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6 香港新聞 ■責任編輯：陳啟恒 2015年6月15日（星期一）

「扮官靠嚇」電話騙案增10倍
稱內地賬戶被查促交密碼解封 19人失財逾1300萬港元

BIGBANG女粉絲「追尾的」撼「拋錨巴」 六旬乘客命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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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騙徒假扮被綁票親友呃錢已過時，今時今日已改為
假冒內地官員恐嚇事主，要挾交出銀行賬戶密碼，令

人防不勝防。警方東九龍總區重案組總督察林焯豪表示，大
部分電話騙案均是跨境犯罪，雖然主要仍以「猜猜我是誰」
及「虛構綁架」為主，但警方發現不法分子假冒內地官員行
騙有明顯上升趨勢。
據悉，騙徒主要假冒內地執法機構，包括公安廳及最高人

民檢察院等。林焯豪稱，有關騙案自2013年已有發現，但
該年僅得2宗，惟其後2014年大幅增加至23宗，今年首5個
月更進一步累積至33宗，較去年同期只有3宗激增30宗，
增幅達10倍。

退休商人被騙幾全副身家800萬元
他續指，去年首5個月有2宗成功騙財，涉款19萬港元，
到今年同期成功騙財個案竟增至19宗，涉款逾1,300萬港
元。其中一宗案件已涉逾800萬港元，據悉是一名退休商
人，他幾乎被騙去全副身家。

騙徒要成功騙財，不但要靠「出口術」降低事主戒心，謊
話中更要有一定事實基礎才能令事件似是而非。林焯豪指
出，警方相信騙徒以不法途徑，取得部分事主的內地戶口資
料，包括退休人士、本港內地留學生及保險從業員等。騙徒
會從境外直接致電事主，並假冒內地銀行職員或速遞員，訛
稱其內地銀行賬戶正被有關司法機構調查，並「轉駁」至由
同黨假冒的「司法人員」繼續行騙。
其後，騙徒會向事主聲稱其內地賬戶牽涉洗黑錢，或內地

託運貨物已被扣押，遂着令事主將以示清白的保證金匯到指
定戶口；或索取個人資料如內地銀行賬戶號碼，甚至要求事
主到騙徒偽造的「司法機關」網頁鍵入銀行賬戶密碼；當騙
徒取得銀行賬號及密碼後，便會登入事主戶口，將財產轉移
到其他內地戶口。
林焯豪說，今年首5個月18歲至68歲的10男9女，被騙

徒成功騙財，共通點都是電話持「一卡兩號」兼經常往返兩
地，始被騙徒看中。他又指，有關手法最先在台灣發現，其
後伸延至內地及港澳地區。
據悉若然在內地犯法，司法機關將直接要求當事人返回內

地見面調查，而非要求對方付錢。林焯豪認為事主普遍警覺
性不高，「正常而言不應怕」，但騙徒稱可交保證金先行為
貨物及賬戶解禁，往往能降低事主的戒心。

警：跨境電話難查 促勿輕信
儘管騙徒手法清晰易明，無奈警方至今未拉一人。林焯豪

承認，案件全屬跨境罪案，電話從境外打入難以追查，故警
方已聯同內地公安交換情報，及作非經常性拘捕。另外，他
指現時銀行及找換店警覺提高，亦已堵截不少騙案，強調市
民應提高警覺切忌輕易信人，才能預防勝於治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電話騙案新玩
法，不猜身份不綁架，假冒內地官員「一味靠
嚇」。警方指，電話騙徒會訛稱事主內地銀行賬
戶被司法機構調查，需繳交保證金以示清白，或
提供賬戶密碼解封戶口，結果被騙徒轉走全數存
款。警方指，今年首5個月，共錄得33宗有關騙
案，按年激增10倍，19人被騙去逾1,300萬港
元，金額按年增幅逾6,700倍。儘管騙徒手法清
晰易明，無奈警方至今未拉一人，警方強調預防
勝於治療，市民應提高警覺切忌輕易信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
東）警方東九龍總區重案組總
督察林焯豪表示，電話騙案近
年有增加趨勢，本港過去3年
每年平均發生逾2,000宗，佔
整體騙案約四分一。他續稱，
大部分「電騙」屬跨境罪案，
去年錄得2,220宗，按年增加
173宗，增幅達8.5%；但今年
首5個只有909宗，較去年同
期下跌17宗，跌幅達1.8%。
林焯豪說，去年騙徒的成功
率下跌，2013年成功個案有728
宗，但去年只有668宗，認為警
方的預防策略有一定成效。

「猜猜我是誰」急跌56.6%
他又指，「電騙」仍以「猜

猜我是誰」及「虛構綁架」為
主，今年首5個月分別錄得189宗及687
宗，按年減少246宗及增加199宗，下
跌56.6%及上升40.8%。
林焯豪強調，大部分「電騙」均以事

敗告終，騙徒成功率僅得15%，其中警
方今年首5個月已偵破32宗「虛構綁
架」案，拘捕20名持雙程證內地人，年
齡介乎20歲至56歲，涉款193萬港元，
相信有關人士屬內地犯罪集團聘請來港
收錢的「跑腿」。

電話騙案新招解構
■騙徒以不法途徑取得事主內地戶口資料
■從境外直接致電事主
■假冒內地銀行職員或速遞員
■訛稱其內地銀行賬戶正被有關司法機構
調查

■「轉駁」至由同黨假冒的「司法人員」
■向事主聲稱其內地賬戶牽涉洗黑錢
■要求事主支付以示清白的「保證金」
■索取個人資料如內地銀行賬戶號碼
■要求事主到騙徒偽造的司法機關網頁鍵
入銀行賬戶密碼

■騙徒取得銀行賬號及密碼
■登入事主戶口轉移財產到其他內地戶口
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製表：記者郭兆東

購「黃牛票」被騙1.2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韓國人氣組合

BIGBANG來港舉行3場演唱會，門票迅速售
罄，在一票難求下，一位15歲少女不惜每張多
花費452元，在網上以高價買「黃牛票」，惟
賣家在她入數後失蹤，至昨日少女懷疑經已受
騙唯有報警，報稱損失近1.2萬元。
韓國人氣組合「BIGBANG 香港演唱會

2015」，於上周五（12日）起一連3日假亞洲
國際博覽館舉行，第三場壓軸演出已於昨晚圓
滿結束。
據悉，3場演唱會票價分6種，由488元至

1,888元不等，有關門票先後透過中銀卡優先發
售及快達票公開發售，但3場演唱會門票在公
開發售不足1小時已售罄。
光顧網上「黃牛」被騙15歲少女姓黃，居
於荃灣楊屋道萬景峰，是BIGBANG的樂迷，
在錯過訂票後，於本月5日在網上發覺有一名
女子宣稱有票，黃女為求一睹偶像，不惜每張
多付452元，以每張2,340元價錢，購買5張原
價僅1,888元多的尾場門票，並按指示將共
11,700元的現金票款存入對方指定的銀行戶
口。

「賣家」過數後突失蹤
可是黃女在過數後收不到門票，之後更發覺

賣家失去聯絡，留言又沒回覆。昨是BIG-
BANG最後一場表演，黃女懷疑受騙，向其39
歲母親投訴，由母親代為報警。警方經調查後
列作「詐騙」案，交由荃灣警區刑事調查隊第
一隊跟進調查。
上月已有一名女騙徒透過社交平台訛稱有

BIGBANG門票行騙，一位損失了6,400元的男
子指愛女是 BIGBANG 樂迷，得悉愛女正
「撲」6月14日3張演唱會門票，他見網上有
人以WhatsApp推銷，儘管3張票索價達6,400
元，較每張原價1,888元貴736元，但仍決定購
買，豈料在銀行入數後，「女黃牛」立即在網
上消失，WhatsApp亦沒回覆。

警拘兩毒品速遞員最細15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警方前晚在
天水圍掃毒，拘捕兩名懷疑「毒品速遞員」，
檢獲約70克懷疑霹靂可卡因，市值約11萬元，
其中一名被捕者是年僅15歲的中學生。
被捕兩名青年分別姓羅（20歲）及姓鄺（15

歲），同涉嫌販毒被扣查。現場消息稱，羅本
為上水區一藥房的職員，但3個月前已辭職，
之後涉嫌替販毒集團做「毒品速遞員」，每次
收取500元至1,000元報酬。
被捕的15歲姓鄺學生，在新界區學校就讀中
三。警方相信他被毒販利誘，為揾快錢鋌而走
險替人運毒，有關毒品相信供應元朗及天水圍
區內娛樂場所之用。
前晚深夜11時許，元朗警區特別職務隊警員
在天恩邨一停車場埋伏，見目標車輛出現停在
一旁，當司機與一名青年接頭之際，埋伏警員
立即上前將私家車截停，拘捕司機及該名青
年，並在兩人身上和車上共檢獲約70克懷疑霹
靂可卡因。凌晨4時許，警員將涉案私家車司
機押回洪水橋丹桂村銀禧花園住所搜查，逗留
約20分鐘後並無發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觀塘繞道清晨發生車
禍釀3人受傷。一輛載客的士沿繞道行駛期間，疑沒察
覺前面一輛雙層巴士因壞車「拋錨」停在慢線上，結果
未能及時煞車猛撞巴士車尾，的士車頭盡毀，車上包括
司機共3人浴血送院，其中一名男乘客頭部重創命危。
重傷男乘客姓施、68歲，頭部受傷滿身鮮血，送院
搶救後情況危殆，另一名56歲姓鄭女乘客為其妻子，
她背及頭受傷；至於60歲姓楊的士司機則頭部及胸部
受傷，亦要送院治理。
疑壞車「拋錨」的雙層巴士為行走將軍澳日出康城

至尖沙咀東的796X線，車長姓何（55歲），他在意外
中沒有受傷。昨晨事發前，何駕駛的巴士由將軍澳開
出，沿觀塘繞道往旺角方向行駛，當駛至牛頭角近太

平洋貿易中心對開時，懷疑機件突故障，何遂將巴士
靠左停在慢線上。
直至昨晨6時57分，楊駕的士載着姓施乘客夫婦沿
觀塘繞道慢線行駛，當駛至上址時，疑楊未有察覺前
面的雙層巴士在路面「拋錨」，至駛近發覺時擬抽出
中線閃避，惟因見中線有車駛至，遂抽回慢線，結果
閃避不及撞向巴士車尾。
由於撞擊力猛烈，的士車頭盡毀，楊與施氏夫婦同
告受傷，其中後座的施頭破血流重傷，其妻驚見丈夫
滿身鮮血，被嚇得坐在路邊哭着致電子女：「老竇喺
車度唔知點，成身都係血呀！」
救護員到場將3名傷者送院救治，兩名涉事司機事後

均通過警方酒精呼氣測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26歲富家女昨晨駕駛一輛約值
180萬元Audi跑車，在大埔公路失控撞欄後衝落山坡，幸被樹
木及草叢阻擋，未有再衝落約5米深下的另一條馬路，女司機
沒受傷，但跑車車頭盡毀儼如廢鐵，警員到場更揭發她涉嫌酒
後駕駛，將其拘捕。
涉酒後駕駛被捕女子姓魏（譯音）、26歲，她昨被帶返警署

後，已獲准保釋候查。
事發昨清晨5時許，魏女駕駛一輛自定車牌的Audi R8跑車，

沿大埔公路往沙田行駛，當駛至近大埔黃宜坳對出時報稱懷疑
跣胎，跑車失控撞毀左邊行人路約10米鐵欄後剷落山坡，幸山
坡上有大樹及草叢擋隔，跑車未有再衝落約5米深下的馬路，
惜車頭盡毀擱在山坡上。魏女驚魂甫定自行爬出車外，其他途
經駕駛者見狀即代為報警求助。
警員到場發現魏女未有受傷，但替她進行酒精呼氣測試時，
發現有人涉嫌酒後駕駛，遂將魏女拘捕，拖車公司其後派人將
肇事跑車拖走待警方檢驗。

黑漢醉鬧茶樓 摑收銀掃點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牛頭角發生懷疑黑漢大
鬧茶樓事件。一批大漢昨凌
晨在聯安街一茶樓飲茶，結
賬時有人疑因爭「埋單」，
與收銀女職員口角，又自稱
黑幫成員並出手掌摑女收銀
員，更推跌大批點心搗亂及
恐嚇其他茶客，整個過程被
茶樓閉路電視拍下。警員接
報到場時鬧事大漢已離去，
將案列作「普通襲擊」及
「刑事毀壞」處理，不排除
有人借醉生事，正追緝涉掌
摑收銀員的在逃疑人助查。
現場為牛頭角聯安街19
號至21號地下一間24小時
營業的茶樓。現場消息稱，
有人疑因飲醉酒，因結賬問
題生事。
昨凌晨3時許，7名大漢
到上址茶樓飲茶，其間吃過
多籠點心及小炒，據悉有人
飲至滿身酒氣；到凌晨4時
許，眾人飲飽食醉後到收銀
處結賬，其中一名身穿白色
上衣、藍色牛仔褲的中年漢

疑因與友人爭付款，與51
歲姓莊女職員發生摩擦，其
間有人拍枱大罵，自稱黑幫
成員，更出手掌摑莊女左臉
數次。
其同行友人見狀上前勸

阻，又帶女職員到店外暫
避；其間有人怒氣未消，突
發難推跌枱上多籠點心，更
出言恐嚇其他食客「咪多

事」，同行友人見狀代向受
驚食客道歉，其後一眾大漢
施然離去。被掌摑收銀女職
員不甘受辱報警求助，警員
到場前7名大漢早已離去。
救護員到場將女收銀員送院
治理，茶樓負責人初步點
算，損失點心價值約300多
元，但稱該批大漢離去前已
結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沙田禾
輋邨近培英中學對開單車徑，昨日下午
約2時有食水管爆裂，大量食水夾雜沙泥

湧出，將禾輋邨民和樓對開的露天停車
場及單車徑淹浸，從大廈高處下望有如
「黃河」。
涉事水管直徑400毫米，水務署在昨日

下午1時53分接報，於下午5時15分關
上水掣，預計維修需8小時。有居民表示
爆水管後，家中食水供應突中斷，但署
方回覆指事件不影響地區供水。
居民汪先生稱，同一位置去年亦曾發

生爆水管事故，當時停水4小時，冀水務
署加快更新老化水管。水浸期間，有女
士在水浸的的單車徑遺失手機，偕丈夫
一起涉水尋找逾45分鐘後（上圖），終
將手機尋獲撈起，惜已報廢。

■林焯豪稱，騙徒會訛稱事主內地銀行賬戶被司法機構調查，需繳交保證金
以示清白，結果被騙徒轉走全數存款，一無所有。 郭兆東 攝

■警方指騙徒會要求事主到騙
徒偽造網頁鍵入銀行賬戶密
碼。 郭兆東 攝

■的士疑煞掣不及撞向巴士車尾，的士車頭嚴重損毀。

富家女涉酒駕富家女涉酒駕 跑車衝坡變廢鐵跑車衝坡變廢鐵

■失事Audi跑車衝落山坡，警員到場調查。

■一批點心疑被惡客推倒地上，警員封鎖現場調查。

■禾輋邨昨日下午爆水管，停車場被浸
至猶如澤國。

禾輋爆水管禾輋爆水管變變「「黃黃河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