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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客屢反映𨋢 有問題 批評屋苑管理公司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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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鄧偉明）再有
市民誤墮「網上情緣」騙財陷阱。一名中年女子
透過facebook結識一男子及發展網上戀情後，對
方以寄送名貴禮物為由，一再要求女事主將運費
存至指定銀行戶口。女事主在存款約兩萬元後，
思疑受騙報案，警方前日根據資料，拘捕一名懷
疑假扮「網上情郎」的女子。
被捕女子姓郭，55歲，報稱無業，涉嫌「以欺

騙手段取得財產」罪名。警方初步調查，相信郭
女為涉案銀行戶口持有人，正調查郭女是「扮男
人」行騙或另有涉案同黨，不排除再有人被捕。
據悉，騙案女事主姓羅，45歲，本月初透過
facebook認識一名男子，雙方非常投緣，迅速展
開網上戀情。近日，男方向羅女表示，將會送她
一份名貴禮物，但需要由羅女自行支付約兩萬元
運送包裹費用。

「寄禮物」索兩萬仲唔夠惹疑
羅女不虞有詐，按指示將約兩萬元存入本地一

個銀行戶口，但男方其後聲稱運費不足要求她再
次存款。羅女懷疑自己受騙，至上周三（9日）
決定報警。
沙田警區刑事調查隊及反詐騙協調中心人員接

報經調查，隨即根據資料聯絡涉案銀行成功堵截
有關款項，並鎖定55歲姓郭女子為戶口持有人。
前日下午約5時，郭女前往青衣長發邨一間銀

行辦理提款手續期間，警員隨即現身將她拘捕，
再將她押返位於長亨邨寓所單位搜查，檢獲一部
電腦及一部電話證物帶署作進一步調查。
警方初步不排除郭女假扮「網上情郎」犯案，

正追查是否有其他受害人及在逃同黨。
警方呼籲市民，網上結交朋友時必須謹慎，不

應隨便在互聯網披露個人資料及照片，如有網上
結識的陌生人以任何原因要求匯款，切勿輕易相
信，必須核實其身份，如有任何懷疑，可致電反
詐騙協調中心24小時熱線18222查詢。

55歲無業女擬扮「情郎」網戀騙兩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將軍澳飛鵝山豪宅「陶樂苑」4天
內再揭爆竊案。一名女住戶昨晨
報警，聲稱首飾箱一批共值150
萬元的手表及戒指不翼而飛，警
員經調查不排除竊賊食髓知味，
再潛入屋苑爆竊，案件列作爆竊
交由將軍澳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一
隊跟進，暫未有人被捕。
現場為飛鵝山嵐霞路「陶樂
苑」，上址共有9座，每座兩三
層高，合共25個住宅單位。本月
9日（上周三）曾有第六座一單
位住戶報警，指遭人爆竊損失約
6,000元現金。
昨晨7時許，警方再接獲同座
另一單位姓黃（61歲）女子報

案，指發現一窗戶打開，屋內有
被搜掠痕跡，其中一個首飾箱內
13隻共值約122萬元的手錶，和
7隻共值約28萬元的戒指不翼而
飛。警員到場調查後，不排除竊
賊於上周三爆竊單位後食髓知
味，昨凌晨再潛入犯案。

「陶樂苑」變「盜樂園」4天兩宗竊案

64歲的郭婆婆外出買餸，竟慘死在大廈的升降機槽內近3小時才被發現，丈夫痛失愛妻，
徹夜難眠。寓所內昨不時傳出誦念佛經超度的錄
音，門外則放置有拜祭品。在屠房任職的死者姓陳
丈夫坐在屋內一邊摺冥鏹元寶，一邊含淚說：「好
亂、接受唔到。」悲傷情緒不言而喻。

悲痛妹枉死 姊誓討公道
據悉，發生事故後，電梯公司仍無人與死者家屬
聯絡。至於女死者是家庭主婦，子女均已長大遷
出，平日僅夫婦同住，生活無憂，詎料飛來橫禍。
死者的胞姊及四妹，昨到巴黎閣了解情況時，一
度情緖激動地向在場傳媒表示要為死者「討回公
道」。
死者胞姊形容胞妹生前好好人，「唔應該死得咁
慘……好似跳樓咁的死法……點解我嘅妹要受呢種
罪……好淒涼。」還要在3個小時後才被發現「好
冇陰功」。胞姊續稱，妹妹21歲時出嫁，育有一
子一女，生活幸福。上月30日姊妹才一起飲茶，
十分開心。胞妹的一對子女亦已買好禮物準備與母
親慶祝母親節，詎料前日出事。
胞姊又指，不少住戶事前都已表示屋苑升降機經
常出問題，質疑屋苑管理公司未有做好工作，有疏
忽之嫌，至於追討賠償問題，要由妹夫一家人商討
處理。

鄰居：經常維修早該更換
認識女死者約10年的鄰居黃太亦對事件感到非
常難過，她指郭喜歡到公園做運動，「佢好健康，
無行動不便。」黃太又指，大廈升降機經常要維
修：「三十幾年應該要換啦！」故此打算在業主大
會上提出，始終是「涉及人命，安全啲好」。
上水名都管理有限公司行政經理周學文對死者家
屬致以深切慰問，會提供一切可行支援及幫助。
他指，屋苑升降機有依照機電署要求，每兩周一
次例檢，而肇事升降機亦在出事前兩日才完成例檢
工作。
周指承辦商的保養服務「中規中矩」，出事後沒
有在合約限時一小時內到場，他指前午約12時45
分已通知承辦商，並在1時後「追Call」，但最終
維修人員下午3時才到場，故此會要求承辦商切實
交代。對於屋苑是否換升降機或作大型維修，需待
立案法團開會決定，並會邀請機電署向居民解釋事
故原因。

電梯公司：全力配合調查
廣州廣日電梯工業有限公司對有住客意外罹難深
感惋惜，同時對死者家屬表示深切慰問，又指十分
關注事件，會協助政府相關部門的調查及提供技術
支援。
是宗罕見的升降機奪命事故發生在前日中午12
時半左右，據悉當時一名居住巴黎閣7樓的姓郭
（64歲）女住客外出，在進入升降機之際，其中一
腳甫踏入升降機廂，詎料升降機門突然快速關上，
夾住事主腳部攀升。當時，7樓的樓層升降機槽門
仍開啟，事主被夾腳拉高後，升降機門又再突然鬆
開，事主頓失平衡，瞬間墮入升降機槽內，再跌落
槽底發出巨響。
其後大堂保安員發現上址5號升降機故障停頓，
於是通知承辦商，但不知有人墮樓，及至維修技工
到場打開地下的升降機門檢查，始赫然發現一名老
婦倒斃槽底。

上水名都前日發生的住客遭升降機

門夾腳扯起，再墮入槽底慘死事故，

死者遺體已被送往殮房等候剖驗死

因。肇事升降機在出事前兩日才完成

例檢工作，屋苑管理公司卻聲稱承辦

商的保養服務「中規中矩」，死者家屬

表示無法接受，指不少住戶早已表示

升降機常出問題，質疑管理公司有疏忽之

嫌。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友光、蕭景源

發生住客
墮入升降機
槽慘死事故

的上水名都，經機電署和承辦商
人員通宵檢查其餘7部客用及兩
部貨用升降機，確認安全後，昨
日清晨已恢復運作，惟事件已嚴
重影響屋苑居民乘搭升降機的信
心，其中一名住客李小姐直言
「平時佢哋都有定期檢查，但仍
然發生事故」，希望另覓一間承
辦商維修保養。
她又指現時乘搭升降機都有

陰影，會叮囑家傭小心，要看清
楚才進入升降機。

「搭都有陰影」盼換維修商
住在巴黎閣20樓的劉女士則

表示，前日下午回家時才知屋苑
發生「大件事」，所有升降機都
已暫停使用，結果要撐20層樓
回家。
她指，大廈升降機經常故

障，「一個月整一兩次。」如今
搭升降機出入也有陰影，惟有
「盡量小心睇清楚，唔會一邊望
住手機就咁踏入去」。
另一名住在8樓的劉小姐亦表

示十分擔心，「有陰影呀！覺得
好恐怖，但冇得避，都要照
搭。」住客楊先生則形容屋苑的
升降機「好似老人家咁，行下又
停，行下又停，成日要整。」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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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上水名都
前日發生一宗升降機奪命意外，引起社
會對升降機安全問題的關注。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西九新動力主席
梁美芬昨日與深水埗區議員梁文廣、九
龍城區議員張仁康、林博等到政府總部

外請願，要求特區政府盡快成立「升降
機安全更新大行動」專項基金，避免慘
劇重演。
梁美芬表示，全港有不少機齡偏大的

升降機，因機件損耗而經常需要維修，
成為「都市炸彈」。
住客必須使用升降機，其安全問題十

分重要，但徹底解決問題，最妥善的方
法是更換升降機，動輒近百萬，舊樓的
法團、居民實在難以負擔。
因此，她建議特區政府介入，利用政

策解決問題。
她續說，自己在本月的行政長官答問

大會上，曾直接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跟
進有關升降機安全的問題，要求撥款設

立一個專項基金「升降機安全更新大行
動」，集中處理全港高樓齡樓宇的升降
機，當時林鄭月娥回應「樓宇更新大行
動」或可考慮包括電梯檢查。
梁美芬認為，特區政府在庫房充裕的

情況下，應該果斷成立專項基金，徹底
解決升降機安全問題。
本身是工程師的張仁康亦指，現時升

降機安全問題主要為老化及保養不足，
惟升降機設計日新月異，一些機齡大的
升降機即使想保養維修亦無零件，故必
須要更換。
他說，更換升降機開支龐大，不少舊

樓住客，包括已退休的長者根本無法負
擔，政府應設立專項基金協助他們。

梁美芬夥區員請願 促專項資助換𨋢

上水名都發生罕見升
降機故障奪命意外，有
專家分析較大可能涉及

升降機的牽引機械出現磨蝕，導致升降機
不正常向上升，建議屋苑升降機安裝內置
夾纜裝置，以策安全。
職業訓練局卓越培訓發展中心（電機

業）首席教導員黃啟漢接受傳媒訪問時
表示，當升降機門打開後，正常情况升
降機廂是不應該向上移動；對於這次意
外，估計可能涉及升降機門的「安全截
點」控制線路發生短路或牽引機的機械
故障有關。

或因線路失靈 誤判閂門上移
黃啟漢解釋，每層樓的升降機閘門及

升降機廂門也設有「安全截點」，如果安

全截點的控制線路發生短路，會造成升降
機門全部關上的假象，一旦其他樓層有人
按升降機，升降機便會移動，但前提是樓
層的閘門及升降機廂門安全截點控制線路
同時發生短路，惟這個機會不大。
牽引機方面，升降機是由急輪轉動帶動纜

索移動，當要停止時便需要依靠牽引機的制
動器壓住纜索，如果纜坑出現磨蝕，纜索之
間的空隙增大，導致制動器的磨擦力不足，
纜索有可能移動拉動升降機。
黃啟漢指出，2007年後所生產的升降

機，設有內置夾纜裝置，一旦探測到升降
機有不正常移動，制動器便會夾住懸吊的
纜索，令升降機不能移動，但上水名都肇
事的舊款升降機沒有內置夾纜裝置，建議
業主盡快聯絡承辦商安裝，以減少發生意
外。

疑機件磨蝕致失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蕭景

源）名都「奪命升降機」事故，機電署初
步證實肇事升降機的懸吊纜索完好，
會從控制系統及機械故障方向深入調
查，目前暫未發現人為疏忽。有專家
指舊式升降機沒有裝置防止機箱不正
常向上移動，建議應該更換經常故障
的升降機。
由於是次升降機事故涉及人命，大

埔警區重案組探員前晚亦奉召到出事
的巴黎閣現場通宵調查蒐證，包括翻
看閉路電視片段。
據悉，警方稍後將再與機電署進行

聯合搜證，以及撰寫死因報告呈交死
因庭，再決定是否召開死因研訊。
至於屋苑除肇事5號客用升降機外，
其他7部客用及兩部貨用升降機，經機

電署和承辦商人員通宵檢查確認安全
後，昨日清晨5時許已恢復運作。
機電署表示，目前事故調查仍在進
行，涉事升降機仍暫停使用。初步調
查顯示，升降機的懸吊纜索完好，署
方會從「控制線路」及「牽引機機械」故障
方向作深入調查，以確定事故成因。
另外署方會待其他註冊升降機承辦

商，為同一品牌「廣日」的升降機於
兩星期內完成特別檢查後，進行抽
檢，以確保安全。
據悉，負責維修肇事升降機的「耀天

工程」，一共負責全港92部「廣日」牌升
降機中的78部維修保養工作，市場佔有
率達85%，其餘則分由5間公司負責維
修保養。消息稱，機電署暫未發現事件
中有人為疏忽，但會全方位調查。

機電署：暫未發現人為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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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芬昨與多名區議員要求特區政府盡快成立「升降機安全更新大行動」專項基金。

■■死者胞姊形容死者胞姊形容
胞 妹 生 前 好 好胞 妹 生 前 好 好
人人，，「「唔應該死得唔應該死得
咁慘咁慘」」，，誓要討回誓要討回
公道公道。。

■警方檢獲
一部電腦及
手提電話證
物帶署。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鄧偉明 攝

■■周學文周學文（（右一右一））被死者四被死者四
妹妹（（右二右二））質疑公司疏忽質疑公司疏忽。。

■■名都不少名都不少
居民均對搭居民均對搭
升降機產生升降機產生
陰影陰影。。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劉友光劉友光 攝攝

■■上水名都肇事升降機仍被上水名都肇事升降機仍被
圍封暫停使用圍封暫停使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攝

■探員在豪宅內調查搜證。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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