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6(第18/126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
三獎：$58,080 （100.5注中）
多寶：$24,339,189

下次攪珠日期：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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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認無徹查朗豪坊「天梯」

樓下住戶開窗救人 傷者：我是否死了？
上水天平邨昨凌晨發生縱火案

時，起火單位重傷男住戶渾身浴血
嘗試開門逃生不成功，被迫冒險攀
出15樓單位窗外爬落14樓拍窗求
救，千鈞一髮，全憑鄰居發揮守望
相助精神，未有釀成嚴重傷亡。
據14樓開窗救人的住戶陳先生

憶述，當時聽到廚房外傳出叫救命
聲，進入廚房查看，赫見一名受傷男
子正在廚房窗外求救，陳經了解得悉
池是樓上住戶，因火警被迫爬窗逃
生，但因廚房窗鎖上窗花無法讓對方
入屋，隨即大聲叫醒妻子尋找鎖匙開
窗花，陳則一邊等候妻子、一邊伸手
緊捉住池，以防他不支墮樓。擾攘約

10分鐘後，妻子終找到鎖匙趕至打開
窗花，由他協助將池拉入屋，救回一
命。陳指，池被救入屋後曾詢問：
「我是否已經死了？」他遂好言安慰
及扶池坐下休息等候救援。

同層兩年前曾發生奪命火
根據資料，2016年7月5日凌晨4時
許，天平邨天賀樓15樓亦曾發生奪命
火警，一單位疑有雜物起火，火勢迅速
蔓延，鄰居發現報警，消防員趕至將火
救熄，在單位內發現73歲獨居男住戶
被困焗死，消防經調查後認為火警無可
疑。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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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市政局主席梁定邦2007年11月6日在
銅鑼灣險遭3名男子綁架案，案件揭發與前
市政局議員蔣世昌的胞弟蔣世華有關。時隔
11年，再有一名涉嫌參與綁架的內地男子
李國勇，被控一項「串謀強行禁錮意圖取得
贖金」罪，昨在高院續審。庭上控方播放被
告的警誡會面錄影，他對案件的時、地、人
等細節全部回答「冇印象」、「唔知」或
「唔記得」，亦不知為何多份涉案單據上會
有其指紋，但他承認曾收數百元款項替「老
闆」到一間公司提取氧氣樽，並由「老

闆」載他往郊外一處放下氧氣樽。
男被告李國勇（46歲），去年8月15日

來港時被捕。他被控在2007年10月至11
月間，與蔣世華及其他身份不詳人士，串
謀在違反梁定邦的意願下，將梁強行禁
錮，意圖取得交換釋放梁的贖金。蔣世華
已於2008年認罪判囚14年。

合約單據均有被告指紋
根據控辯雙方承認事實，警方在綁架現

場銅鑼灣怡和街一大廈的10樓大堂檢獲

綁匪原用以裝載及運送梁的木箱、氧氣樽
租機合約、以及計劃用作藏參的元朗麒麟
村豬場的租約、豬場中檢獲的一些單據
等，均發現被告的指紋。
被告在警方安排的錄影會面中，表示對

豬場無印象，亦不認識梁定邦，並對為何
文件有其指紋不知情，未見過有關單據，
惟承認曾受一名「老闆」委託到一大廈提
取氧氣樽，但他不知對方姓名，無聯絡方
法，亦已忘記對方樣貌，只知辦妥便可收
取數百元酬勞。

只記得替「老闆」搬氧氣樽
錄影口供中，被告稱已記不起提取氧氣

樽的日子，只記得由「老闆」駕車載他到
一個地方，並將一張紙條交給他，他按指
示上樓到一公司提取氧氣樽。他記得收據
上好像寫有「給家人使用」等字眼，之後
「老闆」又載他到郊外一處地方，他放下
氧氣樽後獲得酬勞便離開。
控方昨又傳召當年與綁匪接洽的地產經

紀陳德強作供，陳指2007年10月19日接
獲一名自稱姓鄭的男子來電，要找一個貨
車可直達的地方儲存貨物。他遂推薦涉案
的麒麟村豬場，並在10月30日由業主和鄭
簽正式租約，但租約上寫明租客是一名叫
「李敏」的人，鄭沒解釋為何代「李敏」
簽約。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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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11年 被告屢稱「唔記得」

屋邨遭縱火 警鐘失靈累街坊
自殺漢重傷爬窗落樓求救 居民拍門通知700人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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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死男事主姓池，37歲，身體多處皮開
肉綻嚴重炸傷及燒傷，需轉往深切治

療部搶救，情況危殆。另3名受傷男街坊，
68歲至86歲，吸入濃煙不適，清醒送院經
治理，未有大礙。

剪石油氣管縱火 全屋陷火海
現場為天平邨天賀樓15樓一單位。據

悉，池某原與妻兒及母親同住上址，但疑有
不良嗜好及精神問題，與家人關係欠佳，繼
妻子離婚搬出，65歲母親及16歲兒子也較
少回家，單位經常剩下池一人。
消息稱，昨凌晨4時許，池獨自在家疑服食
精神科藥物後，神志迷糊萌生死念，剪斷家中
石油氣喉管及縱火，隨即引發猛烈爆炸，火勢
迅速蔓延致全屋陷入一片火海，池首當其衝身
體多處嚴重受傷，因大門位置被火堵塞，池被
迫由15樓寓所攀窗出大廈外牆爬落樓下拍窗求
救，由樓下單位住戶開窗救入屋。
火警因發生於凌晨時分，天賀樓大部分
居民也正酣睡中，爆炸巨響驚醒部分居民報
警及逃生，同層有人擊碎火警鐘玻璃通知鄰
居走火警，但火警鐘未有鳴響，居民需要互
相拍門相告走火警，約750名居民緊急逃
生，部分人穿着睡衣及拖鞋非常狼狽，3人
逃生時吸入濃煙不適。
警員趕至封鎖現場，由消防員趕至射水
灌救，近1小時成功將火救熄，惟起火單位
已嚴重焚毁，同層走廊牆壁亦嚴重燻黑。

火警中，肇事單位住戶及3名居民受傷，
由救護車送院治理。消防員初步調查，火警
有可疑，警方列作「縱火」案處理，交由大
埔警區重案組第二隊跟進。

年中曾年檢 失靈有前科
北區區議員黃宏滔表示，昨日接獲很多

居民投訴，指火警期間大廈的火警鐘失
效，事後他曾登上火警樓層視察，發現同
層3個火警鐘的啟動玻璃片也被擊碎，有
人員正在進行檢查。
黃續說，月前在超強颱風「山竹」吹襲
後，天平邨曾發生垃圾起火的小火警，當
時有居民指扑碎火警鐘玻璃片無發出響
聲，已就問題通知管理公司，詎料昨日火
警時火警鐘同樣失效。由於今年五六月間
天平邨曾進行消防年檢，但接連發生火警
鐘失效問題，他會向消防處查詢年檢報
告，了解當時是否有發現火警鐘有問題。
消防處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昨

日火警後，處方消防設備專責隊伍已派員到
場調查，了解有關火警鐘在火警期間無響及
消防喉轆系統未能被啟動的原因。有關調查
仍在進行中，如發現違例情況，本處會向相
關人等採取執法行動。
此外，人員已巡查天平邨其餘六座大廈

即天怡樓、天祥樓、天明樓、天美樓、天喜
樓及天朗樓，確定該6座大廈的火警警報系
統運作正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鄧偉明）上水天平邨一宗縱火企圖自殺

事件，揭發火警鐘失效問題。一名男子昨凌晨在寓所割斷石油氣管縱火尋

死釀成爆炸，男子嚴重受傷爬窗落樓拍窗求救，由樓下單位住戶開窗救入

屋，送院命危。火警發生時大廈大部分居民也正酣睡中，有人敲碎火警鐘

玻璃通知鄰居逃生，但火警鐘失效無響，居民需要奔走拍門相告，逾700

名住戶相繼緊急走火警，3人吸入濃煙受傷送院治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港鐵觀塘線
昨日下午4時18分許發生罕見意外。一名姓余
（15歲）女學生，在藍田站月台登入往調景嶺
方向一列車車廂時，疑人多碰撞失衡，左腳意
外踏空，當場插入月台與車廂之間僅約數吋闊
罅隙倒地，由於其左腳無法抽出，頻頻呼痛求
救。
其他乘客見狀，立即通知車站職員不要開

車，多名職員與數名乘客嘗試協助事主脫困，
但不成功。未幾，消防員到場動用工具迅將事
主救出，她因受驚及左腳小腿和膝頭痛楚，要
由救護車送往聯合醫院治理。
警方事後經調查，相信事件無可疑。惟港鐵
受事件影響，觀塘線服務一度受阻，來往黃埔

站及調景嶺站的行車時間需要延遲10分鐘至15
分鐘，至下午4時38分才逐步回復正常。

月台隙夾腳 15歲女學生受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葵涌醫院一名男病人，本周日（4
日）被發現頭、面受傷倒臥在病房
洗手間內，他被轉送瑪嘉烈醫院治
理，延至前天（5日）凌晨證實不
治。警方接報經調查，相信死者事
前曾遭另一名男病人推撞，昨將該
名男病人拘捕，將案件改列作誤殺
案跟進。
男死者41歲，涉嫌誤殺的被捕男

疑犯33歲，兩人同是葵涌醫院成人
精神科的病人。警方稍後將安排為
死者進行驗屍，以確定死因。
警方前天（5日）早上7時50分

接獲葵涌醫院一名男職員報案，指
本周日（4日）晚上約9時許，發現
一名男病人倒臥在病房洗手間內，
頭部及面部均有傷痕，傷者清醒被
送往瑪嘉烈醫院治理，惟延至翌日
凌晨2時15分證實不治。
警方接報後，立即派員展開調
查，發現死者在本周日（4日）晚
上曾在病房洗手間被另一名男病人
推撞，認為有可疑，將案交由深水
埗警區重案組作進一步調查。
及至昨日下午，重案組探員在葵

涌醫院拘捕該名涉案男病人帶署扣
查，並將案件改列作誤殺案跟進。

病漢疑遭推撞亡 警拘同院男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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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朗豪坊商場逾40米長「通天
梯」，去年3月突然急速溜後釀成18
人傷事故，負責檢驗的涉事註冊自動
梯工程師馬兆麟，涉嫌違反《升降機
及自動梯條例》被控兩項罪名，昨在
九龍城裁判法院續審，被告否認第一
項「沒有確保自動梯被徹底檢驗」及
第二項控罪中的一項沒有徹底檢驗

「驅動鏈斷裂裝置」，但就承認第二項控
罪中其餘五項沒有徹底檢查自動梯裝置的
指控。控方指被告作定期檢查時僅用22分
鐘，根本不足以徹底檢驗該類長電梯，但
卻簽發電梯《安全證書》。
被告馬兆麟（66歲）被票控兩項罪名，
包括一項「沒有確保自動梯被徹底檢
驗」、一項「未確保自動梯相關設備或機

械獲徹底檢驗」即沒有確保共六項設備及
機械被徹底檢驗：（i）驅動鏈斷裂裝置、
（ii）上裙板掣、（iii）上梳齒板掣、
（iv）上扶手帶入口掣、（v）超速感應
器、（vi）非操縱運行方向逆轉感應器。被
告昨在庭上除承認沒有檢驗第二項控罪中
的後五項裝置外，否認其他控罪。

「天眼」揭未全驗仍簽安全證書
控方開案陳詞指，被告受僱於電梯承辦

商「奧的斯電梯（香港）有限公司」，去
年於1月24日為朗豪坊E18號自動梯進行
定期維修，據電梯上的閉路電視顯示，馬
和兩名工作人員在電梯機房最多只能看到
主驅動鏈約1米的部分，被告未有檢查全
長約4米的主驅動鏈及其他零件有否損

壞、斷裂，亦沒有清潔主驅動鏈、量度其
鬆緊度和伸延長度，以及沒有檢查驅動鏈
斷裂裝置的電子操作、測試裝置的機械能
否正常運作。
被告亦沒檢查其他安全裝置，包括上裙

板掣、上梳齒板掣、上扶手帶入口掣、超
速感應器、非操縱運行方向逆轉感應器。
不過，他仍在當天簽署電梯的《安全測試
及檢驗報告》以及簽發《安全證書》。

專家指22分鐘無法徹底檢驗
控方續引述專家證人、機電署工程師姚勇

毅意見，指被告在上述檢驗中，電梯的主驅
動鏈與驅動鏈斷裂裝置均沒有被徹底檢驗，
包括近距離檢查、清潔和轉動等。被告沒有
按照《升降機工程及自動梯實務守則》檢驗

電梯的安全設備，驅動組件及其他相聯設
備。而該次定期檢查只用了22分鐘，根本
不足以徹底檢驗該類長電梯。
另據控方獨立專家林超雄博士和胡志文教

授指，涉事主驅動鏈的部分連接片因金屬疲
勞斷裂，亦有其他連接片出現破裂，若清潔
驅動鏈後，可從肉眼檢查發現。事故是因連
接片斷裂，加上驅動鏈斷裂裝置失效未能啟
動附加掣動器，才造成是次意外。
控方傳召機電署工程師湯翰明作供指，

他在去年3月25日案發當天到現場作調
查，在自動梯上機房見到主驅動鏈斷裂，
跌在該機房的底部，以致驅動鏈斷裂裝置
未被啟動，未能傳送訊息給附加掣動器制
停止電梯運作。審訊今日繼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長沙灣龍翔道昨晨7時19分
發生5車串燒驚險交通意外，一名
姓蔡（32歲）男子駕駛掛P牌電單
車往荃灣方向駛經畢架山花園對
開時，與尾隨一輛七人車因應前
方交通情況減速，但後方一輛的
士卻收掣不及，猛撼七人車尾，
七人車被撞後失速衝前，當場將
鐵騎士撞倒捲入車底被困，而尾
隨的士後面再有一輛私家車及一
輛輕型貨車首尾相撞。
在救援人員到場前，一名駕車

路經的外籍女司機落車，一度趴
在地上嘗試拯救被困車底鐵騎
士，並好言安慰傷者，直至救護
車到場，及後重傷鐵騎士被送往

瑪嘉烈醫院搶救，情況嚴重。另外失事的
士上亦有一名姓馬（31歲）女乘客受
傷，事後清醒被送明愛醫院治理。受意外
影響，現場往荃灣方向交通大受影響，車
龍延至觀塘道，受阻近3小時。

■女學生（粉紅色校服）被卡月台罅隙，港鐵
職員和乘客嘗試協助脫困。 網上圖片

■■鐵騎士受傷被困鐵騎士受傷被困
車底車底，，一名女子趴一名女子趴
地從旁安慰地從旁安慰。。

■片段所見，私家車被撞後衝前撞至鐵騎
士「人仰車翻」。 網上截圖

▲火警中，男住
戶被迫攀出外牆
爬落樓下單位拍
窗求救，由鄰居
協助救入屋。

■火警中除起火單位嚴重焚毀外，走廊牆壁亦嚴重燻黑。■有市民拍攝到單位火光熊熊。 網上圖片

▶救人入屋的鄰
居陳先生向警員
提供資料助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