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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空管下月裝新程式防「死機」

露營煮食爐 加酒精爆炸5傷
疑燃料罐搶火 冒火球燒穿帳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大嶼山貝澳營地昨晨9時許發生酒

精煮食爐爆炸意外。在上址露營的3個家庭，圍坐一起開着酒精爐

煮即食麵，其間有人為燃料將盡的酒精爐添加工業酒精之際，疑因

爐具仍然高溫或火焰未完全熄滅，載着少量燃料的金屬罐懷疑搶

火，發生輕微爆炸，兩名成年人和3名小童走避不及，腳部遭灼

傷，全部清醒送往北大嶼山醫院治理。警方認為事件無可疑，列作

「有人意外受傷」處理。

酒精爐添燃料注意事項
■應在空曠及遠離火源地方添加燃料。

■先用蓋冚着酒精爐。

■ 用樹枝或紙張試探，確保火種已徹底

熄滅。

■耐心等待爐具降溫。

有攀山專家提醒
營友，無論用哪一
款煮食爐，千萬不

要在欠缺通風的營地更換燃料，應選擇在空
曠和遠離火源的地方添加較安全。
可攜式酒精爐十分小巧，價錢便宜，只要

在爐具內加入酒精燃料，點火後便可使用。
專家指，營友為酒精爐添加燃料時，應先確
保爐具已徹底熄滅，否則容易搶火，並可能
傷及周邊的人。
現時坊間較常用的野外活動爐具多為電油

爐、氣體爐及酒精爐等，當中以酒精爐較輕
便，售價較便宜。酒精爐具結構較簡單，包
括一個盛載酒精的容器及一個承托炊具的爐
架，但缺點是火力輸出較低，只能煮食小容
量食物，燃料只能維持短時間。
攀山專家鍾建民指，在日間添加燃料，因

火焰呈藍色，或未能以肉眼即時察覺火是否
已熄滅，存有一定風險，添加燃料容易引致
酒精罐搶火發生爆炸。
他認為，用家可先以樹枝或紙張試探，以

蓋冚着酒精爐，確認爐具已完全熄滅，再依

足程序更換或添加燃料。每樣爐具均有一定
危險性，市民應選購合規格的爐具，並事先
花時間學懂使用程序。 ■記者 杜法祖

爐未熄加燃料 易搶火炸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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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航空
交通管理系統自去年11月正式全面啟
用後，多次失靈，本月8日（周六）再
度出現短暫故障。航管系統承辦商雷神
公司昨日向民航處提交事故報告，其結
論與承辦商當日在現場的初步分析一
致，相信事件起因是用戶個人設定的總
數超出系統預設上限的5,500個，導致
航班數據處理器未能正常運作。民航處
指雷神公司承諾在兩周內提供新軟件程
式供測試，預計5月可安裝到新空管系
統使用，以長遠解決問題。
民航處解釋，新空管系統中的用戶個
人設定，是指空管人員可按照個人要

求，為自己設定一個最合適自己的屏幕
顯示模式，如航機標籤內的數字和文字
的大小、光暗對比、負責扇區的大小及
中心點位置等，方便空管人員在不同管
制席位值班，均可按自己的要求顯示屏
幕上的資料。

疑用戶個人設定超上限致故障
事故報告提到，事發當日上午11時
26分，有空管人員儲存一個新的個人用
戶設定，不過，當時已有5,500個設
定，當他儲存後即超出上限，使其中一
個伺服器關閉，系統自動轉換至另一個
伺服器，並發出警示。但空管人員不知

道，兩分鐘後再次儲存設定，導致第二
個伺服器也關閉，系統進入危急模式。
民航處在12分鐘後啟動後備系統，其
間有8班剛進入香港飛航情報區的飛
機，僅能顯示飛行高度和位置。
民航處指雷神公司正準備一個軟件程

式，當用戶個人設定的總數達上限前，
會分階段向工程人員發出提示，以便工
程人員適時採取相應的跟進措施，如協
調用戶移除已不適用的舊個人設定，並
在用戶個人設定的總數達到上限時，系
統會提示用戶已停止接受輸入新的個人
設定而不影響系統正常運作。
民航處又指，雷神公司透過軟件程式

亦會提高用戶個人設定的總數上限。新
軟件程式會先在雷神公司廠房進行測
試，待新軟件程式在香港進行現場測試
及完成安全評估滿意後，預計可於5月
內安裝到新航管系統使用。
在安裝新的軟件程式前，民航處會繼

續協調用戶暫停輸入新的用戶個人設定
並移除已不適用的舊個人設定。
另外，民航處已責成工程人員加強對

系統的預防性維護，包括24小時監察
用戶個人設定的總數和採取適當的措
施，以避免類似事件再發生。
民航處表示，會密切留意新軟件程式

的準備情況，並督促雷神公司盡快完成
相關工作。民航處亦會繼續向航管系統
專家小組緊密匯報相關的跟進工作。

■民航處預計，新程式最快5月可安裝
到新空管系統使用。 資料圖片

來自3個家庭共10人，原本於大嶼山
貝澳營地作三日兩夜露營。昨晨9

時25分，一名中年男子想用瓦斯爐煮
食，但懷疑燃料耗盡，改用另一可攜式
酒精爐煮食，其間為煮食爐添加酒精燃
料時不慎引起爆炸。

走避不及灼傷腳部送院
有目睹經過的露營人士稱，看見營地
有火球冒起，附近有帳篷被爆炸的火花
波及燒穿大窿。
意外中5名傷者包括46歲姓譚男子及
其9歲女兒、44歲姓黃男子及其9歲兒
子，以及一名9歲姓曾女童，各人互相
認識，主要腳部受傷，救護員到場為傷
者初步敷治後，先後轉送北大嶼山醫院
治理，經治理後各人已無大礙，部分人
已出院。警方現正調查爆炸起因。
現場消息稱，傷者來自兩個營地，共
有3個家庭，原定昨日結束露營活動歸
家，事發時數家人圍坐一起煮即食麵，

有人為酒精爐添加工業酒精，加燃料時
突傳出「噗」一聲巨響，有火球從載着
少量燃料的4公升容量金屬罐冒出，其
中5人首當其衝遭燒傷，有附近營友走
前用沙粒及濕毛巾協助撲熄火焰。

疑爐具未熄火「加料」肇禍
其中一名男傷者的友人事後稱，懷疑爐

具仍屬高溫或火焰未完全熄滅情況下，有
人心急補加燃料引致搶火爆炸。警方到場
將燃料罐檢走等候進一步檢驗。
過往曾發生煮食爐爆炸意外。2003年

11月，3名女童軍在元朗的康樂中心營
地接受烹飪訓練時，懷疑有人燃點其中
一個酒精爐時突搶火，3人走避不及被
燒傷，其中一名女童軍遭嚴重灼傷，衣
衫着火慘成「火人」，送院後證實身體
有四成燒傷，一度命危。有專家指，日
光日白下燃點酒精產生的藍色火焰不易
被肉眼察覺，使用者在添加酒精時容易
釀成搶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26歲文員
鄭凱甄向急需換肝續命的陌生人43歲鄧桂
思，捐出三分之二右肝，善舉引起社會熱
烈討論。昨日多名市民到醫院探望阿甄，
以表達慰問及致以敬意。阿甄昨日已轉到
普通病房，可進食流質食物，估計最快一
周可考慮出院。鄧桂思雖未脫離危險期，
需要呼吸機輔助呼吸及洗血，但情況穩
定，預料所移植肝臟會逐漸恢復功能。
鄭太昨日下午到瑪麗醫院探望女兒阿
甄。她向傳媒透露，阿甄情況尚佳，但精
神不算好，勉強可自行下病床。她又指，
待女兒情況轉好後，會親自講述捐肝救人
經歷。
受贈者鄧桂思長女Michelle帶同鮮花及
心意卡探望阿甄，以感謝她無私拯救其母
親一命，祝願她早日康復。她表示，母親
現時仍未甦醒，尚未脫離危險期，需要時
間觀察及適應新肝。
由商界組成的香港提升快樂指數基金4

名成員，昨日前往醫院探望阿甄，以表達
慰問及致敬。
該會榮譽會長史立德指出，雖與阿甄素

不相識，但敬重她無私奉獻，以生命影響
生命，形容這是港人光榮及驕傲，值得表
揚。
他直言，不少人吝嗇捐出離世親人器
官，認為阿甄年紀雖輕，但卻願意捐出部
分肝臟，十分偉大，亦特意籌集10萬元贈
予鄭家，以表達心意。

料阿甄一周後可出院
負責醫生、港大肝膽胰外科臨床副教授

吳國際回應本報查詢時指出，阿甄情況大
為改善，昨日已由深切治療部轉至普通病
房，可進食流質食物，估計最快7天至10
天可考慮出院。
他指出，三分之一肝臟足夠正常人日常

所需，加上人體有復原機制，未來兩三個
月內，左肝會自我膨脹，恢復正常肝功

能，強調阿甄年齡尚輕，捐肝相信對其日
後生活影響不大。
至於肝臟受贈者鄧桂思，吳國際表示，

她雖仍留醫深切治療部，未脫離危險期，
但情況穩定，病情進展在控制範圍內。他
又指，現時鄧桂思仍需呼吸機輔助呼吸，
以及需要洗血，相信所移植肝臟會逐漸恢
復功能，未來一周仍需密切監測情況。

善長捐10萬 擬轉捐移植協
阿甄其後透過家人發放一段錄音，指出

自己現時情況已穩定，亦可進食粥水。她
感謝基金送上的心意卡及10萬元支票，惟
強調只是一心想幫助別人，從未想過會得
到什麼回報，因此決定會把該筆捐款全數
捐給非牟利組織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好
讓更多有需要的人能受惠。
鄭太亦引述女兒表示，不需要任何人的

捐款，她更喜歡心意卡，可以令她感到開
心和滿足。

大愛甄轉普通房 換肝桂思未脫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九龍灣昨
日凌晨發生嚴重交通意外，警方東九龍交通
部一名督察騎鐵馬響着警號及亮起閃燈執行
兜截任務，在宏照道通過啟祥道時，遭一輛
由啟祥道轉出的士猛撼，並將鐵騎連人帶車
推壓夾困在安全島鐵欄之間，督察當場重傷
昏迷，救出送院搶救後性命垂危，警方正調
查意外肇因。警隊「一哥」盧偉聰昨日下午
到醫院探望，替督察及其家人打氣，盼他能
渡過難關。
重傷鐵騎督察張立臻（53歲），於1992
年加入警隊，2010年獲頒香港警察長期服
務獎章，他於2014年調任東九龍交通部第
二隊巡邏小隊主管 （執行及管制組），他
有一名弟弟在警隊任職。
張已婚，未有兒女。他在車禍中身體多
處受傷，包括耳後頭骨骨裂，腦內有瘀血，
或須再接受手術，另鼻樑及左邊6條肋骨骨
折，幸沒有傷及內臟，現情況危殆，在深切
治療病房留醫；不過，相信他無生命危險。

盧偉聰赴醫院探望
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昨日下午聯同高級助理

處長趙慧賢到醫院探望，逗留約20分鐘後離
去。「一哥」透露，張目前穩定，不過未來
48小時比較緊張，因為情況仍然嚴峻：「我
專程來探望他，給些鼓勵他家人，同時我們
福利科的同事會全力支援他家人。」

事發昨日凌晨3時許，張正駕駛電單車執
行兜截任務。消息稱，當時鐵騎已響號及閃
動警示燈，沿宏照道駛向啟業邨方向，至輔
警總部對開啟祥道交界處時，一輛由姓林
（50歲）男子所駕的士，載客從啟祥道轉
左駛出宏照道時，猛撞及鐵騎左車身，將其
連人帶車推向路中安全島鐵欄。鐵騎督察被
夾困在鐵馬與鐵欄之間，當場重傷昏迷。
救護車趕至將張送院搶救。警方到場封

路調查，涉事的士司機通過酒精測試，並在
現場協助警方調查。
事後張的多名同袍及家人趕抵醫院了

解，各人憂心忡忡。警務處行動處處長鄧炳
強昨晨亦到醫院探望，逗留約10分鐘離
去。

鐵馬遭的士撞飛 交警督察命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元朗田
廈路田心村揭發懷疑謀殺案，一名六旬包
租公被發現倒斃村屋住所內，警方到場調
查，相信他已死去至少兩天，頭部有傷
痕，屍體曾有被移動過，初步不排除他遭
謀殺，現正追查兇手歸案。
現場為田廈路田心村一幢3層高村屋的
地下單位。案中死者姓陳、66歲，村民稱
他為「平叔」，據悉，「平叔」是該村原
居民，已婚並有兩名子女，其中妻子已身
故，子女亦已各有家室外遷。
「平叔」獨居單位其中一房間，另外兩
房間則分租予兩名中年漢，依靠租金維
生。

村民見死者倒臥房間揭發
惟最近兩天，村民不見「平叔」露面，
至昨晨10時許，村民發覺其單位傳出異
味，探頭窗口內望，赫見他倒臥房間內毫
無反應，大驚報警求助。
現場消息稱，死者當時有被單蓋住上半

身及頭部，屍體曾有被拖行痕迹，認為有
可疑，通知重案組接手跟進，並召來法醫
及鑑證科人員蒐證，初步發現其頭部有遭
硬物重擊傷痕。
警方初步發現其身份證、手機、現金等

近身財物失去，至於有否其他財物損失仍
待確定。探員又翻看村內「天眼」，並向

村民查問了解。消息稱，初步相信租住單
位的住客不涉案。
入夜後，警方再召來大批機動部隊警
員，在村屋四周及附近搜索，但暫未有任
何發現，至深夜死者遺體舁送殮房待驗死
因，警方已列作謀殺案，交由新界北總區
重案組跟進。

「包租公」遭扑頭斃命 近身財物盡失

■探員穿上保護衣物進入兇案現場蒐證。

■盧偉聰（右二）到醫院探望受傷交
警督察了解情況。

■■的士將鐵馬推的士將鐵馬推
撞至安全島欄杆撞至安全島欄杆
旁旁。。 電視截圖電視截圖

■■發生酒精爐爆炸意外的發生酒精爐爆炸意外的
貝澳營地貝澳營地。。 電視截圖電視截圖

■被爆炸火花灼傷腳
的男童送院。

電視截圖

■涉事的酒精爐具
（左）及已變形的燃
料鐵罐。 網上圖片

■■被灼傷腳送院的其中被灼傷腳送院的其中
一名男營友一名男營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4月15日(第17/044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4月18日

頭獎：—
二獎：$1,344,490 （2注中）
三獎：$91,340 （78.5注中）
多寶：$45,236,277

1 4 5 29 33 44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