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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射船高速撞物彈起逾百傷
「海皇星」號入水失動力 消防助8重傷者直升機送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深夜在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與海

事處處長鄭美施陪同到東區醫院探
傷者後表示，有8名傷者傷勢較重，
他對事件感到難過，慶幸大部分傷
者傷勢比較輕微，海事處會按既定
程序調查意外原因。高永文表示探
望過兩三名傷勢較嚴重的傷者，其
中一人肋骨骨折。
消防處署理副消防總長（港島）

陳威豪午夜零時向傳媒匯報最新情
況表示，消防與救護員共處理了121
名傷者，其中8名重傷者由消防員協
助乘直升機直接送院，餘下乘船上
岸的傷者被分流到港九6間不同公立
醫院治理，當中有14人傷勢較重，
其餘均屬輕傷。由於「海皇星」號
右邊船身損毀入水，待抽水穩定船
身再拖返。

澳門返港 小鴉洲外出事
意外發生在昨日傍晚6時41分，

肇事「海皇星」號接載163名乘客及
11名船員，由澳門啟航返港，當駛
至大嶼山西南部小鴉洲對開海面，
懷疑撞到海上不明物件，船身劇烈
搖晃，由於撞擊力強烈，逾百乘客
冷不提防，部分乘客被拋離座位，
撞到前方椅背受傷，更有傷勢較重
乘客倒在地上待救。

恐重演海難 場面一度混亂
由於船身懷疑入水，船長馬上通
知海事處協助報警。初時乘客不知
發生何事，恐南丫島海難重演，眾
人驚惶失措，場面一度混亂，其後

船長透過廣播通知乘客發生意外，
船員則協助乘客穿上救生衣，等候
拯救人員趕來協助。
水警輪與多艘消防輪接報馬上趕赴

現場救援，飛行服務隊直升機亦一度
到場支援，首批救援人員於昨晚7時半
趕到，登船證實有多名乘客受傷，尚
幸俱無生命危險，由於船隻已失動力，
遂安排多艘水警輪分批將傷者送返港
島。大批救護車及警員分別趕到中區
政府碼頭及西環招商局碼頭戒備候命。
至約晚上8時半，眾傷者先後送抵碼
頭，再轉乘救護車到醫院治理。肇事
的「海皇星」號事後拖返信德中心港
外線碼頭，待有關當局檢驗及調查意
外原因。

肇事船10年前釀「停船」意外
「海皇星」號（Horta）噴射船屬信
德中旅船務管理有限公司，於1980年
在美國生產，型號為Boeing Jetfoil
929-115，航速47節，可載客202人，
至2012年7月改裝為第三艘至尊噴射
船。「海皇星」號於2005年3月曾發
生「停船」意外，當晚8時許返港途
中，駛至在澳門友誼大橋對開海面，
懷疑機件故障失去動力被迫停下，船
上94人在海上等候約1小時後，由公
司再派船接返香港，事件中無人受傷。
本月10日下午5時，噴射飛航另一
艘噴射船「幸運星」號從澳門返港時
亦曾發生意外，至本港近西環對開時，
疑因主機發生故障，機房突然起火，
煙火由船尾煙囪冒出，近岸亦可清楚
看到，消防輪趕抵開喉將火救熄，134
名乘客及10名船員幸無受傷。

「成架船撞到彈起，跟住全船
『黑晒』，好多人受傷，好混亂！」
一名與妻兒一家三口全部受傷的男乘
客說：「我有扣安全帶，但都被拋到
飛起。」

該名額頭及腳部受傷的男乘客，其妻亦
臉部受傷，兒子則撞傷下顎及手腳，他們
是第一批乘水警輪上岸的乘客，一家三口
上岸時均須接受包紮；臉部貼有紗布的他
稱，在撞船一刻，不少乘客被拋起，有人
被彈上天花板再墮下，他形容：「我都有
戴安全帶，但亦被拋起。」他又指，撞船
後全船一度「熄燈」。
他又稱出事後很混亂，很多人受傷，驚

叫聲此起彼落，不久之後才「定下來」，
有船員協助乘客穿上救生衣。大約等候了
20分鐘，即有水警輪趕到救援。
沒有受傷的乘客莫先生，在政府碼頭上

岸後，向入境處人員登記身份證後離開碼
頭。莫先生稱，他一個人到澳門遊玩，上
船後，船員已透過廣播提醒乘客扣安全
帶，他與許多乘客一樣沒有扣安全帶。在
撞船一刻，他亦跌出座椅，之後見好多人
受傷。
莫先生形容撞船後初時很混亂，大約

10分鐘後才定下來，乘客紛紛找救生衣
穿着，亦有船員協助乘客穿救生衣。經常
出門外遊的莫表示「唔驚」，他在船上等
了約1小時，是第一批登上水警輪返港的
乘客。

■記者 鄺福強、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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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噴射船撞船意外
2014/10/07 噴射船「錫星」號從本港駛往澳門途

中疑撞及漂浮物，釀3人傷。
2014/06/14 載有220人的噴射飛航「幸運星」

號，在駛入澳門碼頭前，疑偏離航道
猛撞防波堤擱淺傾側，釀70人傷。

2014/05/21 開往澳門的噴射飛航「宇航2013」雙
體客輪，與一艘內河船在長洲對開海
面相撞，客輪上38人受傷。

2013/11/29 噴射飛航「木星」號前往澳門途中，
在喜靈洲對開海面撞到不明物體，船
上87人受傷。

2012/12/29 噴射飛航雙體船「鐵星」號疑因偏離
航道，甫離開澳門外港碼頭即撞中海
面浮標損毀，釀26人傷。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中心 製表：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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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身怪青闖食肆偷菜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再有內地來港大學生遇上電
話騙徒破財。大埔香港教育學院一名內地女生，日前接獲自
稱公安陌生人來電，指她涉嫌干犯刑事罪行，要求她依指示
匯款60萬元人民幣作調查用，女事主照辦之後始懷疑受騙，
無奈報警求助，為6日內第五宗大學生被騙案件。
破財內地女學生姓馮（22歲），就讀大埔香港教育學院

四年級。昨日上午11時，警方接獲馮報案，指日前多次收
到不明男子來電，對方自稱公安，指其包裹有問題，訛稱
她與洗黑錢案有關，又指網上有通緝令，要求她依指示匯
款作調查之用。
女事主聞言後信以為真，於是按照對方指示，上周一開

始先後5次透過找換店及銀行，將約共60萬元人民幣（折
合約72萬港元）匯到一個指定內地銀行戶口，其後懷疑受
騙報警。警方初步調查後將案件列作「以欺騙手段取得財
產」處理，由大埔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暫無人被捕。

內地生苦主多未聞假公安騙案
此宗是6日內第五宗涉及大學生被假冒內地官員電話詐

騙案件，之前「中招」的兩男兩女大學生，包括兩名港
大、1名城大及1名理大學生，4人共被騙約31萬港元，其
中兩男一女是來自內地的交流生。
資料顯示，單在9月份警方已共接獲43宗相關電話騙案

舉報，其中26宗有損失，金額共約2,447萬元。以往「中
招」的受害人以長者居多，但近日「中招」的年輕人卻不
乏大學生，且以內地生為主。據稱，數名「中招」內地交
流生事前均未有聽聞這類假公安騙案。有見及此，警方已
於上周五（23日）開始，在facebook新設立的警察專頁，
加入普通話版的慎防假冒內地公安電話騙案的宣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胸有紋身青年，昨凌晨進入油
麻地吳松街一間食肆，逕自進入廚房洗手及取走一柄菜刀，放在腰
際即轉身離開，食肆職員恐日前西環精神病漢隨街斬人案重演，立
即報警求助。警員到場在附近截獲該名青年，再發現他身上另藏摺
刀，遂將他拘捕，正調查是否有人受藥物影響或病發犯案。
被捕青年約20多歲，胸前有紋身，身上並無身份證明文件；疑犯

被捕後又語無倫次，警方正設法與他家人聯絡，以調查他做出怪異
行為原因。
案發昨凌晨1時許，該名青年手持行山杖走入吳松街67號至77號

一食肆內，51歲姓梁女侍應上前招呼，青年卻未有理會，將行山杖
放在一旁，即逕往廚房洗手，並取去一把約30厘米長菜刀後，即轉
身離去，連行山杖亦棄下不顧。梁恐有事故發生立即報警。
巡警接報迅速趕至，在離粥店約150米外的西貢街與廟街交界發現該

青年，警員上前喝止他時，青年立即棄下菜刀企圖逃走，但被警員迅
即制服，警員其後再在他身上搜出另一把長約11公分的摺刀。
消息稱，有人被捕時語無倫次，身上亦無任何身份證明文件，警

方遂以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及「未能出示身份證明文件」兩罪
將其拘捕，正調查他是否受藥物影響，抑或病發犯案，案件由油尖
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三隊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中年單車發燒友
昨晨偕同友人踏單車至薄扶林域多利道時，與一輛
馳至專線小巴相撞，中年漢當場人仰車翻倒地，復
被捲入小巴車底遭輾過腹部，手腳骨折重傷，消防
到場將其救出時已昏迷，警方正調查肇事原因。
踏單車出事受傷男子姓黃（50歲），送院後即時
接受手術搶救，情況嚴重。據其同行姓李友人表
示，黃喜好踏單車，已有10多年經驗。
事發昨晨9時許，黃偕同友人一起踏單車沿薄扶
林域多利道北行，途至碧瑤灣對開時，一輛由49歲
姓李司機駕駛的專線小巴沿薄扶林道南行，當準備
右轉往碧瑤灣小路期間，意外與黃的單車相撞，黃
當場人仰車翻倒地受傷。
現場消息稱，黃被捲入小巴車底再被車輪輾過，
腹部留下車胎印痕，當場重傷昏迷。消防員接報到
場將黃救出，他手腳骨折，由救護員送院治理，現
場遺下大灘血跡。警方事後封鎖現場一段路面展開
調查，傷者友人則在場向警方提供資料助查。

單車漢遭小巴輾腹重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上周五晚一艘躉船撼撞汲水門大
橋，導致青馬大橋全封兩小時事
件，涉案被捕3人包括姓黎拖船
船長（62歲），以及兩名分別姓
梁（56歲）及姓冼（39歲）的躉
船船員，均已獲准保釋，須於11
月下旬再向警方報到。消息稱，
事發時肇事拖船上還有一名船員
並無被捕，但被警方列作案件證
人。而涉事躉船「新財威 8」昨
日仍停泊在油麻地避風塘，水警
繼續上船調查，路政署亦續派人
到汲水門大橋，檢查橋底被撞毀的缺口。
消息稱，警方量度肇事躉船連沒有完全
收起的吊臂，加起高度合共43米，超出駛
越汲水門大橋不能超過41米的高度限制。
而涉案船長及船員向警方聲稱，不知道船
的吊臂撞到大橋，所以離開現場。

疑揀錯航道 或未降吊臂
消息稱，事發當天肇事躉船是在沙螺灣
進行港珠澳大橋工程期間，機件出現故
障，於是透過工程公司聘請拖船，將躉船

拖返油麻地避風塘維修。躉船公司負責人
指事發時躉船吊臂已經收起，而現時青馬
大橋的高度限制是62米，比汲水門大橋高
21米。負責人指稱有人涉錯擇航道，沒有
按照「行規」，駛經橋身較高的青馬大橋
導致意外。
但有拖船業界人士指出，如果拖船要取
道經青馬大橋，船程會慢最少半小時，選
擇走汲水門大橋也屬平常，反指躉船有
「行規」要放下吊臂，不能像高射炮般豎
起。

曾鈺成：議員非反對建入嶼第二通道

■涉事躉船「新財威 8」仍停在油麻地避風塘。

濃煙沖天

■有撞傷額頭的女乘客穿上救生衣等待救援。
網上圖片

■撞船後，有乘客被拋離座位，受傷倒臥椅與
椅之間通道。 網上圖片

■有臥床的傷者，送院時需戴上氧氣罩協
助呼吸。 鄺福強 攝

■一家三口受傷的「海皇星」號乘客。
鄺福強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福強、杜法祖）載着163名乘客由
澳門返港的噴射飛航「海皇星」號，昨日傍晚途至大嶼山西
南部小鴉洲對開海面時，疑高速撞及不明漂浮物，船身拋
起，全船乘客當場東歪西倒被拋離座位，共有121人受傷，船
身更出現入水，並失去動力，船長即通知海事處及報警，大
批水警輪及消防輪趕抵，將傷者陸續送返港島及九龍的碼
頭，上岸後再送院治理，有8名重傷者由直升機送院。由於傷
者眾多，最後一批有19人的傷者，在深夜11時45分才由消
防船送抵分流中心安排送院。海事處正調查肇事原因。

■涉及事件的「海皇星」號。 資料圖片

■署理副消防總長陳
威豪講述事件經過。

鄺福強 攝

■沒受傷乘客莫先生
形容，出事後船上十
分混亂。 鄺福強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汲水門大橋的撞船事故令外界
重新關注大嶼山的交通問題，並有人重提2002年立法會否決
興建十號幹線的建議。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出席活動後表
示，當年的議員不是反對興建另一條往大嶼山的道路，而是
政府當時提出的路線或配套，未能令議員滿意，使建制派與
反對派同樣反對。他又指，目前最重要是討論如何防止事故
再發生。

當年建制反對兩派皆不滿配套
政府當年曾規劃興建連接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的十號幹

線，但遭立法會否決。曾鈺成表示，當年不論是建制派或
反對派，多數的議員都不滿整個配套安排，認為方案有問
題，「如只有建制派反對，議案也不會被否決。」他強
調，議員並非反對興建第二條通往大嶼山的道路，而是議
員認為有「更好的方法，更好的路線」，可惜之後沒有其
他更好的方案解決問題。他又表示，若指控議員反對建第
二條通道是「非常不公道的說法」，也是「歪曲事實」。
他續指，這次的事故是「前所未有」，在未興建另一條道

路之前，應討論如何採取一切措施防止同類事情再次發生，
並希望有關部門能汲取經驗，採取更嚴格的防範措施。

西貢市場街一間食肆昨日下午1時許，懷疑油煙槽內油漬被燃着發生火警，冒出大量濃煙，整
條街一時間被濃煙遮蔽，遠處亦可見濃煙沖天。幸食客及時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無人受傷。消
防到場開喉灌救，半小時後迅將火警救熄，調查後相信並無可疑。 ■文：杜法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