母「好好堅強活下去」
「凱盈，一路好走，妳爸爸會在彩虹
橋下等妳。」這天，港人或許身在家中，
但卻同心向遠方送上祝福。

前寄回，於法事圓滿日一同火化。
隸屬東華三院的萬國殯儀館，為海難死
者家屬提供最高一萬七千元的棺木及靈堂恩
恤資助。萬國殯儀館副經理梁志峰稱，棺木
和靈堂費用佔了整筆治喪費的大部分，相信
恩恤資助能聊表對家屬的支持。他又指出，
家屬需先向食環署預約火化日期，才能確定
正式舉殯日期，現時正值殯儀淡季，相信不
難預約火化，而家屬亦可向東華三院申請將
先人骨灰龕安置於義莊。

遇溺三分鐘
可致腦缺氧

網民：爸爸在彩虹橋下等你
全城正在哀悼南丫島海難亡靈之
際，再有年僅九歲的小凱盈傷重不治，
令市民更添傷感，網上討論區再現愁雲
慘霧。面對生命無常，有網民慨歎：「個
天真係好殘忍！」
南丫島海難的遇難人數，昨日再添
一人。連日來與死神搏鬥的小凱盈，傷
勢雖然沒有明顯好轉，但全港市民也期
待奇迹出現。
昨晚約十時，小凱盈死訊傳出不
久，網上討論區即有人轉載此消息。兩
小時內，上千計的網民紛紛在網上留下
悼念字句，彷彿要把祝福，透過互聯
網，與天堂連成一綫，希望小凱盈能安
息。
「牽着爸爸的手一路好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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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市民為罹難者及倖存者，貼上心意
卡悼念及打氣。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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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醫生指出，「救人最緊要先救『個腦』」，由於
幼童康復的能力較成年人強，醫院在她出事後，利
用心肺機儀器協助其呼吸，目的是要讓其腦部，有
機會恢復呼吸與活動功能，日後康復過來，再作其
他受損器官的治療，例如為受損的心房與肺部，裝
置一些輔助儀器。
本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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