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文森 ) 九龍灣牛頭角道淘大工業

村時昌迷你倉四級大火，令30歲高級消防隊長張耀升不

幸殉職，遺下妻子及僅4個月大的兒子。他的同袍及親友

對其殉職十分難過，有曾經與張耀升一同於消防學校訓練

的好友昨日於社交網站facebook撰文悼念，慨嘆上天殘

酷地奪走了一個人才，又讚揚他活出消防員真正的光輝。

有張耀升的中學同學接受傳媒訪問時指，十分尊敬他，認

為他非常英勇。港大偉倫堂校友更在網上深情呼喚：「落

更了，張Sir！」

捐款予張耀升遺屬途徑
■ 張耀升遺孀個人戶口

銀行 匯豐銀行
賬戶 168-767770-001
名稱 Chan Mei Wa Lydia

■ 消防主任協會捐款戶口
銀行 永隆銀行
賬戶 020-625-000-19757

■ 郵寄劃線支票予消防主任協會
方式 支票抬頭註明「Chan Mei Wa

Lydia」寄至協會
協會地址 九龍昂船洲昂船路政府船塢消

防處潛水基地
備註： 如需要收據或任何查詢，請電郵入

數記錄及捐款人資料
至協會：hkfsoa01@yahoo.com.
hk或致電90888433與協會義務司
庫關耀基聯絡

■ 港大偉倫堂舊生會捐款戶口
銀行 東亞銀行
賬戶 015-514-68-00903-0
名稱 WEI LUN HALL ALUMNI ASSOCIATION

■ 聖保羅書院同學會的捐款戶口
銀行 匯豐銀行
賬戶 026-108142-001
名稱 St. Paul’s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

資料來源：消防主任協會、港大偉倫堂舊生會face-
book、聖保羅書院同學會網站 整理：記者 莊禮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英雄
撒手人寰，遺下妻兒，令人心酸。前日
在牛頭角迷你倉四級火警中英勇殉職的
30歲高級消防隊長張耀升，遺下妻子及
僅得四個月大的兒子。消防處指會盡力
協助遺屬，將成立治喪委員會為張耀升
辦理後事，有消防工會及張耀升母校舊
生會為遺屬募捐。妻兒活得安好，相信
是張耀升最後心願之一。
殉職的張耀升在前晚因火場突變走

避不及而失蹤，在數十分鐘後被尋回
並送院搶救，當時他已陷入昏迷，最
終傷重不治。張耀升遺下妻子及一名
四個月大的兒子，據悉張太現時仍難
以接受丈夫離世事實。

團體目標籌得千萬
消防處處長黎文軒表示，消防福利

主任正與張耀升的家人保持緊密聯
繫，部門將會成立治喪委員會為張耀
升辦理身後事。消防處五個工會對張
耀升殉職表示非常痛心及惋惜，當中
消防主任協會表示，收到很多熱心市
民有關捐款查詢，同時又得悉有不知
來源網站就此事募捐，指為了防止混
亂，在得到張耀升遺孀的同意下，市
民可將捐款存入遺孀個人戶口及協會
戶口，亦可郵寄劃線支票至協會。
（捐款資料見表）
張耀升2010始入職，據了解因年資
較淺，加上屬強積金公務員，遺屬獲
得的恩恤賠償未必太多，而且兒子僅
四個月大，開支勢必愈來愈多，據了
解有募捐團體希望籌得1,000萬元。

張耀升畢業於香港大學化學系，亦
為偉倫堂舊生，偉倫堂舊生會的face-
book群組前晚深夜發文，對張耀升殉
職感到心碎，呼籲所有偉倫堂宿生、
偉倫堂舊生及港大舊生捐款，並接受
支票及戶口轉賬，帖文表示會在7月8
日將所友捐款贈予張耀升家人。
聖保羅書院同學會亦在網站發文，

指張耀升於2003在該校畢業，同樣對
其離世表示感到心碎，亦對張耀升的
英勇及無私感到驕傲。同學會呼籲舊
生在7月9日前捐款，除開放本地銀行
戶口外，亦接受透過PayPal捐款，以
方便身處海外的舊生。

警查網上可疑募捐
另外前晚有網民在facebook聲稱認

識張耀升，提供戶口募捐，表示會轉
交其家人，惟把張耀升誤寫為「張耀
星」。該網民其後被質疑詐騙，更有
人表示會報警，網民隨即刪帖及請求
原諒。據知警方已接獲相關報案，現
列求警案調查，由網絡安全及科技罪
案調查科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尹妮 ) 高級消防隊長張耀升在淘大工業
村迷你倉四級火中殉職，各界沉重悲痛及向其致以最高敬意。
署理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稱，為失去如此英勇、出色、優秀和盡
忠職守的公務人員深感哀痛，並對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問，又
希望受傷的消防處同事早日康復。他續稱，勞工及福利局亦將
向其家屬提供經濟援助，希望透過「向捨身救人者家屬提供經
濟援助計劃」，盡早為其遺屬提供多一點支援，和對他的英勇
行為予以充分的肯定。

慰問遺屬 望傷者早日康復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指，對張耀升的殉職深感悲痛，並向其家

人致以深切慰問，消防處會盡力向他的家人提供支援和協助。
他續稱，大火中亦有8名消防員受傷送院，尚有3位仍在留醫，
情況穩定，而黎棟國則祝願他們早日康復。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對張耀升殉職感到遺憾及難過，並

向其家人表示慰問。他續稱，當局將為殉職消防家屬提供各種
協助，如醫院在辦理手續方面會盡力協助家屬。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張雲正表示，他謹代表全體公務員，向張

耀升表達崇高敬意，並對他的家屬致以深切慰問；他自己亦對
此感到非常惋惜和痛心。他續稱，公務員事務局與消防處已維
持緊密聯絡，以期盡力協助張高級消防隊長的家人度過這哀傷
及困難的時刻，並希望其他受傷的同事早日康復。

協助孤寡 成立治喪委員會
消防處處長黎文軒則稱，對於痛失這位英勇的高級消防隊長

感到非常難過和痛心，部門上下均感十分惋惜和難過，代表部
門所有同事向其家屬致以最深切的慰問。他續稱，消防福利主
任正與家屬保持緊密聯繫，並會盡力協助他們度過這悲痛及艱
難的時刻，部門將成立治喪委員會為他辦理身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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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牛頭角迷你倉殉職的高級
消 防 隊 長 張 耀 升 ， 英 文 名
Thomas，於1986年3月出生，
終年30歲。中學畢業於聖保羅

書院的張耀升，大學入讀香港大學化學系，他
於 2010 年 10 月加入消防處成為見習消防隊
長，經過為期半年的基礎訓練後， 被派駐到
行動總區工作，先後在大埔消防局、香港仔消
防局及舂坎角消防局駐守，並於2015年10月
升任為高級消防隊長。

最年輕教官 受同袍愛戴
同月，張耀升被部門派往澳洲悉尼接受有關

公路事故及密閉空間拯救的導師訓練課程，取
得優良成績後更被派駐消防及救護學院擔任技
術救援導師的崗位，即為高級消防隊長（技術
救援）。

消防主任協會指，張耀升性格開朗、平易近
人及極具責任感，深受友儕及同袍愛戴。協會
內有執委亦透露，張耀升屬最年輕的一批教
官，年輕有為，「肯定是有個人能力，且表現
卓越。」 ■記者 莊禮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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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更了，張Sir！
同袍校友球友悼念：活出消防真正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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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工會母校舊生會募捐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尹妮 )張耀升不
幸殉職，有人將視線轉移至消防裝備不
足，更批評警方有水炮車，為何消防卻
沒有加設。香港消防處職工總會主席聶
元風表示，消防處在過去10年已不斷提
升裝備，形容現時裝備已達很高的國際
水平，如舊款頭盔已改為全面保護的頭
盔。不過他稱，火場情況千變萬化，即
使前線消防員配備最好裝備，都有機會
受傷甚至是殉職，期望處方深入調查，
給予員方答案，並讚揚張耀升是英雄。

聯絡家屬 了解需要
他表示，航拍機是處方近期引入的器
材，主要用於有潛在危險環境，如高空
的火場或山嶺等位置，讓消防員第一時
間作出應對方案，昨日亦有在現場使
用。聶元風補充，各職工會已發表聯合

聲明，向張耀升家屬致以深切慰問，又
形容張耀升是英雄。
他續稱，消防員對於有同事殉職，他們

心情低落及不開心，總會稍後會聯絡家
屬，了解他們的需要，再決定是否進行籌
款，或籌集市民的慰問卡送給家人。
他續稱，張耀升隸屬的煙火特遣隊，

除了教授學員和處理構築物的煙火環境
外，在3級或以上的火警，亦會到場協助
指揮官，調派人手及救援。
他稱，迷你倉現場潛在很多危機，如

內部猶如迷宮、間格複雜，易令火場環
境變得惡劣，加上倉內不知名的物品有
可能是建築材料或易燃液體，工廈內亦
無灑水系統，會令火災迅速蔓延，致火
場升溫，增加危險性，工會希望與消防
處檢討舊式工廈的潛在風險，並尋找改
善方案。

專家：裝備再好 傷亡難免

同僚追憶生前語：
想為部門作改變

有譯音姓鄭的消防員於facebook上載
與張耀升的合照，又把個人照片轉為黑
色，並撰文悼念好友離世。他表示，5年
前與張耀升在消防訓練班時為同房，憶
起張耀升曾說「想為部門作出一點改
變，就算只是一點點也好」，令他留下
深刻印象，「他這句說話，我永遠也不
會忘記，雖然我年紀比他大，但他的目
光和志向，經常啓發到我。」
他續說，張耀升其後申請到消防學校
做教官，希望對部門及社會作出貢獻，
慨嘆：「為何他這種人才，上天要這樣
殘酷地奪走他？」又希望這個世界永遠
記得他，「記得有過這一個人，曾經活
出消防真正的光輝。」
他又憶述，當時消防訓練到中期需要

調房，最難過及最不捨得的就是張耀
升，「我當時默默地祝願他往後的消防
生活順利，但我從沒有對他親口說過這
種感受，我現在非常後悔。」
與張耀升認識十年，曾是張的港大舍

堂導師Joe昨日接受傳媒訪問時說，張耀
升活躍於舍堂活動，又讚揚他在樓層活
動、迎新營及籃球隊中均顯示他富有領
導才能。
張耀升中學同學區子聰稱，張是個積

極及有計劃的人，當年張加入消防後，
朋友間已經十分尊敬他，「到佢英勇殉

職，更加Respect(尊敬)佢，在火場犧牲，
覺得佢好英勇。」
張耀升的籃球隊友則指，張早於大學

一年級時已經很想投考消防員，認為他
很有使命感，更在港大化學系畢業後第
一時間投考，即使不是第一次就獲取
錄，他都沒有放棄。

籃球場上「正能量」
激勵隊友鬥志強

張耀升生前熱愛打籃球，專欄作家邱益
忠昨日於網媒撰文，引述張耀升的香港大
學籃球隊友指，「他是一個正能量爆燈的
隊友，即使十字韌帶曾多次因打波而受
傷，他對籃球的熱情卻從來沒有止息。每
次傷癒後，他仍會再到球場上，以無比的
鬥志為港大籃球隊上陣，而且是隊中跑快
攻及回防最快的球員。」
他說，「無論比賽形勢再差，落後幾

多分也好，隊友們都未曾目睹過張耀升
失去理智或黑面，相反，他會不斷鼓勵
隊友。」
2007年於荃灣工廈三級火遇上閃燃而

殉職的27歲消防員黃家熙，其姐姐昨日
接受電台訪問時，特別向張耀升的遺屬
及其他消防員打氣。
她表示，其弟弟殉職事件已相隔9年，

心情已平復，又指明白張耀升家人痛失所
愛的心情，希望他們加油，好好保重自
己，因為還有很多事需要處理。她又指每
個消防員都很勇敢，希望他們不要氣餒。

■■遺下年僅四個月大的兒子遺下年僅四個月大的兒子。。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與愛妻影新婚照與愛妻影新婚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張耀升熱愛打籃張耀升熱愛打籃
球球。。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時昌迷你倉大火燃燒超過一日未
熄，消防員仍在緊張撲救。劉友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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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音姓鄭的消防員譯音姓鄭的消防員(右)於於fbfb撰文深情悼念好友張耀升並撰文深情悼念好友張耀升並上載兩人合
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