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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探望受傷消防盼速康復
率高官赴醫院強調非常重視 黎文軒：設專組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

文森）石硤尾邨昨日發生的氣體爆炸事故，
導致 9 名消防員受傷，其中 6 人危殆，特首梁
振英在事發後到廣華醫院探望受傷的消防
員。梁振英強調，特區政府非常重視今次事
件，並會全面調查肇事原因。消防處昨晚公
布，已成立專案小組，調查包括洩漏氣體及
爆炸的原因、滅火救援程序上有無失誤，及
為何會造成大量消防員嚴重受傷等。

梁振英與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公務
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消防處處

長黎文軒等一行 10 多人，於昨日下午約
4 時 25 分到達廣華醫院探望受傷的消防
員。他先到 7 樓的燒傷部，探望其中一
個在是次氣體爆炸中燒傷的消防員，在
逗留 5 分鐘至 10 分鐘後轉到 5 樓的深切
治療部，探望 2 名傷勢較重的消防員。
同日下午 5 時 40 分，各人乘車前往瑪嘉
烈醫院探望剛做完手術、傷勢最重的梁
■玻璃窗飛墮樓下造成大量玻璃碎。
姓消防總隊目。
梁振英在離開瑪嘉烈醫院時表示，事件共造成9名消防員受傷，其中６人情況危殆。他希望受
傷的消防員在醫護人員的全力搶救下，能夠盡快度過危險時期，盡快康復，並強調特區非常重
視是次事件，會全面調查肇事原因，而醫管局的醫生及護士正全力搶救傷者，社會福利署也啟
動了地區支援小組工作，循多方面協助受影響人士。

福利部門助家屬解困
黎文軒表示，他對事件表示非常難過，福利部門已聯絡家屬將提供一切協助，而消防處已
成立專案小組，將聯同西九龍重案組合力徹查案件，包括洩漏氣體原因、爆炸原因、死者死
因、滅火救援程序上有無失誤、為何會造成大量消防員嚴重受傷，及保護衣物、工具及處理
程序是否有提升及改善空間。
消防處助理處長吳偉強補充，由於 9 名消防員俱告受傷，許多細節包括當時執行任務的消
防員的破門情況，各人身處的確實位置，以及是否涉及電話或按鐘等產生火花引發爆炸等，
均需專案小組稍後向受傷的消防員錄取口供調查。

副總長等組成專案小組
消防處昨晚宣布，調查是次事件的專案小組，由副消防總長、高級消防區長及助理消防區長組
成，主要調查關氣體洩漏的原因、爆炸原因、滅火救援的程序，及引致多人受傷的原因，並檢視滅
火救援程序。消防處已邀請了政府化驗所和機電工程署轄下的氣體標準事務處協助調查工作。

近年嚴重煤氣爆炸事件簿
■2012 年 4 月 12 日：黃大仙上邨達善樓 16 樓一名患抑鬱症中年漢開煤氣企圖自殺觸發猛
烈爆炸，
烈爆炸
，一家三口被炸傷
■2011 年 7 月 29 日：荃灣石圍角村石芳樓地下一間茶餐廳
荃灣石圍角村石芳樓地下一間茶餐廳，
，一名廚工更換石油氣樽不慎
引起洩漏並搶火，
引起洩漏並搶火
，廚工嚴重燒傷
■2006 年 4 月 11 日：牛頭角佐敦谷北道偉景樓發生地底煤氣洩漏引發大爆炸
牛頭角佐敦谷北道偉景樓發生地底煤氣洩漏引發大爆炸，
，釀成 2 死 8
傷慘劇
■2006 年 2 月 3 日：深井青山公路近浪翠園一個工地
深井青山公路近浪翠園一個工地，
，因意外鑿穿地底煤氣管
因意外鑿穿地底煤氣管，
，引致煤氣
洩漏，
洩漏
，發生搶火及爆炸
發生搶火及爆炸，
，8 名工人灼傷
■2002
2002年
年 10
10月
月 30
30日
日：黃大仙翠竹花園一住宅懷疑有人用石油氣自殺
黃大仙翠竹花園一住宅懷疑有人用石油氣自殺，
，到場救援的消防員入屋
時突然發生爆炸，
時突然發生爆炸
，共釀成
共釀成3
3 死 21
21傷
傷，傷者全是消防及救護人員
傷者全是消防及救護人員，
，其中
其中3
3 名消防員情況嚴重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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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社署已派出地區支援小組
社署已派出地區支援小組，
，了解
附近居民需要。
附近居民需要
。圖為疏散的居民昨
晚安坐屋邨球場，
晚安坐屋邨球場
，等候解封回家
等候解封回家。
。

社署設臨時中心助居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石硤尾邨單位氣體洩漏爆炸造成多人傷亡，社會福利署署長
葉文娟昨日在一公開活動後表示，署方已在肇事現場附近設立臨時中心，協助有需要人士，
同時派出地區支援小組，了解附近居民是否有食物或特別住宿需要，並會聯同地區民政事務
署協助居民，而在未來不同階段，社署會派出社工及心理專家協助。

多人傷頭疑未戴裝備 處方：有訂安全指引

■肇事單位多塊窗戶玻璃飛脫。

■ 梁振英昨日率領多位官員到醫院探望受傷的消防
員，並強調非常重視事件
並強調非常重視事件，
，會全面調查肇事原因
會全面調查肇事原因。
。



是次爆炸事件造成 9 名消防員受
傷。由於受傷消防員均是面部、手部
&
燒傷或頭部受傷，有人質疑他們在執
行任務時沒有依足指引佩戴防護裝備，或在處理程序
上出錯。消防處昨日表示，工作中的消防員均須穿着

足夠的安全保護衣以確保安全。至於多名消防員受傷
的原因，會交由昨日成立的專案小組調查。
消防處處長黎文軒昨日被問及多名消防員受傷，
是否涉及裝備不足或程序出錯時表示，消防處有制
訂處理不明氣體程序指引及安全守則，並提供足夠
的訓練，並會不時檢討裝備等。他有信心消防員已
掌握及做好操練。
參與現場指揮的消防處助理處長吳偉強也強調，
工作中的消防員均須穿着足夠的安全保護衣，確保
他們在處理事件中是安全的。
他續說，在處理氣體洩漏時，消防員會按照既定
程序，包括要儘快找出洩漏氣體的來源，使其停止
洩漏，並留意現場有沒有可燃物可點着氣體引致爆
炸，及須評估現場危險程度及進行疏散等。

現場發現呼吸器等裝備
消防處昨晚回應指，一般而言，處理不明氣體的
程序包括進行風險評估，盡快尋找及停止氣體的洩
漏，確保沒有可燃的物品會點着氣體，以及在安全
的情況下盡快疏散附近的居民；消防人員則需要穿
着全套保護衣物、帶備呼吸器、爆破裝備及可燃氣
體探測器，而處方從事故現場收回的工具及裝備
中，發現包括有呼吸器等保護裝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劉友光、杜法祖

■消防處表示
消防處表示，
，
有制訂處理不明
氣體程序指引及
安全守則。
安全守則
。圖為
昨參與救援的消
防員。
防員
。

專家：破門
「惹火」
易爆炸
石硤尾邨美映樓氣體爆炸造成 1 死 12 傷事件
傷事件，
，據
悉消防員接報到達懷疑單位時，發現原來是隔鄰單
悉消防員接報到達懷疑單位時，
位檢測到可疑氣體，
位檢測到可疑氣體
，破門後發生爆炸
破門後發生爆炸。
。香港理工大
學機械工程系工程師盧覺強昨日指，
學機械工程系工程師盧覺強昨日指
，消防破門而入
時，容易溝入氧氣及火花
容易溝入氧氣及火花，
，導致爆炸
導致爆炸。
。
盧覺強昨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指出，
盧覺強昨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指出
，只要易燃氣
體與空氣比例達到合適水平，
體與空氣比例達到合適水平
，消防破門而入時容易
溝入氧氣及火花，
溝入氧氣及火花
，導致爆炸
導致爆炸。
。倘現場洩漏的是石油
氣，因較空氣輕
因較空氣輕，
，只要開窗就可吹散
只要開窗就可吹散，
，但若果是洩
漏煤氣，
漏煤氣
，危險程度相當大
危險程度相當大。
。

毀𨋢 門衝擊力起碼百磅
他續說，
他續說
，是次爆炸衝擊力令升降機門也受波及
是次爆炸衝擊力令升降機門也受波及，
，
相信衝擊力至少有 100 磅重
磅重，
，等同一輛私家車以時
速 10
10公里的速度撞向一個靜止的人
公里的速度撞向一個靜止的人。
。
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張志剛則提醒
香港工程師學
會會長張志剛則提醒，
， 市民倘嗅
到有氣體味，
到有氣體味
， 應該盡快打開窗
應該盡快打開窗，
， 讓氣體飄出屋
外 ， 從而減低室內的氣體濃度
從而減低室內的氣體濃度，
， 又提醒市民不要
做涉及電源的動作，
做涉及電源的動作
， 例如按門鈴
例如按門鈴、
、開燈
開燈、
、插電掣
及打電話等。
及打電話等
。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兆東

喉甩遺士巴拿
疑有人放氣自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石硤尾邨大
爆炸事件，警方重案組正追查陳屍單位死者身
份，初步相信他為該單位的56歲獨居戶主，不
排除有人以士巴拿扭開煤氣喉企圖自殺，但是
否有人點燃氣體釀成大爆炸仍有待確定。
肇事單位戶主為一名中年獨居漢，獨居上
址5年至6年，並在是次爆炸中死亡，左邊臉
燒焦。警方昨日透露，肇事單位廚房的煤氣
喉曾遭人扭鬆甩脫，地上遺有一把士巴拿，
估計是有人刻意扭開煤氣喉放氣導致爆炸，
初步相信案件有可疑。

死者穿 8 衣 3 褲情況不尋常
警方又透露，他們在發現死者時，發現他
身上穿有8件上衣及3條褲，情況不尋常，初
步不排除他精神有異，現正了解其有否精神
病歷紀錄。
據街坊表示，該名男戶主平日已似精神有
異，出入大廈時目光散煥，更常喃喃自語。
事發前，有人更將家中大量傢俬雜物搬出外
走廊，似已顯露不尋常情況。

■ 消防員從肇事現場收回
的工具及裝備中，
的工具及裝備中
， 發現包
括有呼吸器等保護裝備。
括有呼吸器等保護裝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