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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鄺福強) 北角一座已有39年歷史的洋樓，昨晚發

生升降機急墜的嚴重意外，一部載有7名往酒樓晚宴男女的升降機，上升期

間4條鋼纜竟全部折斷，如跳樓機般由2樓直墜槽底至變形扭曲，全部乘客

受傷被困，須由消防員救出急送醫院搶救，其中3人命危，其餘傷勢嚴重。

機電署署長陳帆稱，會立即檢查全港248部由同一承辦商保養的升降機。

現場為北角英皇道480號、1974年12月
27日入伙的昌明洋樓，上址樓高20多

層，共有186單位，地下至3樓為商用，其
中1樓為「彩福皇宴」酒家，2樓是「天龍
會」桌球麻雀會所，3樓則為小型出租辦公
室及倉庫等。據悉上址大廈共裝有多部升
降機，但僅得肇事的第5號升降機可供1至3
樓的商戶使用。

僅剩1/3 身外露大堂

事發昨晚8時許，受傷的7名男女，據報
剛由地下擬乘搭升降機往酒樓晚宴或會所
消遣，詎料升降機剛上升到1至2樓時突急
墜至地下槽底，發出隆然巨響後，升降機
內玻璃裝飾幾告全部粉碎，僅剩三分一
身外露在地下大堂，升降機內7名男女如坐
跳樓機般撞成一堆，同告受傷，各人除擦
損流血，大部分傷者均腰部或頸部扭傷，
有女傷者骨折陷半昏迷。

警方接獲多個墜升降機報告後，立即通知
消防處派出大批人員趕赴現場拯救。據現場
消息稱，消防員到場後，立即動用工具撬開
升降機門，證實共有4男3女傷者(30歲至82
歲)，由於傷者眾多，一輛流動醫療車亦奉

召到場救援，消防員逐一將傷者由升降機內
抬出地下大堂，現場所見，大部分傷者均因
腰部或頸部扭傷，需用擔架抬上救護車，再
分批送往東區醫院搶救。其中3名男傷者性
命危殆，其餘1男3女亦傷勢嚴重。

涉事保養承辦商 全港排29

北角消防局高級消防隊長譚志宜表示，
該升降機最多可載12人，當時應無超載，
事後初步檢查發覺，4條鋼纜全部折斷，機
械急煞系統未有啟動，升降機急墜槽底。
肇因會聯同機電署及有關部門展開調查跟
進。據資料顯示，負責該升降機的保養承
辦商在全港35個保養商中僅排29位，其保
養的升降機曾發生2次意外，包括有機件過
熱冒煙及失平衡等。

巡查248部同保養商升降機

機電工程署署長陳帆深夜視察現場後表
示，升降機4條鋼纜全部斷裂，初步發現升
降機的機械保護裝置未能啟動，以致在鋼
纜斷裂後未能煞停升降機，又說升降機由
信科工程負責維修，機電署今日會巡查由
該公司負責的全部248部升降機。

北角舊樓墜 3垂危4重傷
鋼纜全斷變跳樓機 直插槽底變形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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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港2日偷衫 兩蒙女被捕
保釋再偷拍 藥劑師還柙

家屬路祭 港不調高埃旅遊警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年輕藥劑師涉嫌於保
釋期間，在沙田第一城大眾書局內偷拍女性。被告
楊迪騏（28歲）曾於威爾斯親王醫院任職，將轉往
浸會醫院工作。去年12月17日，被告曾涉嫌於元朗
犯下同類案件，期間保釋，需3月15日到警署報到。

今年3月1日，女事主於書局內感覺裙下有物品，
回頭發覺被告正蹲下拍攝其裙底。被告被控一項作
出有違公德的行為罪，毋需答辯。裁判官指他有保
釋期間犯案前科，拒絕保釋申請，還柙至3月18日再
訊。

姦舊愛審前 面 青年還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19歲年輕侍應疑要求

與15歲前女友復合不遂，竟用繩索捆綁再涉嫌將她
強姦。青年涉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及強姦罪候
審，豈料他除缺席法庭聆訊外，更涉嫌在聆訊前夕
到前女友家門外埋伏，趁對方回家時將其強按在地
上，以 刀將她毀容，女事主左面受傷，送院後須
縫10針。青年被控多一項有意圖傷人罪名，昨解至
粉嶺法院提堂，暫毋須答辯。

聆訊前埋伏 刀毀花容

涉案青年曾家興，今年1月底被控強姦及與未成年
的女友非法性交，原定於上月27日再提堂，但當日
他缺席聆訊。他被加控的傷人罪，指他於上月26日
(即聆訊前夕)，在上水天平 天明樓，意圖使女童X
外貌受損，而非法及惡意傷害她。至前日(上周五)青
年再發短訊，主動約前女友在上水約見，警員獲悉
一早埋伏，當場將他逮捕。

慘遭毀容傷害的女事主，現已被安排到安全地方
暫住，裁判官考慮被告曾棄保潛逃，更涉傷人，決
定將他收柙至4月2日，待控方索取法律意見再訊。

IVE生兩度非禮男童 保釋遭拒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男

生涉嫌於3個月內，兩度在巴士上盯中2名12歲男
童，上下其手，青年被捕後自揭還有另一名受害男
童。他昨被控兩項非禮罪，暫毋須答辯。控方指，
該青年3年前已因非禮男童而被警司警誡。

控罪指，被告蔡廷燿(18歲)於去年11月30日，在紅
磡大環道遊樂場內非禮12歲男童X。另在上月25日於
鴻福街開往民裕街的新巴796X上，非禮12歲男童
Y。蔡身形略胖，穿橙、灰色風衣，架幼框眼鏡，站
在犯人欄內應訊，表現平靜。他的父母和教會人員
到法庭支持，擠滿了一半公眾席。

控方透露，蔡在11月30日放學時間和男童X乘坐同
一巴士，到達紅磡一個巴士站時，他帶男童到遊樂
場撫摸其腿部。上月25日，蔡和男童Y乘巴士往土瓜
灣方向，在車上將Y的腳放在自己腿上撫摸。

2010年有前科 被警司警誡
蔡被捕後，在錄影會面中承認曾非禮2名男童，還

自揭曾非禮另一男童，但該男童沒有報案求助，故
警方需更多時間調查。蔡沒有案底，但在2010年因
非禮9歲男童而曾被警司警誡。

辯方透露，蔡與父母同住，乃家中獨子，就讀香
港專業教育學院(IVE)的工程科目，他指自己是受誘
導才招認曾非禮男童。他希望保釋外出上學，但被
裁判官拒絕，以免他騷擾控方證人。案件押後至下
月15日轉往九龍城裁判法院再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埃及熱氣球慘
劇仍有3名港人死難者遺體未能確認身份，需
急運DNA返港作檢測，料須時數天。家屬昨日
終於抵達樂蜀慘劇現場路祭，由於遺體處理、
運送離境等事宜需依據當地法律程序，並顧及
家屬情緒等，故目前返港無期。樂蜀省長相信

事件與人為操作失誤有關，計劃未來1周內恢復熱
氣球活動。保安局局長黎棟國亦相信事件純屬意
外，不會調高對埃及的旅遊警示，但提醒市民參
與有危險性活動時三思。

本港時間昨午3時45分(開羅時間早上9時許)，9名
遇難港人的10名家屬，在入境處人員及心理專家陪
同下由開羅乘內陸機前往樂蜀，至本港時間昨晚9
時許(當地時間下午3時後)抵達慘劇現場路祭，路祭
儀式約2小時後結束，期間各人神情哀傷，儀式後
即匆匆再乘機折返開羅，續處理遺體事宜。

需依當地程序 遺體返港暫無期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表示，9名遇難港人中，經家
屬辨認，已確定6具遺體身份，當中4人來自何姓家
庭，另外2人分別來自2個家庭，另外3具遺體需待
DNA檢測結果才能確定，入境處已派人帶同相關
遇難者的DNA以作鑑定，並已於昨晚深夜抵港。
黎棟國稱，入境處人員協助家屬運送遺體離境事
宜，因需依據埃及法律和程序，也要顧及家屬情
緒，故不能單純以快為原則，目前仍無返港時間。

在樂蜀熱氣球爆炸墜落的甘蔗田現場，香港時間
前晚11時許亦舉行了一場哀悼儀式，參與的死難者
所屬國家，包括中國、日本、匈牙利的領使館人

員，他們展示死難者所屬國家的國旗，樂蜀省長薩
阿德(Ezzat Saad)、當地旅遊業界代表和一些死難者
曾入住酒店的職員亦有到場默哀，並有神職人員為
他們禱告，眾人逐一獻上鮮花，有定居當地的英國
人亦專程前去致意，認為這是樂蜀歷來最嚴重的熱
氣球事故，感到非常難過。

樂蜀省長：意外涉人為 周內復「飛」

據悉，現時樂蜀所有熱氣球公司都屬於旅遊
部，有乘客安全及熱氣球設備保險才會獲准飛
行。新華社引述省長薩阿德稱，出事熱氣球公司
Sky Cruise有齊該2項保險，起飛前例行檢查亦通
過，因而認為意外可能與人為操作失誤有關，如
有調查結果會立即通知各國領事館。薩阿德透
露，事故後曾與埃及民航局多次磋商，旅遊公司
會向死者家屬賠償。他稱，樂蜀政府將積極與中
方合作，及時告知最新進展，盡最大努力做好善
後及安慰遇難者家屬。

薩阿德又指，可能會在1周內恢復熱氣球活動，
因為早前下令暫停所有熱氣球活動只是預防措施，
找到事故原因後則無必要永遠停止所有熱氣球活
動。有報道估計，若當地政府2個月內不取消禁
令，會打擊逾2,000名從業員的生計。

有英國傳媒取得熱氣球所屬公司Sky Cruise員工
拍下的出事前片段，可見一眾遊客升空前表現雀
躍，有香港遊客微笑向鏡頭揮手。駕駛員穆拉德
(Mohmin Murad)用英語向乘客講解簡單注意事項。
熱氣球緩緩升空，乘客向地面揮手，踏上「死亡之
旅」。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友光) 兩名來港
僅2日的蒙古籍女子，前日即在尖沙咀
一間時裝名店犯案，偷竊多達20件共值
逾8,500元衣物，但當場被監視的警員拘
捕，人贓並獲。2人昨被探員押解返回
居住的重慶大廈賓館搜查，無進一步發
現。

警暗中監視 人贓並獲
被捕的兩名蒙古籍女賊，分別24歲及

46歲，抵港僅2日。警方昨已落案控告2
人一項盜竊罪，其中46歲女子更被加控
多1項盜竊罪，明日於九龍城裁判法院

應訊。
案發於前晚8時許，尖沙咀特遣隊警

員在區內執行反扒行動，發現兩名可疑
女子進入廣東道30號新港中心內一間時
裝店，遂暗中監視，期間發現2人偷取
了多件衫褲及鞋後，若無其事離開，警
員在商場內截停拘捕2人，職員點算證
實共有20件衣物被偷，包括衫、褲、
裙、鞋及手袋等，全部總值逾8,500元。

至昨午4時45分，接手調查的油尖刑
事調查隊第7隊探員將兩名女賊以黑布
蒙頭，押回其居住的重慶大廈一間賓館
搜查，並將2人的行李檢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灣仔、沙田及油麻地前
晚2小時內先後揭發3宗風化案。1名22歲少女報稱5日前
酒後乘的士返回灣仔駱克道住所時，司機卻趁其醉酒疑
將她強姦，至前晚涉嫌司機竟再登門有所企圖，少女立
即報警將他拘捕；另1名19歲少女亦報稱1年半前，同因
醉酒疑遭男友人在沙田一單位強姦，警方正通緝該名男
子調查；此外1名18歲青年在油麻地與13歲女童偷嚐禁
果被捕。　

案發在上月26日晚，據報22歲女事主因醉酒截乘的士
返回灣仔駱克道住所，女事主由司機扶上樓返家，但入
屋後懷疑遭人趁機強姦。至前晚8時50分，涉案司機竟

折返少女住處外有所企圖，她立即報警求助。警員到場
初時列作「非禮」案，經深入了解後，懷疑有人曾趁女
事主醉酒時施暴，遂改列作強姦案處理，少女由女警陪
同往醫院檢查。

至昨日凌晨2時許，多名探員及鑑證科人員折返肇事
單位搜證，期間檢走被單及涉案內衣褲等證物化驗，其
後又將疑犯押到灣仔分域街其的士搜查，稍後再押往其
華富 華生樓的住所搜查蒐證。涉嫌強姦被捕的士司機
陳×明(40歲)，正被灣仔警區刑事調查隊第5隊扣留調
查。

少女疑遭醉姦 警通緝男友人

相隔不到1小時，前晚9時40分，警方又接獲1名19歲
少女報案，同樣懷疑自己1年半前，因醉酒在沙田博康

一單位內，遭1名張姓28歲男友人強姦，警方已將案
件交由沙田警區刑事調查隊第3隊列作強姦案跟進，並
通緝該名涉嫌男友人調查。

油麻地少男「衰十一」

另一宗風化案發生在油麻地佐敦道一單位，前晚10時
50分，1名18歲青年與1名13歲女童在上址偷嚐禁果，女
童家人返家撞破，立即報警，警員先將女童送院檢驗，
隨後以涉嫌「與年齡在16歲以下的女童非法性交」罪名
將該名青年拘捕，案件交由油尖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2
隊跟進。

的哥涉姦醉娃 登門添食遭拘

■北角英皇道一幢舊樓墜 ，導致3人危殆，4人重傷。 鄺福強 攝

■傷勢較重的傷者要用器具固定頭頸送院。

鄺福強 攝

■高級消防隊長譚志宜表示，4條鋼纜全部折

斷，機械急煞系統未有啟動。 鄺福強 攝

■升降機鋼纜全部斷掉。 鄺福強 攝

■遇難者家屬抵達樂蜀參加悼念儀式。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鄺福

強) 電梯業總工會理事長謝景
華昨晚到現場了解情況後表
示，4條鋼纜全斷是非常罕見
的，雖然一般纜索可用8年，
但會受升降機使用頻率的影
響，尤其是酒樓的使用率就會
較高，損耗亦會更快，而升降
機應有安全夾，在下墮時會啟
動，避免意外發生，但生效與
否與部件的靈敏度及維修保養
都有關。他說，事件令人質懷
疑電梯擁有人未有做好保養測
試，包括更換已磨損的零件，
並建議機電工程署要了解維修
人員有否執行兩名維修員一同
檢查的工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青衣南消防局對開昨晨發生驚險交通意外，

昨早11時半，一輛私家車突於上址雙白線調頭，同時一輛20呎長貨櫃車駛至，貨

櫃車司機急煞及扭 閃避，致拖頭向右擺，但仍發生踫撞，私家車司機受輕傷。

有消防員驚聞撞車聲，立即走出察看及救人。私家車司機送院治理，警方正調

查是否有車輛於雙白線調頭而肇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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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熱氣球爆炸墜落現場，當地官員、外交人員等人士哀悼死難

者。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