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迷你倉長命火 鼓風機抽煙反助火勢

四級火 剛為人父消防隊長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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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年五月十八日 港幣七元正 出紙4疊21張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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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MP》隨報附送

【明報專訊】九龍灣一個開設在舊式工廠大廈內

的迷你倉昨晨發生火警，因現場無灑水系統及間

隔成逾200個大小不同貨倉及上鎖，消防員搶救倍

加困難，消防一個多小時後將火警升為三級，一

支兩人煙帽隊進入火場調查期間，有人開動鼓風

機抽走火場濃煙降溫，令火勢突然回升需緊急撤

退，剛為人父的高級消防隊長張耀升被困失蹤。

消防處升級為四級火並加派人手，經過近一小時

搜索，救出已昏迷的張耀升，送院後不治，另有4

名消防員不適送院。今凌晨零時本報截稿前，大

火焚燒逾13小時仍未救熄。

殉職高級消防隊長張耀升，
30歲，為消防訓練學校煙火特
遣隊教官，被救出時已昏迷不
醒，送聯合醫院搶救後不治。
事後張的家人及同袍趕至醫
院，驚聞噩耗，傷心不已。另
4名受傷消防員，分別吸入濃
煙及脫水不適，清醒送院，1
人情况穩定，3人無礙出院。

昨晚約 10 時，特首梁振英
聯同消防處長黎文軒等人，到
醫院慰問殉職消防家屬及探望
受傷消防員。梁振英表示，對
張耀升不幸殉職感到十分難
過，會全力協助死者家屬渡過
難關，並強調非常關注香港火
災隱患情况。消防處長黎文軒
表示，消防上下感到非常難
過，但未有正面回應現場是否
有人為錯誤；記者 3次追問現
場是否有消防打長官一事，黎
都沒有回應。

舊工廈無灑水 存放易燃物

現場為牛頭角道 7號淘大工
業村第一座 3 樓 「時昌迷你
倉」。據悉，上址被間隔成逾
200 個大小不同的貨倉，分為
約 30方呎的小型倉及約 100方
呎的大型倉，出租給人擺放物
件，包括琴譜、手稿漫畫、家
俬及木製品等易燃物品，當中
不少是對物主極具珍藏意義的
物品。時昌迷你倉創辦人時景
恒昨接受傳媒查詢時表示，顧
客在租倉時已聲明要自行買保
險，但公司諮詢法律意見後，
盡量向受影響租戶發放合理賠
償。據悉，時景恒關注有消防
隊長殉職，曾到醫院探望，並

正研究如何協助其家人。
消息稱，昨晨約 10 時 59

分，3樓 「時昌迷你倉」 突然
冒煙起火，消防員到場派出煙
帽隊及升降台開喉灌救，但因
屬舊式工廈無灑水系統，現場
有逾 200個擺放了物品的上鎖
貨倉，火場非常高溫及充斥大
量濃煙，火場面積約 40 米乘
60米，消防經評估現場環境，
中午 12 時 14 分將火警升為三
級，動用 3 條喉及 3 支煙帽隊
灌救，其間升起雲梯打破樓梯
的窗門驅散濃煙，並疏散工廈
內最少 6人，其間牛頭角道東
行線需要封閉，交通嚴重擠
塞。至下午 4 時許，先後有 4
名消防員疑因吸入濃煙及脫水
不適陷入昏迷，需要送院。

消息：有消防激動打上級

消息稱，昨晚 7時許現場火
勢初步受控後，屬煙帽隊的張
耀升與一名同袍進入火場調查
時，疑有消防員在場開動鼓風
機欲抽走濃煙令火場溫度下
降，現場火勢反而回升，張與
同袍需要急撤退，但張未能逃
出被困，同袍脫險後即向上級
匯報，現場指揮於晚上 7時 46
分決定將火警升為四級，增派
消防到場灌救，並出動 10 支
煙帽隊入火場搜救；約數十分
鐘後，煙帽隊在火場救出重傷
昏迷的張耀升，由救護車送院
搶救後不治。未經證實的現場
消息稱，張耀升被救出時，有
消防員激動打長官泄憤。

直至今日凌晨零時本報截稿
前，消防仍在灌救中。

消委會去年曾檢視迷你倉的
保險條款，發現大部分迷你倉
均不會為顧客存放的物品購買
保險，一旦發生火警，顧客恐
血本無歸。而在昨日火警現場
租用迷你倉 10 多年的本地漫
畫工作者甘小文表示，以公司
名義將第一期《至 GOAL 無
敵》漫畫手畫原稿、相關菲林
及其他物件放在約 100方呎的
迷你倉，貨物付諸一炬只屬次
要，最重要是消防吉人天相。

甘小文又引述公司拍檔稱，
當初租用時職員已表示不包括
貨品保險，租戶需自行購買，
拍檔昨天曾收到時昌通知發生
火警，但對方未曾談及賠償事
宜。大火期間，有迷你倉租戶

到場了解事件，任職西樂教師
的租戶說，恐火警令大批存倉
曲譜損。另有租戶稱，時昌
迷你倉的通道暢通，無雜物堵
塞。
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嫺昨回應

稱，一些迷你倉只有基本的水
險和火險，但保險公司賠償
後，仍有多少賠償可交予消費
者非常成疑，呼籲消費者挑選
迷你倉前，要問清楚保險責任
誰屬。

據《選擇》月刊去年檢視市
面 13 間迷你倉公司的服務資
料，發現只有一間的基本月費
包括財物損失保險，最高賠償
額為每平方呎 1000元；另有 4
間註明有火險，但保障範圍只

限於樓宇結構，不涵蓋租戶的
財物損壞。

業界：客人寄存物未必有投保

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會長
羅少雄表示，一般而言，迷你
倉負責人會為公司內的 「生財
工具」 買保險，但對個別客人
寄存的物品，則未必會投保。
他解釋，因迷你倉沒有申報機
制，無法證明客人寄存物品的
價值，保險公司亦難以評估，
故投保較困難。不過，市面仍
有保險公司設最高賠償額，一
旦出事，只發一筆過賠償。羅
建議市民可以額外買個人財物
保險。

時昌迷你倉四級大火歷時13
小時，至凌晨仍未救熄，有資
深消防長官指出，迷你倉現場
每一個倉皆上鎖，並被鐵板圍
起，消防人員有必要進入火
場，把迷你倉逐一 「爆開」 ，
找尋火源，亦無法得知每個倉
內儲存什麼物品、有沒有易燃
品等。該長官稱，現場走廊
「九曲十三彎」，阻礙拉喉，隊
員亦可能因遇上小型爆炸而走
失，增加了滅火困難。

該消防長官又稱，消防昨午
鑿開該層迷你倉的玻璃窗時，
悶在密閉空間內的火遇上空
氣，變成 「明火」 ，增加火勢
的變數。他亦估計，殉職高級
消防隊長張耀升遇險之際已經
暈倒，故失去聯絡，未必與裝

備失靈有關。
是次起火的時昌迷你倉九龍

灣淘大工業村分店，業主為恒
隆地產，時昌租用大廈 1 至 7
樓，火警主要發生在 3樓。時
昌網頁有多張該大廈一樓的內
部相片及平面圖，可見樓層用
金屬板間開約 200個迷你倉，
門皆上鎖，走廊亦較窄，天花
亦駁有多條電線。
消防顧問梁錦得看完有關照

片後，指事發現場主要以鐵皮
「坑板」 間開，坑板較薄不耐

燃，遇火警很易燒至變形倒
塌，阻礙救火。他又指出，現
場一條長窄走廊貫穿 7 至 8 行
迷你倉，有如船艙，多倉依窗
而建，阻礙光源及空氣流通，
對滅火及搜救造成困難。

他指政府應參考英國等地立
法規定所有處所業主，不單是
迷你倉，每年要聘請合資格消
防工程師做風險評估，如有火
警，業主甚至有關工程師均須
負上法律責任。

現無規管迷你倉消防設備

工程師學會消防分部發言
人、前消防處長林振敏稱，現
時政府未有規管迷你倉的消防
設備，一般靠營運者定期聘請
合資格消防工程師為迷你倉作
的軟硬件消防做風險評估，包
括花灑、電力裝置、喉轆，以
至迷你倉設計、迷你倉之間的
間隔厚度及物料，均需要專家
給予意見。

迷 你 倉 平 面 圖

尋火源逐一爆倉九曲十三彎阻拉喉

多無代購保險 漫畫家甘小文失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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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職消防

旺角消防局
消防總隊目
梁國基

荔枝角消防
局消防隊目
楊俊傑

旺角消防局
消防隊目蕭
永方、消防
員陳兆龍

荃灣消防局
消防員黃家
熙

事件

在石硤尾邨美映樓煤
氣爆炸中，破門進入
充滿煤氣的單位時被
炸至重傷不治

長沙灣麗昌工廠大廈
四級火中，在火場被
雜物壓死

嘉禾大廈五級火中，
在火場將身上氧氣樽
讓給居民使用，兩人
最後因吸入過量濃煙
死亡

荃灣品質工業大廈三
級火中，在火場內遇
上閃燃，因高溫致死

近 年 殉 職 消 防 員

迷 你 倉 四 級 火 時 序

10：59

12：14

16：50

19：46

21：54
22：00
*截稿前消防仍在灌救 資料來源︰政府新聞處

消防處接報牛頭角道7號淘大工業村
「時昌迷你倉」 發生火警

火警升為三級
5名消防員陸續受傷送院，包括高級
消防隊長張耀升
火警升為四級，動用4條喉及8支煙
帽隊灌救
張耀升證實不治
特首梁振英及消防處長黎文軒見傳媒

時昌迷你倉四級火，導致高
級消防隊長張耀升殉職。洋名
Thomas 的 張 耀 升 ， 30 歲 ，
2010年加入消防處，駐守將軍
澳消防及救護學院，擔任煙火
特遣隊教官，熟知處理室內火
警，昨日因應四級火，被調派
到現場支援。特首梁振英及消
防處長黎文軒對有消防員殉職

感到難過，梁指張耀升遺下太
太及一個4個月大嬰兒。

張耀升就讀於港島名校聖保
羅書院及香港大學，並為偉倫
堂宿生，熱愛運動，讀書時參
與偉倫堂籃球隊，亦喜歡英超
球隊車路士。張耀升 2014 年
底結婚，其妻亦任職政府。

據了解，張耀升兒子剛於 2

月出生，他於 facebook網站亦
張貼了多張兒子的照片，並以
兒子的照片作頭像，洋溢一片
溫情，豈料昨日不幸殉職。
梁振英稱，會盡全力在多方

面協助張耀升的太太和家人渡
過這個難關。保安局長黎棟國
說，對張耀升殉職深感悲痛，
向其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專長處理室內火教官 遺4月大兒子

高級消防隊長張耀升被困火場近一小時，被
救出時已重傷昏迷，送院期間救護員需要不
斷為他做心外壓施救。 （無綫新聞截圖）

不幸殉職的高級消防隊長張耀升，遺下妻子
及4個月大兒子。圖為張耀升在個人社交網頁
上載抱着剛出生兒子的合照。 （網上圖片）

九龍灣舊式工廠大廈淘大工業村第一座發生迷你倉四級大火，消防員由昨晨開始撲火至深夜仍未救熄，火警共釀成消防員1死4傷。 （楊柏賢攝）

A4 肉搏飯鏟頭 勇夫捉蛇搭的求醫

A3 市級官員駐烏坎 3500村民再集會

A2 「辜負公眾信任」蘇平治囚16月

從時昌迷你倉
1 樓平面圖可
見，現場通道
彎彎曲曲（每
一白色小格為
一個小貨倉，
淺 灰 色 為 通
道）增加搜救
困難。

A4 內地男疑戴「賭神CON」出千

淘大工業村時昌迷你倉，由金屬板間隔成多個
小貨倉，頂部留位通風，每倉上鎖。起火位置
在3樓，圖為1樓圖片。

（時昌迷你倉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