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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主鎖門封窗「焗死」累街坊
身穿8衣3褲倒斃廚房 消防續查是否出錯或未遵指引

屋邨大爆炸死傷名單
姓名 年齡 身份 情況
死者
陳志輝 56歲 單位戶主 死亡
傷者 (消防人員 )
1. 梁國基 49歲 消防總隊目 危殆
2. 湯裔昌 49歲 高級消防隊長 危殆
3. 唐國進 29歲 消防員 危殆
4. 王耀祖 34歲 消防員 危殆
5. 胡國健 28歲 消防員 危殆
6. 陳泳明 53歲 消防員 危殆轉嚴重
7. 張勇聰 28歲 消防員 嚴重轉穩定
8. 廖遠文 50歲 消防隊目 穩定
9. 梁百成 46歲 消防員 穩定
傷者 (市民 )
1. 伍嘉欣 11歲 住客 出院
2. 麥先生 45歲 住客 穩定
3. 彭小姐 21歲 住客 出院

懷疑開煤氣自殺導致大爆炸的單
位男戶主陳志輝(56歲)，消息

指他擁大專學歷，曾任職化驗工
作，是專業人士，惟長期受偏頭痛
困擾，在1988年後開始失業，其間
曾兼職印刷散工，至五六年前遷往
上址獨居，因性格孤癖，與家人疏
離，去年他因干犯盜竊罪成判監，
但獲緩刑兩年，惟今年初再犯，結
果被判處監禁1個月，出獄後於今年
7月獲批綜援生活。其家人向警方透
露，陳沒有結婚或女朋友，亦沒有
精神病或情緒病紀錄，不覺他有異
樣。
惟據鄰居指近年已察覺陳「神神
化化」，行為閃縮。另據現場蒐
證，他被發現時身穿8件上衣及3條
褲倒斃於廚房內，另外廚房內的煤
氣喉管則被人為干擾鬆脫，現場更
遺下一柄士巴拿，警方因而不排除
有人破壞喉管企圖以煤氣自殺，最
終釀成大爆炸，消息更指陳尋死意
志堅決，事前除將大門反鎖外，更
用膠紙封閉所有窗門。
石硤尾邨美映樓爆炸現場樓層，

昨早仍未解封，樓下部分空地及大
坑西街行車線亦封閉，路面仍遺下

爆炸時飛散落樓的玻璃碎片、碎膠
片、木碎及毀爛窗框等。早上10時
許，10多名西九龍總區重案組探
員，聯同消防調查隊及政府化驗所
人員重返現場調查，探員除向街坊
了解男死者背景及生活習慣外，又
與消防及化驗所人員在大坑西街視
察拍照及測量，並檢走部分碎片。
至下午3時許，有工人開始清走碎
片，隨後解封路面。至晚上7時許，
6名重案組探員離開美映樓時，帶走
數袋證物，包括3部電腦。

蔣麗芸到現場慰問街坊
由於發生爆炸的11樓全層損毀嚴

重，加上要進行蒐證工作，短期內
仍無法解封，18戶受影響的住客昨
晨獲安排分批返回單位執拾細軟及
必需品。另外多個團體包括社工、
區議員及房屋署等，都在美映樓樓
下設立臨時諮詢及登記站，協助受
影響居民，其間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蔣麗芸亦親到現場慰問街坊，據悉
房署將於周一(24日)晚上8時半舉行
居民大會，以了解居民情況及需
要，此外亦有社工呼籲居民簽名祝
願受傷的消防員及市民早日康復。

釀成1死12傷的石硤尾邨煤氣大爆炸案，有消息指遭

炸死的戶主原是專業人士，因偏頭痛而失業，更曾犯盜

竊案入獄，性格變孤癖，不排除有人圖以開煤氣自殺，

最終釀成大爆炸。警方重案組聯同消防調查隊及政府化

驗所人員昨日續返現場蒐證，檢走多袋證物，包括3部電腦，

由於肇事的11樓樓層短期仍難解封，受影響的18戶住客僅能

返回單位取走必需品。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到醫院探望受

傷消防員，對事件感到非常難過。消防專案小組繼續追查事

件為何釀成多名消防員受傷，包括是否有人判斷出錯或未遵

從安全指引等。 ■記者劉友光、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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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劉友光，
杜法祖 )石硤尾邨煤氣大爆炸事件
釀成1死12傷，9名受傷消防員中
仍有5人情況危殆，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消防處處長黎文軒及民建
聯約7名成員，包括立法會議員葉
國謙和蔣麗芸等亦有到醫院探望受
傷消防員，林鄭月娥對事件表示非
常難過；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
指受傷消防員被熱力及化學成份的
煙嗆到，呼吸道可能受感染及灼
傷，已採取預防性插喉治療，而消
防總隊目梁國基後腦重創仍然昏
迷，在深切治療部留醫。逾百消防
人員昨紛到醫院探望，又在face-
book（面書）上留言打氣，祈望
各人能堅強捱過難關。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午由消

防處處長黎文軒陪同，到瑪嘉烈醫
院探望受傷最嚴重的消防總隊目梁
國基，她指梁已接受手術，但仍未
清醒，已安慰其家人，並對家屬提
出的要求承諾會協助，消防福利部
將跟進，林鄭對事件感到非常難

過，希望一眾受傷消防員盡快康復，她其後
再到威爾斯醫院探望其他受傷消防員。

高永文：呼吸道或灼傷故插喉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特別關注

5名仍處於危殆情況消防員，傷者多是在爆

炸一刻被高熱及可能含化學成分的煙所嗆，
吸入後影響上呼吸道，如嚴重情況，下呼吸
道亦會灼傷及化學受傷，可能會引起細菌感
染或呼吸道阻塞，對生命有危險。高永文續
稱，院方正非常謹慎地照顧受傷消防員，採
用預防性的插喉，保持上呼吸道暢通；希望
醫護團隊對傷者的緊密照顧，能盡量搶救他
們的性命，減低將來任何的後遺症。他又
指，有傷者因爆炸時的衝擊波將其拋起撞向
硬物，當中傷勢較嚴重的消防員(指梁國基)
相信是遇到此類情況。
在煤氣大爆炸中受傷的9名消防員，其中
旺角消防局總隊目梁國基(49歲)傷勢較同袍
嚴重，他後腦重創有血塊，須開腦減壓，目
前情況危殆，其家人包括妻子通宵在醫院守
候，神情哀傷，多名同袍昨先後到醫院探
望。
與梁同期受訓的新界區高級消防隊長丁先

生指，與梁相識近30年，對事件感到難
過，雖未與他駐守同區，但每年都有聚會。
他指梁對工作充滿熱誠，為人盡責，對下屬
很好，深受同事及朋友歡迎。他指事件反映
消防工作始終有危險性，即使程序、訓練及
裝備如何完善仍有機會受傷。
另一名危殆的高級消防隊長湯裔昌(49

歲)，曾參與2010年3月8日長沙灣青山道麗
昌工廠大廈針織廠4級大火救援，當日火警
造成消防隊目楊俊傑殉職及3人受傷，其後
在死因庭聆訊中，湯被裁判官斥責指他無遵
守處理規定，3度進入火場但2次沒經煙帽
管制程序，湯其後在庭上認錯。

市民同袍面書打氣
此外，大批消防同袍昨先後到3間醫院探
望受傷同袍，有逾百消防員在facebook（面
書）上留言為梁國基打氣，「基哥，撐
住!」「消防員無嘢頂唔住！你一定平安返
家！」亦市民透過社交網站留言為消防員打
氣：「消防員是城市英雄！」「天祐英雄！
一定無事！」等。

■政務司
司長林鄭
月娥由消
防處處長
黎文軒陪
同到醫院
探望受傷
消防員。

消防一哥：現場主管評估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劉友光，杜法祖 ) 對於爆炸事件

為何會造成多達9名消防員受傷，且當中大部分被灼傷
面部、手部及呼吸道，致傷勢危殆，因而被質疑是否有
人判斷出錯或未遵從指引，包括配戴安全面罩等，消防
處處長黎文軒指事故仍在調查中，專案小組將聯同警方
及政府化驗所人員在肇事現場蒐證及分析，另外亦會待
受傷同事康復後，再安排會面詳細了解。
黎文軒續稱，專案小組的調查將包括消防員當時的

裝備，以及是否依足程序等，指消防處處理洩漏氣體
事故時，現場主管會作風險評估，因應實際環境需要
再調配人員工作，但強調不可劃一規定。他又指，事
發時現場同事有帶面罩及呼吸器上樓，但不肯定有沒
有戴上身，當時的實際情況如何仍有待了解，目前不
會作任何結論。
根據消防處指引，處理懷疑有氣體洩漏時，消防員

要配戴全副裝備，包括面罩及呼吸器。破門時要射
水，避免產生火花等。除了破門或支援人員，其餘消
防員應在安全距離，最好是另一樓層戒備。

梁國基湯裔昌均穿整套保護裝備
有消息指，爆炸發生前，首批消防員在現場確定肇事

單位有可燃氣體洩漏後，即分頭處理，其中消防總隊目
梁國基(49歲)與高級消防隊長湯裔昌(49歲)負責破門進入
單位，因肇事單位面積狹窄，其他消防員只能留在屋外
走廊，詎料梁與湯進入單位不久，即發生猛烈爆炸並產

生熾熱的火團及煙霧，由於梁與湯均有穿着整套保護裝
備及氧氣罩，因而未被灼傷，但被強大氣流拋起撞向硬
物，造成頭部及身體重創，至於其他在門外走廊處理其
他工作的同袍，疑因未戴上面罩及手套等保護裝備，結
果面部、手部及呼吸道均被灼傷。

鄰居婆婆：全屋剩張床完好

由於爆炸樓層昨日仍未解
封，受影響的18戶居民仍然
「有家歸不得」，昨晨只獲安
排返回住所執拾必需品，要繼
續往附近老人院或親友家暫

住。其中事隔一日，獲安排返回寓所
拿取降血壓藥的左婆婆(68歲)表示，
整個屋滿是水漬，雪櫃被熏黑，碗碟
亦打碎，十分凌亂，她指前晚被安排
入住安老院，一直無法入睡，故打算
轉到子女家暫住。
獨居的左婆婆續透露，遭炸死的

陳姓男鄰居約在5年前遷入獨居，
性格孤癖，甚少出聲，就算同他打
招呼，他只會點頭，或簡單的以一

句「早晨」作回應，從未交談過，
但過往一直都不覺他有何異狀，直
至近年始察覺他「神神化化」，行
為閃縮，及至數日前更有其他鄰居
發現他無故將大批雜物，包括箱子
及電飯煲等雜物搬出走廊擺放。

家難歸無怨「始終係條人命」
同住爆炸樓層的詹先生(約60歲)

形容陳「怪怪哋」，雖然甚少與鄰
居溝通，但每次碰見，他仍會主動
向陳打招呼，惟一直不知道他從事
何種工作。詹續稱，過往曾見陳的
胞弟上門探望，惟多次都無法入屋
或聯絡不上，需要他代為轉話，記

得一次曾好奇向其胞弟查問陳從事
何種工作，詎料連其胞弟亦稱不清
楚。對於家園被波及損毀，有家歸
不得，詹並無埋怨，只對事件感到
惋惜，「依家人都死咗，始終係一
條人命。」
同因大爆炸殃及家園的七旬朱婆

婆表示，前晚要暫住老人院，但卻
通宵無法入睡，至昨晨獲准返家執
拾細軟，發現整屋電器，包括雪櫃
及電飯煲等已損毀或被水浸壞，
「全屋僅得張鐵床完好」，她擔心
日後不知如何是好，希望房署可以
盡快將屋維修好，有人可以幫忙重
置電器等。 ■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

■朱婆婆前晚要暫住老人院，但卻
通宵無法入睡。 劉友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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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婆婆指數日前死者無故將大批
雜物搬出走廊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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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伯形容陳姓死者「怪怪哋」，
甚少與鄰居溝通。 劉友光攝

■居民簽名祝願受傷消防員及市民早日康復。

■警方、消防及政府化驗人員在大廈地下蒐證及調查。
劉友光攝

■立法會議員蔣麗芸到石硤尾邨大爆炸現場慰問受影響
住客。 劉友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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