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
責任編輯：黃志高 黃皓林 美術編輯：伍奇德 2021年4月19日 星期一要聞

24歲女獨自行飛鵝山 墮崖身亡

女死者石樂蕎生前任職西廚，與父母和胞姊一家四口住在石硤
尾南山邨，她近年愛上遠足，經常與舊同學及友人行山，有時也會
獨自起行。

上周四（15日）早上10時許，當時石女曾對父母表示當晚不會
在家吃晚飯，之後父母外出。同日下午3時許，父母回家時，石女已
離開，其後家人多番致電及發短訊，卻收不到石女回覆，胞姊發現
石女的行山鞋、風褸及背囊不在家中，又在其電腦發現她曾搜尋過
飛鵝山自殺崖的行山路線，懷疑石女前往行山，恐防有意外，遂
於facebook發文，呼籲網友協助尋人。家人並在前晚（17日）報
警。

前晚尋獲石樂蕎行山鞋
消防處當值助理消防區長梁柏豪表示，接獲失蹤報告後，馬上

派出三隊搜救隊及一部救護車，15分鐘後到達現場，並在飛霞路設
立集合點，人員在鵝肚棧道、扎山道及日落脊一帶搜索，其間出動
12部消防車、2部救護車，60名消防及救護員。他指出，前晚在鵝肚
棧道附近尋獲一對行山鞋，經警方調查證實是失蹤者石樂蕎所有，
其後昨晨8時7分在鵝肚棧道對落山坡發現一件衫，最後證實並非失
蹤者衣物，搜救行動繼續。

梁柏豪說，搜救人員兵分三路，高空拯救專隊負責在險要山坡
游繩而下，消防員則帶同搜救犬沿行山路徑搜索，以及攀山拯救專
隊在叢林內搜索，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則在空中搜索，連同警方
及民安隊進行全方位搜索。

最後手機信號發於工廈
西九龍總區行動總督察麥中傑表示，西九龍總區失蹤人口調查

組接手事件，曾翻查醫院、酒店和出入境紀錄，及透過電訊公司協
助得知石樂蕎的手機信號，最後出現位置的發射站是在前日早上8時
19分，位於太子道東714號捷景工業大廈，警員曾到該大廈及附近搜
索。

搜救行動至昨日下午5時35分有新進展，消防及飛行服務隊等搜
救人員於鵝肚坑山崖上發現一名昏迷女子，惟該處地勢險要，人員
需由直升機游繩而下進行拯救，初步證實為石樂蕎。至晚上7時，警
方指失蹤女子於現場證實死亡。記者現場可見，直升機將一個擔架
床吊起，然後前往東區醫院。現場消息稱，經初步調查相信石樂蕎
疑失足墮山崖後昏迷，失救不治。

熱愛行山的24歲少女石樂蕎，上周四（15
日）獨登飛鵝山後失聯，其家人及朋友在社交平台
facebook發帖，呼籲行山客及網友協助尋人，引
起全城關注。家人前晚報警後，消防及飛行服務隊
派出大批人員，展開20小時陸空搜救，昨日下午
終在鵝肚坑，發現她倒卧崖下昏迷，並當場證實不
治。

疫下本港網上掀起一股 「一個人去行山」 熱
潮，有行山專家提醒市民，山上危機處處，絕不適
宜獨自行山，尤其是新手。

失聯三日全城關注 陸空搜救20小時尋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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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黃浩輝



「很多人知道欺山莫
欺水，但行山其實也危機
處處，不能掉以輕心」 ，

資深行山專家、中國香港旅行遠足聯會主席
周國強對大公報記者說。

疫情下不能外遊，本港掀起行山熱潮，
但熱潮背後暗藏危機，近年接二連三發生
致命意外。周國強指出，常言道 「欺
山莫欺水」 ，令很多人誤以為
「山可欺」 ，輕視了山上潛藏

的種種危機， 「從地面走到
山上，變化很大，日與夜的
山徑是兩個世界。另外很多
山友會忽略天氣變化，好像
紅花嶺多岩石，春天潮濕多
雲，山腰以上多被雲霧包
圍，很容易跣腳，不能掉
以輕心。」

鞋要防滑 「打卡」要安全
周國強續指出，不少山徑石

塊濕滑，行山最好穿防滑鞋，否則
容易跣腳釀成意外。另外，市民喜歡
到瀑布頂自拍 「打卡」 ，但往往站得
太近邊緣或踏在有青苔的石頭上，為
了一張相 「呃like」 ，不慎失足墮
下，最終釀成悲劇。

他又提醒千萬不要獨自一
人行山，最好有多人結伴行
山，遠足亦應分為四人一
組，配備急救包，內
有哨子、紗布、消
毒藥水、膠布、
三角巾。一旦

發生意外，現場沒有手機訊號，可分成兩
組，兩人去找救援及走到馬路報警，另一人
則留在現場照顧傷者。行山本是很
有樂趣的事，做足準備，就能保
護山野，避過行山陷阱。

大公報記者黃浩輝

專家的話

遠足至少四人行 遇意外分頭求救

日期

2021.4.18

2021.3.29

2021.3.22

2021.3.16

2021.3.11

2021.3.9

2021.1.1

資料整理：大公報突發組

出事地點

飛鵝山

東洋山

彌勒山

相思灣

飛鵝山

飛鵝山

北大嶼山

意外情況

24歲女子石樂蕎15日行山後失聯，救援人員17日接報陸空搜救
近20小時，18日終在飛鵝山鵝肚坑發現石女，當場證實不治。

66歲男子與友人行山至近東洋山時突然暈倒，昏迷不醒，送院
後證實不治。

56歲男巴士車長於東涌行山，至彌勒山山腰時暈倒昏迷，送院
搶救後不治。

58歲男地盤工14日清晨獨自前往西貢北潭涌行山後失聯，失蹤
兩日後被發現伏屍相思灣石灘。

31歲男教師10日在黃大仙斧山道最後露面，其後失蹤，翌日被
發現倒斃在自殺崖下約400米的樹林。

58歲男退休保險經紀8日早上獨自到飛鵝山自殺崖行山後失
聯，翌日被發現墮斃於峭壁下山頭。

一對夫婦與友人到北大嶼山行山，64歲妻子突然暈倒昏迷，送
院不治。

近期行山致命意外

認定身處位置認定身處位置
••保持冷靜保持冷靜，，利用指南針利用指南針、、地圖或地圖或
GPSGPS全球衞星定位導航裝置全球衞星定位導航裝置，，設法設法
找出身處的位置找出身處的位置。。

細想上山的路細想上山的路
••設法回想剛才上山時行經什麼路設法回想剛才上山時行經什麼路，，
嘗試原路折返嘗試原路折返；；若擔心有危險若擔心有危險，，則則
留在原地等候救援留在原地等候救援。。

勿胡亂向前走勿胡亂向前走
••切勿繼續前進切勿繼續前進，，這樣只會消耗體力這樣只會消耗體力
及增加救援難度及增加救援難度。。

打打 「「112112」」求助求助
••立即致電國際求救電話號碼立即致電國際求救電話號碼112112求求

助助，，並盡量提供所處位置的資料並盡量提供所處位置的資料，，
例如例如GPSGPS全球衞星定位位置及附近全球衞星定位位置及附近
的主要地標等的主要地標等。。

••利用哨子利用哨子、、電筒或燈光等發出國際山嶺遇電筒或燈光等發出國際山嶺遇
難訊號或摩斯電碼求救訊號難訊號或摩斯電碼求救訊號。。

哨子哨子：：一分鐘內發出六次訊號一分鐘內發出六次訊號，，然後每隔一然後每隔一
分鐘重複一次分鐘重複一次。。

電筒電筒：：發出三短發出三短、、三長三長、、三短的求救訊號三短的求救訊號。。

資料來源：消防處《行山遇險時應做事項》

飛鵝山倚天脊倚天岩

鵝肚坑

彩輝邨

▲石樂蕎失蹤多日，除消防和飛行服務隊直升機通
宵搜索外，攀山拯救專隊亦在叢林內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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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樂蕎熱愛遠足，上周四離家獨自
到飛鵝山行山失蹤。 石樂蕎FB圖片

▲陸空搜救20小時，終在鵝肚坑發現
石樂蕎倒地昏迷，並由直升機游繩而
下進行拯救送院。

自殺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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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鵝山電視及
電台發射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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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愛唱中國國歌加快疫苗注射 對付病毒變種

聞 風

一段新西蘭民眾唱中國國歌的短
片，近日在網上引起熱議。之所以唱
中國國歌，是為紀念一位名叫何明清
（Kathleen Hall）的新西蘭女士，她
曾參加八路軍協助抗日，更是白求恩
大夫的親密戰友。

據拍攝者表示，許多新西蘭人特
別喜歡中國以及中國文化，他自己也
早於2008年就到中國生活學習，更為
自己取了一個 「符安雷」 的中文名。
自去年開始，他自發用抖音記錄自己
在新西蘭生活的點滴。

一個年輕老外親述自己對中國的
熱愛，更將中國視為第二故鄉，某程
度上顛覆了一些香港人的 「常識」 。
長久以來，很多人總覺得外國月亮特
別圓，外國的文化、制度一定較中國
優勝，近年來，這種對於自己國家的
偏見則更為嚴重。但如今我們看到
的，卻是一副截然不同的景象。

符安雷等人不是在中國出生，也
並非中國官員，而是地地道道的新西
蘭人。但他們每年唱中國國歌，這不

是因為被洗腦，而是為了紀念在抗日
戰爭中，何明清與當時中國人民所表
現出的高尚情操和人道精神，也是因
為他們發自內心尊重、喜愛中國，想
要了解這片千里之外土地上的文化。

身處香港，也許我們不禁要問：
何以外國的人民如此自發地愛中國，
但香港卻總有部分人惡意貶低，甚至
否定自己的國家民族？令人深思。一
場疫情，讓世人看到中國的制度優
勢。正當其他國家深陷混亂之時，唯
有中國快速有效控制住疫情，讓人民
可以回復正常生活。今年第一季度
GDP更是大增18.3%，為近30年來之
最。

符安雷表示，外國的 「月亮」 不
比中國圓。作為香港人，與其看着遠
洋對面其他國家的海市蜃樓，何不着
眼近處，試着了解、欣賞我們自己的
國家呢？誠如符安雷寄語香港的年輕
人： 「應該愛自己的國家」 ，嘗試踏
出限制自己的框框，總能
看到一片新天地。

香港過去兩天新增近50宗個案，
疫情大有復燃之勢。更令人憂慮的
是，首度發現本土病例帶有N501Y變
種病毒，且感染源頭不明，社區爆發
的概率大增。面對新的抗疫形勢，加
快疫苗注射是最有效的策略，盡早形
成群體免疫，才能抵禦不斷升級的變
種病毒入侵。

一名從迪拜抵港的印度男子，完
成21日隔離檢疫後，在社區活動八
天，其間一直沒有病徵，直至返回檢
測時才證實感染。感染源頭目前無法
確定，可能是外地感染而來，也可能
是在香港本地感染，不論如何，變種
病毒的傳播力破壞力都較以往更甚。
儘管政府已立即進行圍封強檢，但能
否堵住疫情社區擴散，仍是未知之
數。實際上，昨日新增的一宗個案，
就與這名印度男子密切相關。

種種跡象顯示，香港正面臨疫情
升級的嚴峻形勢。剛過去的復活節，
市民社交活動大增，再加上政府放寬
聚集限制，客觀上造成了此次感染的

的 「小爆發」 。但新增個案仍以外地
輸入為主，尤其是印度、巴基斯坦、
菲律賓等地。印度疫情不斷擴散，單
日新增突破23萬宗，創了歷史新紀
錄。因此，香港當前最迫切的，是要
嚴限高風險地區人士入境香港。

政府應考慮收緊 「航班熔斷機
制」 ，例如，對於從同一地區抵港的
所有民航客機，如三天內共有2名或以
上乘客經抵港檢測確診並帶有N501Y
變種病毒株，即應禁止所有從該地區
來港的民航客機着陸香港14天。另一
方面，對上述地區入境者，在指定地
點接受醫學觀察的天數，也應由21天
增至28天，以增加阻隔病毒傳染的機
會。越嚴格的入境限制，也就越能確
保疫情受控。實際上，澳門已經宣布
將由今日凌晨開始推行新措施。

病毒不斷變種升級，防止輸入個
案只是 「治標」 並非 「治本」 之策，
關鍵還在於能否盡早建立群體免疫。
儘管至今未有數據顯示疫苗對變種病
毒絕對有效，但在接種率高的智利等

國家，雖然確診數字仍然高企，但中
國產的科興疫苗已助當地明顯減低死
亡率和入院率，患者有重症的情況亦
有改善。另一種疫苗復必泰，英國則
有研究認為，有助抵抗變種病毒。這
均顯示，注射疫苗是有效的。

雖然日前曾出現一宗注射2劑科興
疫苗後仍感染的事例，但這僅是個
案，不應由此否定疫苗的作用，更不
能成為抹黑國產疫苗的理由。抗疫要
以科學為本，市民在評估自身健康之
後應積極注射疫苗。越早接種、接種
率越高，戰勝疫情的可能性就越大。
這是必由之路，不可能有其他 「捷
徑」 。

疫情正在反撲，病毒正在變種，
稍有不慎，過去一年多的抗疫成效就
可能前功盡棄。政府各部門正嚴陣以
待，盡可能減低輸入個案，但抗疫不
能只靠政府，要遏制反撲還是要靠全
社會的共同努力。保持社交距離、做
好防疫措施之外，最重要是盡快接種
疫苗，早日建立全民免疫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