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澳門賭場揭發
有內地男子圖以俗稱「金牛」的千元面額港幣
兌換籌碼，但因「假金牛」太假，賭場員工報
警將疑人拘捕，共起獲21張製作粗糙的千元面
額假港幣，其中10張更沒有鈔票編號；案件有
待進一步調查。
被捕男子姓蔡、38歲，來自內地浙江。案情

透露，蔡於前日(上周五)傍晚到路 一間賭場
耍樂，期間在賭 欲以5張俗稱「金牛」的千
元面額港幣兌換籌碼，職員檢查發現紙幣粗
糙，且沒有鈔票編號，遂暗中通知保安報警。

稱深圳搭訕兌換
司警到場調查，再在蔡身上起獲16張同面值

偽鈔，於是將疑人帶返警局問話。蔡供稱，在

深圳碼頭準備乘船往澳門時，一名男子上前搭
訕，可以17,600元人民幣兌換2.2萬元港幣，蔡
答允完成交易，直至到澳門賭場耍樂兌換，被

警方拘捕始知當中21張為偽鈔。司警正進一步
調查案件，蔡涉將假貨幣轉手罪名，已被移交
檢察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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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樓大難不死一日兩宗
失常女3樓墮一樓簷篷 負債漢8樓跌6樓天台

分手死諫跳海 金融新秀殉情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秀茂坪公屋及油

麻地多層停車場昨先後發生墮樓大難不死事件，其

中一名女事主更揭露其遇人不淑、未婚懷孕、慘遭

負心漢拋棄、終至精神有問題而跳樓圖輕生的坎坷

經歷。另一名大難不死中年漢則因投資失利欠下巨

債而厭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不時現身電視
台及報章雜誌提供風水命理意見的玄學家區仲
德，去年替富商方啟丞批命，又向其妻子教授
八字知識，並替方有意發展的地皮，及內地的
大宅「睇風水」，收費共約134萬元，惟方並未
繳付餘下約100萬元，區遂入稟區院追討。

方曾捐仁愛堂500萬助學
區仲德日前是以區仲德風水命相顧問有限公

司名義，入稟控告商人方啟丞及其妻上官于
莉，要求追討100萬元款項。資料顯示，方啟
丞曾於2010年與仁愛堂合辦「仁愛堂啟丞助學
騰飛計劃」，向仁愛堂捐款500萬元，以幫助經
濟有困難的大學生。
入稟狀指，區仲德於去年6月至本年3月，替

方及其妻提供推算命理及風水勘察等服務，共
收費逾134萬元。區先後替方批命，及「單對
單」向方太太教授「八字弟子基礎速成班」，
其後方更邀請區到其屯門黃金海岸蒙地卡羅別

墅勘察風水。另外，方曾向區購買流年運程及
開運金牌，費用共近25萬元，而方已全數支
付。
入稟狀續指，其後方有意發展3幅地皮，分

別為前粉嶺裁判法院、富泰商場對出油站及鄰
近海澄軒的地皮，區均有替其作地皮風水勘
察，費用共11萬元；另外，方又邀請區為其內
地佛山大宅，及方太娘家的濟南大宅勘察風
水，並設置風水佈局，收費共約107萬元。惟
方氏夫婦並未如期繳付該筆費用。

歐指方項目未批不繳款
區仲德昨接受傳媒訪問時指，答辯人方啟丞

欠交的3幅地皮風水勘察費用，是方聲稱跟仁
愛堂合辦的慈善項目，惟方表示項目未批出，
所以暫未繳款。但其後區的職員致電追討餘
款，但也不成功。區表示「未試過有客走
數」，「實在太不開心」，他強調並非等錢用，
但追討服務費是合理的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名任
職金融界青年，前晚與女友在觀塘渡
輪碼頭散步談心，疑因感情問題激烈
爭吵，女友憤然提出分手，有人聞言
竟激動圖死諫，當 女友面前跨欄縱
身跳海，雖有仗義途人落海相救，惜
青年仍告遇溺，救起送院返魂乏術。
跳海殉情青年黃×霖(23歲)，生前任

職金融界，家人事後接獲警方通知趕
到醫院，傷心欲絕。至昨日下午，家
人及親友一行10多人，攜同香燭祭品
到觀塘碼頭拜祭，各人神情哀傷。

碼頭談心爭執 途人落海相救
事發於前晚深夜11時許，黃與曾姓

(20歲)親密女友到觀塘偉業街觀塘渡輪
碼頭對開散步談心，未料雙方卻因感
情事發生爭執，女方憤然提出分手，
豈料有人不堪刺激，竟在女友面前跨
過欄河縱身跳海，女友制止不及，驚

慌大叫求救。
適時男途人林×傑(39歲)經過，聞聲

見狀立即代為報警，並將置在欄河邊
的救生圈拋入水中，但事主已告沒
頂，他隨即跳落海中救人。未幾，消
防員亦已接報到場加入拯救，終合力
將事主救起，惜已奄奄一息，急送聯
合醫院搶救，惟最終證實死亡。警員
經向其女友了解後，相信事件無可
疑。

發跳樓短訊熟睡 情變女折騰消防

無牌青年毒駕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名女
子疑因感情問題與男友鬧翻，用手機
程式「WhatsApp」向對方發出自殺短
訊，警員與消防員接報趕抵油塘油麗
女事主單位，拍門無人回應，恐有

危險，遂在樓下張開救生氣墊戒備，
由消防「飛將軍」游繩自窗口進入單
位，詎料女事主原來早已熟睡，並無
自殺，卻連累大隊消防員爬上爬落，
疲於奔命。

WhatsApp喊自殺 男友驚報警
連累消防「大陣仗」拯救的女事主

28歲，現場為油塘油麗 卓麗樓一單
位，她並無受傷，但經警員勸解後，
她同意由救護車送院檢驗。
事發昨日凌晨2時許，女事主疑因感

情問題與男友鬧翻，在家思前想後，
愈想愈不開心，遂用手機程式
「WhatsApp」向對方發出短訊，表示會

跳樓自殺，男友大驚立即報警求助。
警員及消防員接報到場拍門調查，

但無人應門，屋內亦毫無動靜，為策
安全，消防員除在樓下張開救生氣墊
戒備外，又由消防「飛將軍」自樓上
單位游繩而下，至事主單位窗口外監
視及候命，其間消防員未見單位內有
任何動靜，決定爬窗進入察看，未料
卻發現女事主早已熟睡，並無自殺，
僅虛驚一場。

醒目女報警 阻男友燒炭
另在前晚10許，一名22歲女子接獲

居住秀茂坪南 秀善樓的男友電話，
對方聲稱要自殺，心感不妙，掛線後
立即報警求助。警員趕到現場進入單
位，發現屋內一名30歲男子仍然清
醒，但在現場發現一些木炭，懷疑有
人因感情困擾正準備燒炭自殺，遂將
其送院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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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名
青年昨日凌晨疑「索K」後胡作非
為，竟駕駛一輛牌照已過期私家車在
路面行駛，於天水圍被警方發現可疑
截停，除揭發其涉嫌在藥物影響下駕
駛外，連駕駛私家車執照亦沒有，疑
人終涉四宗罪被捕。
被捕青年林×忠（23歲），暫因涉

嫌在藥物影響下駕駛、沒有有效駕駛
執照、沒有第三者保險駕駛和駕駛未
獲發牌照的車輛等四宗罪，被警員押
返警署通宵扣查後，已獲准保釋，11
月中旬返警署報到。警方並正調查其

所駕私家車是否偷來。

行車有異警截停調查
事發於昨凌晨1時許，有警員在天

水圍廈尾路與屏廈路交界，發現一輛
沿屏廈路駛至私家車，行車狀況有
異，於是截停調查。其間發現駕車青
年神態有異，身上沾有白色粉末，懷
疑有人駕車前曾吸食俗稱「K仔」氯
胺酮毒品。經調查下再發現其駕駛執
照不適用於駕駛私家車，而該私家車
的牌照亦已過期，青年當場被捕，帶
返警署調查。

雙程證漢派水貨囚2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政府

不足1個月內已進行10次「風沙行動」
打擊水貨客，拘捕多名水貨客。再有
1名內地漢，日前在上水街頭負責發
貨工作而被捕，他昨提堂承認一項違
反逗留條件罪，被判囚2個月。

內地開雜貨店 海外訂購港取貨
案情指，入境處和警方本月10日在

上水區採取反非法勞工的聯合行動。
當日，執法人員在上水新運路一個天
橋下，發現被告林均發（23歲）站在

一些紙箱旁邊，然後有5名人士走
近，從紙箱取出貨物，被告簽寫單據
交給他們。執法人員上前查問，被告
承認當日持雙程證來港，可以留港7
日。警誡下，被告承認他從海外訂購
了奶粉，然後在香港取貨，再將奶粉
交予別人帶回內地轉售圖利，帶貨的
人可得200元報酬。
辯方求情時指，被告在內地經營小

雜貨舖，肩負供養已退休父母的責
任。他下月將會與已懷有身孕的未婚
妻結婚，望獲輕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連續
累積六期頭獎獎金的六合彩昨晚揭
盅，開出5、6、11、26、33、41及特
別號碼4的結果，5,748萬元頭獎只有
0.5注中，故餘下的一半獎金2,874萬

元將撥至下期第119期金多寶獎金，
相信會再度掀起全城購買六合彩熱
潮。同時，二獎及三獎亦分別有3注
及167注中，每注派彩分別逾115萬元
及5.5萬元。

六合彩頭獎半注中派2,874萬元

港 聞 拼 盤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馬鞍
山前晚10時許發生恐怖「謀殺」
案。一名60歲姓盧男子，帶同3頭愛
犬在西沙路西徑村放狗散步，其間
與一隻花貓狹路相逢，3犬即向對方
張牙裂嘴，經一輪對峙後，3犬突然
撲前發動圍攻，可憐貓兒孤身難敵3

犬，慘遭狂咬致遍體鱗傷，當場死
亡。
未幾，30歲外籍女貓主現身，目睹

慘狀情緒激動，立即截停狗主及報
警，要求向對方追究責任。警員到場
調查，登記雙方資料後，建議女貓主
可循民事追究責任及賠償。

縱容3犬殺貓 貓主報警追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將軍
澳尚德 一院舍揭發男童非禮男童
案。
前晚8時半，一名女社工到將軍澳

警署報案，指本月11日下午約4時40

分，院舍內一名11歲男童，懷疑遭另
一名11歲男童非禮。警方接報調查
後，暫列作非禮案處理，案件交由觀
塘警區刑事調查隊第7隊跟進，暫時
無人被捕。

男童疑遭院友非禮

遇人不淑跳樓尋死女子邱×芬(29歲)，目前仍

在伊利沙伯醫院留醫，情況嚴重。現場消

息稱，她與父母及胞弟同住秀茂坪樂華北 秉華

樓一單位。邱母事後透露，女兒11歲時才從東莞

來港定居求學，中五畢業後任職圖書館管理員，

並繼續進修，父母均為女兒能找到一份穩定工

作，又有上進心而感到安心。

乖乖女遭負心漢拋棄
詎料好景不常，女兒在2006年初透過朋友介紹

結識一名紋身漢，2人很快進入熱戀，女兒其後

更帶男友返家見父母。邱母憶述指，當時見到女

兒男友全身都有紋身，嚇了一跳，擔心女兒被

騙，惟女兒不聽，其後更加遷出與男友同居。

一年後女兒突然返家，聲稱被男友拋棄，並已

懷有4個月身孕，家人一時間都不知如何是好，

及後女兒決定墮胎，但自此情緒一直低落，證實

患上精神病，至今仍需定時服藥及覆診，但其病

情反覆，早前已曾企圖自殺，幸及時被家人制

止。

攀越4呎高欄河跳下
案發於昨中午12時許，秉華樓大堂保安員驚聞

一聲巨響，赫見一名女子倒 在一樓石屎簷篷
上，但仍有知覺，忙報警求救。消防員到場迅將
傷者抬入大廈走廊，交由救護員送院搶救。
警員隨後登樓調查，相信女事主是從3樓走廊

攀越4呎高鐵欄河跳下，現場並無檢獲遺書，其
後邱女母親趕至證實女兒身份，她說起愛女坎坷
經歷，更不禁淚流滿面，警方調查後相信事件無
可疑，列作「企圖自殺」案處理。

停車場檢背囊內有遺書
另在早上11時許，43歲男子翟×昌，被發現由

油麻地街市街多層停車場高處墮下，倒臥與停車
場6樓毗鄰的垃圾收集站天台，消防員及救護員
趕至，立即將他救下送院救治，翟獲救時仍然清
醒，自稱從停車場8樓跳下自殺，警方其後果在
停車場8樓檢獲其背囊，內有遺書透露因投資失
利，致欠下巨額款項，擔心無力償還而跳樓企圖
輕生。翟送院搶救後情況危殆。

■青年在觀塘碼頭蹈海殉情不治，遺

體舁送殮房。

■邱母透露女兒遇人不淑的坎坷經歷。■邱母透露女兒遇人不淑的坎坷經歷。■邱母透露女兒遇人不淑的坎坷經歷。■邱母透露女兒遇人不淑的坎坷經歷。■邱母透露女兒遇人不淑的坎坷經歷。■邱母透露女兒遇人不淑的坎坷經歷。■邱母透露女兒遇人不淑的坎坷經歷。■邱母透露女兒遇人不淑的坎坷經歷。■邱母透露女兒遇人不淑的坎坷經歷。■邱母透露女兒遇人不淑的坎坷經歷。■邱母透露女兒遇人不淑的坎坷經歷。■邱母透露女兒遇人不淑的坎坷經歷。■邱母透露女兒遇人不淑的坎坷經歷。■邱母透露女兒遇人不淑的坎坷經歷。■邱母透露女兒遇人不淑的坎坷經歷。■邱母透露女兒遇人不淑的坎坷經歷。■邱母透露女兒遇人不淑的坎坷經歷。■邱母透露女兒遇人不淑的坎坷經歷。■邱母透露女兒遇人不淑的坎坷經歷。■邱母透露女兒遇人不淑的坎坷經歷。■邱母透露女兒遇人不淑的坎坷經歷。■邱母透露女兒遇人不淑的坎坷經歷。■邱母透露女兒遇人不淑的坎坷經歷。■邱母透露女兒遇人不淑的坎坷經歷。■邱母透露女兒遇人不淑的坎坷經歷。

■坎坷女子

由秉華樓寓

所外走廊墮

樓。 ■邱母透露女兒遇人不淑的坎坷經歷。

區仲德追方啟丞百萬風水數

用沒編號假「金牛」浙客澳賭場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輛海鮮貨車與一輛
冰鮮雞冷凍貨車，昨日清晨在香港仔黃竹坑道首尾
相撞，冷凍貨車車頭嚴重損毀，司機受傷被困車
內，要由消防員救出送院治理。　

疑跟車太貼出事
事發於昨日清晨6時許，一輛運送海鮮貨車，沿香

港仔黃竹坑道駛往香港仔漁市場，途經香港仔警署
對開交通燈位，現場消息稱，當時燈號剛轉紅色，
姓何（46歲）司機立刻煞掣減速停車，惟緊隨駛至
一輛運載冰鮮雞的冷凍貨車收掣不及，車頭狂撼前
車尾部，釀成首尾相撞意外，由於撞擊力大，冷凍
貨車車頭損毀嚴重，泵把甩脫，姓彭（54歲）司機
手肘受傷，更被困駕駛座上，消防員趕至將他救
出，交由救護車送醫院治理，情況穩定，警方正調
查意外成因。

■冰鮮雞貨車撞及前車，致車毀爛不堪。

■司警檢獲21張假港幣「金牛」，部分連鈔票

編號亦沒有。 ■涉行使偽鈔內地男子被捕。

■名玄學家區仲德向商人方啟丞追討百萬元勘

察風水費用。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