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遭縱火的港鐵列
車，昨凌晨在警方鑑
證科和政府多個部門

完成搜證後，已經交還港鐵駛回荃灣車
廠。港鐵昨日下午安排記者視察車廂情
況，聞到肇事車廂充斥陣陣焦臭味，地
板及車頂有燒焦痕迹，列車路線顯示屏
及車廂內廣告被熏黑，地面滿佈垃圾、
包括生果、衣服布碎及紙盒等，並有大
量白色滅火粉末，車廂大量通風氣窗則
被打開，相信是在事發時被乘客打開透
氣。
港鐵車務營運總管李聖基表示，肇事

列車為港鐵從英國購入的第一代列車，
有30年車齡，1999年曾作大翻新，地
板耐火能力可達約30分鐘。全車共有
64個通風氣窗，有40個前晚事發時被
打開，而在18支滅火筒中，車長當晚
使用了駕駛室其中1支滅火筒，月台職
員則用了2支。

港鐵約個多月交檢討報告
李聖基指，港鐵內部已就事件成立一

個約5人至6人的檢討小組，包括有車
務部、工程部和安全部的員工，希望約
個多月可完成調查報告。
對於有工會質疑港鐵聘請過多兼職員

工，他們未接受過相關火災培訓，以致
事發一刻應變力不足，李聖基澄清，公
司員工均有接受適當培訓，兼職月台助
理亦有秩序地協助乘客疏散。至於舊款
車卡未有安裝閉路電視，他指所有舊車
卡會跟隨資產更新再行評估是否加裝。

■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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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徹查縱火 一個月有結果
管理層成立小組跟進 機電工程署參與

港鐵列車發生
縱火事件，大量
影片隨即在網上

廣泛流傳，不少片段中可見有乘客沒有
按指示疏散或協助救援，反而罔顧危險
拍攝列車內的火球，引發網民爭議。有
人不滿拍照者不理人命死活，只顧「呃
like」，有網民則認為拍照有助重組事件
經過。

有人批唔救火 有人撐助認犯
在前晚縱火事件發生後，月台上乘客

爭相拍照的片段曝光，引來網民非議。
有網民質疑「高質港豬百行以影為先，
見到人着火都唔潑水」、「個個影咁就
要影？影黎（嚟）做乜？upload上face-
book 比（畀）人知係（喺）現場巧
（好）威威？」「班花生友淨拎住部手

機影影影，又話職員唔救火，佢地
（哋）又幫唔到傷者」。
藝人杜汶澤亦發文批評有部分乘客只

顧拍照而沒有幫忙救火，「你們知道他
們為什麼拍片？因為要發 facebook
呀！」他質疑現代人生活已不能沒有
「讚」，「什麼時候，我們變得不能再
活在沒有『like』的日子。」有網民贊同
說：「我們的生活都在慢性中毒，然後
變質，扭曲人生活的本質意義了。最慘
係我哋容許的。」
不過，有網民認為拍照有助重組事件

經過：「無呢啲相，你靠睇CCTV去認
放火條友？」有網民就質疑一般市民未
接受過救火訓練，勉強加入救援可能造
成反效果：「見啲人話用冰、用腳、唔
好用水，佢哋有冇學過急救？俾佢哋玩
一玩，傷多兩錢重……」 ■記者 文森

..

.
0&1

燒到埋身掛住影「呃like」定做探偵？

尖沙咀港鐵月
台 前 晚 經 歷 火
劫，一夜過後，

列車服務回復正常，但不少乘客在提到
事件時莫不心有餘悸，同時祝願事件中
傷者盡快康復出院。

陳太：特地搵滅火筒位置
推着嬰兒車的陳太表示，自己昨晨出

門時，丈夫建議她改搭的士，但她認為
推着嬰兒車搭地鐵更方便，「都無得驚
咁多。」她直言，平日完全不會留意滅
火筒的擺放位置，昨日上車後特意搜
索，以策萬全。
她對事件感到無奈，希望傷者早日康

復，又認為地鐵要進行事故演練有難
度，因為月台經常人來人往，亦非常密
集，當局籌組不容易。

市民冀增開氣窗等提示
李小姐形容，昨日搭車氣氛與平日截

然不同：「平時大家專注玩手機，今日
（昨日）上車後多了環顧四周。」她指
自己平日也沒有留意滅火筒擺放位置，
及打開氣窗的方法，經此事故才主動留
意，又建議港鐵加設提示，「如將標誌
放大。」
她十分同情傷者遭遇，即使出院也要

接受漫長的康復之路，希望傷者及其家
人都能堅強面對。
李同學指自己幾乎每天都要搭地鐵：

「無得驚太多，惟有自己多留神四周情
況。」陳先生指，自己在尖沙咀附近上
班，朋友前晚特意提醒他有事故發生，
又認為港鐵當時的應變工作做得不錯。
余女士則建議港鐵增加廣播提醒滅火筒

位置，及遇上突發事故時的應變方法。

批殃及無辜「點解有人咁狠心？」
陳氏夫婦對事件感到無奈，並批評狂

徒縱火。陳太說，「有誰想到有人咁狠
心？在車廂放火會焗死人！」陳先生則
指，今次雖是極端個別事件，但認為政
府及港鐵應該增加宣傳：「教市民遇到
事故時應該如何處理。」他們均痛心於
多名市民無辜受牽連，希望傷者早日康
復，「大步檻過！」
楊先生表示，前晚電視直播事故，

「看到個心都唔安樂。」他對事件感無
奈，又批評因為一個人的私心，導致其
他人「陪葬」，希望受傷的市民早日康
復。由於每日都有很多市民乘搭港鐵，
他認為大家都要加倍留意周圍情況。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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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太 莫雪芝 攝 ■李小姐 莫雪芝 攝■楊先生 莫雪芝 攝 ■陳氏夫婦 莫雪芝 攝

昨晚一列由金
鐘駛往尖沙咀的
港鐵列車發生縱

火悲劇，導致最少19人受傷。正當全
城港人擔心傷者傷勢之時，在「熱血時
報」及「熱狗前首領」黃洋達之妻陳秀
慧的fb，大批「熱狗」均冷血地指稱當
時被困在港鐵車廂的市民是唔識求生的
「港豬」，「死幾個奴隸，不影響樓價
經濟」云云。
陳秀慧在fb轉發有關新聞時，涼薄地
發帖稱：「火警，無人識敲火警鐘。」
不少「熱狗」都發表極為冷血的言論。
「Daniel Li」就稱，「On ×到無人識
打開窗，扯D（啲）煙走呀，on ×，
成班港豬焗埋一籠，我係（喺）度，無
事。」「Olivi Zha」則稱，「整個港鐵
公司上下所有人都沒有防火意識，港豬
的性命就是這樣低賤！」

「死幾個無影響」
「Betty Hui」則冷血抽水稱，「香
港嘅怨氣終於到頂。有人已想到及做到
同歸于（於）盡。有D（啲）人係不願
『久（苟）且偷生』架（㗎）！」在
「熱時」的 fb，「Diger Chan」稱，
「港豬如果d（啲）煙有毒重死傷得多
契弟走得啿（摩）呀醒d（啲）啦不過
學棍冇教過。」「Rico Chuck」更稱，
「死幾個奴隸，不影響樓價經濟，香港
還是天堂，鉛水還是甘甜味美的。」
另一個名為「向左膠開戰」的fb專

頁，則借機散播仇視長者的言論：「如
果這個汽油彈是對準政權丟，香港人一
早就由中共手中得解放，自立為國。可
惜，老人從中作梗，打擊青年；有冤屈
要發洩時，就襲擊青年和民眾。這就是
香港，鐵幕政權並不可怕，市民自相殘
殺才最可怕」云云。 ■記者 文森

妄言「港豬」命賤
「熱狗」冷血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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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懿鴻）港鐵車廂
縱火事件引起全城關注，肇事者疑患有妄想
症，或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對精神疾病患者的
病情疑慮。香港精神科醫學院昨日估計，本
港最少有20萬名較嚴重的精神疾病病人，
惟持續治療可降低一半復發機會，且甚少人
涉及縱火事件，呼籲社會勿歧視有關患者。
根據2010年至2013年香港精神健康調
查，估計較嚴重的精神疾病患者至少佔香
港人口的2.5%，相等於近20萬人。香港精
神科醫學院表示，根據瑞典一項關於縱火
的研究指，少於10%縱火個案是由患有嚴
重精神疾病的患者引發的，故以數字計
算，只有極少數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患者
涉及縱火事件。

專家：社區多支援 早治阻復發
學院強調，大部分患者的復發徵狀均可於
早期監察發覺，估計只有約10%復發病人需
要入院接受治療，良好社區支援有助促進復
發個案的早期檢測及管理，又強調嚴重精神
疾病的患者被歧視的情況非常普遍，而是次
不幸事件提醒社會精神疾病的普遍性，及治
療及社區支援的需要，接納精神疾病患者將
有助於檢測及治療早期復發。
另外，針對可能有市民因該縱火事件出現
負面情緒，災後心理輔導協會即時設立心理
輔導熱線5181 5501，免費為受事件影響人
士提供心理評估、建議及面談治療服務。

精神病患極少縱火
醫學院籲勿歧視

上月中墮馬受傷的劉德
華仍在養和醫院休養，他
在得知港鐵發生車廂縱火
案後，於官網上載親筆書
寫 「 努 力 快 好 起
來！！」的打氣字句，為
傷者加油，又留言稱：
「心痛昨天港鐵受傷的民

眾、 祈求所
有傷者早日
康復！ 祈求
香 港 這 個
家， 少點痛
苦多點愛！
願 世 人 平
安 、 再 平
安！」
■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鐵車廂
縱火案是近年罕見事故，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蔣麗芸及葛珮帆已就事件提緊急質詢，
要求政府解釋應變措施。立法會鐵路事宜
小組委員會主席田北辰則認為事件防不勝
防，而港鐵並非每卡車廂都有安裝閉路電
視，導致事故發生後控制室不能即時掌握
最新情況，建議港鐵日後應予以改善。
蔣麗芸及葛珮帆昨日在其fb專頁上就縱

火案發文。葛珮帆認為，政府與港鐵公司
在集體運輸系統遇到重大事故時的應變能
力、發放消息，以及車站內的應變設施都
顯得不足，又說國際形勢變化下，不能排
除香港受恐怖襲擊的可能，政府與港鐵公
司應對緊急事故的措施，會直接影響救

援，因此去信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要求提
出緊急質詢討論港鐵出現重大事故時的應
變措施。蔣麗芸則表示心情非常沉重，希
望傷者能渡過難關，早日康復，並已去信
立法會主席要求緊急質詢，希望警方全力
調查及跟進，並檢討如何防範同類事件。

田北辰：車廂監控需改善
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新
民黨田北辰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亦表
示，事件反映港鐵並非每卡車廂都有安
裝閉路電視，導致事故發生後控制室不
能即時掌握最新情況，日後應該要改
善。他又認為同類事件防不勝防，全世
界運輸系統都只可以加強應變，在事故

發生後盡快疏散乘客。
自由黨鍾國斌則表示，港鐵車廂在繁

忙時間「迫到沙甸魚一樣」，呼籲市民
留意四周情況，勿只顧低頭玩手機。民
建聯張國鈞則指，金鐘至尖沙咀的車程
較長，列車到站前「很多事都可能發
生」，建議市民多留意身邊情況，及早
阻止意外發生。

張國鈞鍾國斌籲民提高警覺
另外，縱火案發生後，前晚網上爆出

縱火疑兇是涉及與流浪唐狗人獸交的58
歲被告鍾連輝，更有網民比對兩人衣
着、髮型及外貌相似。不過，報道指鍾
連輝前日在警署保釋後涉襲擊記者，再
度被警方拘捕，而警方也在晚上澄清，
鍾連輝在港鐵車廂縱火案事發時仍被警
方扣留，有關流言並不真確。

劫後車廂燒焦
多處氣窗大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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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炳良昨早到尖沙咀港鐵站視察及慰問
職員，他讚揚港鐵公司及政府部門在

事發晚上應變工作做得非常好，港鐵收到乘
客警報後，已即時通知車務控制中心，讓列
車到達尖沙咀站時已即時有站內人員等候處
理，並與運輸署的緊急事故協調中心在短時
間內發放事故訊息，而警方和消防處在接報
後亦在短時間內到場；從錄像中可以看到，
列車到達後月台的顯示屏很快顯示有緊急事
故，現場亦有廣播告知候車的乘客現時正發
生緊急事故，所以希望乘客遠離月台。

實施安檢需平衡風險與鐵路效率
張炳良指出，港鐵系統對防火方面的要求
很高，每一卡港鐵車廂、車長室都備有滅火
筒，每個月台上亦備有四個滅火筒，新列車
都裝有閉路電視，舊列車亦有更換計劃。他
說，港鐵對火警等事故都有詳盡規定，員工
需要熟習有關規定，而港鐵亦有一套鐵路安
全守則，需定期或在事故發生後更新，每三
年聘用專家再作評核。
至於港鐵應否實施安檢，張炳良表示，需
要平衡風險和實際措施會對鐵路系統的效
率、運作的順暢和乘客的方便，因為本港現
時每日有超過500萬人次乘搭港鐵系統，不
能隨便實施任何安檢系統。
港鐵車務總監劉天成則表示，港鐵自04
年開始更換的新車都有安裝閉路電視，但涉
事列車內並無安裝。他指港鐵調查小組的調
查方向包括事發情況、處理方式及跟公眾溝
通情況等，會在一個月內有初步檢討結果。

每年至少12次演練增安全意識
張炳良又提到，知道有乘客關心南港島線
使用無車長駕駛列車，擔心會受同類事件影
響。他指出，無車長駕駛列車內設有警鐘裝
置，乘客發現任何狀況，可以立即利用車上
有關的警報系統知會港鐵公司，可確保安全
不會受到影響。
他補充，港鐵公司每年與警方和消防處等
相關部門，都會進行12次至15次聯合演
練，相信是有安全意識。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文

森）港鐵車廂

縱火慘案造成

至 少 19 人 受

傷，3人仍然危殆。運輸及房屋局

局長張炳良表示，特區政府對於前

晚在港鐵列車上發生有乘客懷疑縱

火事件高度關注，港鐵公司管理層

成立了調查小組跟進事件，而負責

規管鐵路系統安全問題的機電工程

署亦會參與調查。港鐵車務總監劉

天成則表示，會在一個月內得出初

步檢討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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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站如常運作。 劉友光 攝

■張炳良到尖沙咀站視察。 劉友光 攝

乘客猶有餘悸 祈傷者早康復

蔣麗芸葛珮帆促增應變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