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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聞

■責任編輯：甄智曄 2015年6月26日（星期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網上談
情，小心綿綿情話的背後隨時暗藏騙財大陰
謀！警方自 2013 年至今年首季共接獲 61 宗
「愛情騙案」，騙徒訛稱白種人並配以流利
英語，口蜜腹劍多次苛財，事主不虞有詐多
次匯錢至海外戶口，有事主被騙 10 個月，匯
款 32 次合共 909 萬港元。警方表示，有關案
件相信涉海外集團，至今未有騙徒主腦被
捕，提醒市民遇上網友「伸手要錢」需核實
對方真偽，愛得理智。
年網上交友平台及個人專頁大行其道，事無大小
近不論生活細節，還是私人愛好均喜在網上公諸於

世，惟隨時引狼入室。警方發現近年有多名事主在網
上「巧遇」騙徒，被對方多次以甜言蜜語誘騙金錢，
其中 2013 年、2014 年及今年首 3 個月，分別接獲 23
宗、29 宗及 9 宗同類型網上騙案，涉款港元 1,042 萬
元、3,030 萬元及 345 萬元。其中單一案件最多被騙去
909 萬元，涉案事主為一名年近退休離婚婦，去年被
■曾俊傑（右）表示，騙徒多數訛稱自己為白種人和專業人士，並在東南亞一帶工作。
郭兆東 攝
騙徒呃足10個月，其間向騙徒匯款多達32次。
商業罪案調查科總督察曾俊傑日前表示，騙徒多數 會急於求財，先以曖昧對話鞏固關係，有的聲稱會與 操得一口流利英語，連溝通的英文文法亦無懈可擊，
訛稱自己為白種人，不但是專業人士如工程師或項目 事主結婚，又有的會指老家有屋又有田，待事主滿腦 令事主不虞有詐。
經理，更會在東南亞一帶工作，聲稱感寂寞上網交友 子都是「美好未來」的憧憬時，騙徒就以「擠牙膏」
騙徒得一想二愈貪愈大，若非事主事後清醒過來，
方式，嘗試以不同藉口向事主索取金錢，並要求匯至 騙案難被揭穿。警方接獲的其中6宗案件中，騙徒將涉
從而結識事主。
指定海外戶口。警方指出，騙徒藉口雖多，但主要離 款存入本港戶口，警方才得以追查，並以洗黑錢之名
起底投所好 偶通電「釣大魚」
不開生意上急需金錢周轉、送禮時貨物涉違法被機場 拘捕6名戶口持有港人，但其餘案件相信涉海外集團，
事主本着「識個朋友無壞」的心態在網上開始交 海關扣押需金錢清關、身處外地被當地執法機構扣押 至今未有騙徒被捕。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總督察林景昇指出，警
談，其後發現對方與自己口味相近，說話投機愈傾愈 急需金錢疏通等。
方已在該6宗案件中與海外執法機構收集情報，不排除
埋，再轉戰流動通訊程式日傾夜講，殊不知騙徒的個
英語「無死角」涉海外警難擒
稍後有聯合行動，提醒市民網上交友要小心，切忌輕
人資料只屬虛構，更早已在網上收集事主資訊，再投
其所好博取好感，其後甚至偶爾通電以降低事主戒
受騙的 61 名事主涉及55 女 6 男，年齡介乎31 歲至 40 易將個人資料不設私隱公諸於世，遇上網友「伸手要
心，令事主相信對方「真有其人」。
歲及 41 歲至 50 歲組群的各有 21 人，年紀最大 60 歲， 錢」應向有關機構核實，雖說「愛情是盲目的」，但
騙徒靠甜言蜜語與事主建立起虛構情侶關係後，不 最小為 23 歲，職業以白領及專業人士為主，由於騙徒 亦要「愛得理智」。

伊院走犯禁保釋 官：肯定不依期歸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涉嫌向一家三口淋
腐蝕性液體的 18歲青年，前日「越柙逃亡」10小時後
被緝捕歸案。案件昨日再提堂時，署任主任裁判官蘇
文隆對「走犯」一事感到驚訝，向控方問「佢解開晒
兩個手銬走咗去？」主控官解釋警方當時曾嘗試追
截。另一邊廂，辯方欲再申請保釋，蘇官指肯定被告
「不會依期歸柙」，因而拒絕申請。

證人認出被告 邀人同淋腐液
任職售貨員的被告梁家洛（18 歲）昨日由 3 名庭警
看守出庭，他在犯人欄內不時向公眾席親友張望，他
共面對 3 項「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而淋潑腐蝕性液
體」罪及一項「販毒」罪。控方指一名證人成功認出
被告，該證人表示曾經在 WhatsApp 被梁邀請幫手淋
腐蝕性液體。初步調查後相信梁是該號碼的登記用
戶，但因手機有待解鎖，需再確認。
而就販毒罪，控方透露在梁宅搜出 35 克霹靂可卡
■一度越柙的被告梁家洛在漁灣邨友人家中被捕。
資料圖片 因、一個電子磅和近百個膠袋，若罪成刑期可長達 8

混淆視聽

黃碧雲屈收電郵
主席批噏得就噏

監警會昨日與警方舉行聯席會議，討論「佔中」期間警方接獲的
投訴及跟進事項。委員黃碧雲在發言時多次將「七警案」及記者被
襲案混為一談，並向主席郭琳廣發難，抗議閉門會議討論警方行動
指引。郭琳廣反駁指，監警會職責是審核投訴警察課的調查報告，
強調他從無收過黃碧雲的來電，直言「你唔可以噏得就噏」。

委員批黃混淆事實嘥時間
監警會昨日與警方投訴警察課舉行聯席會議，會議分為閉門會議及
公開會議兩部分，其中公開會議討論有關「佔中」期間警方接獲的投
訴及跟進事項。委員黃碧雲在發言時不斷無限上綱，誤稱「七警案」
的疑犯在認人程序中要求戴上浴帽及口罩，甚至多番追問警方購買水
車及使用武力的指引內容，被其他委員批評混淆事實兼浪費時間。

監警會強調有權決定議題
被批評的黃碧雲心有不甘，並向郭琳廣發難投訴稱，她早前已在法
定時間前以電話及電郵，要求主席及秘書長在兩部分聯席會議中，加
入討論警方武力使用、認人程序及購買水車的指引環節。郭琳廣聽罷
反駁指，他從沒有收取過有關通知。秘書長朱敏健承認，他曾接獲有
關書面通知，但強調監警會擁有議題決定權，同時要考慮警方的意
見。
黃碧雲隨即「撒賴」借故批評郭琳廣不及上屆主席，質疑他沒有檢
查電郵是他的過失。郭琳廣回應強調，監警會的職責是審核投訴警察
課的調查報告，「我沒有收過黃碧雲的來電，你唔可以噏得就噏。」
■記者 郭兆東

涉「佔」108投訴 監警會僅通過21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監警會最新
數字顯示，已接獲的 108 份與「佔中」有關並
衍生的投訴調查報告中，僅得 21 宗獲監警會
通過，其中已完成的投訴調查報告沒有1 宗獲
通過。另外投訴警察課今年首 5 個月亦接獲
783 宗投訴，當中 196 宗為「毆打」、「恐
嚇」、「濫用職權」及「捏造證據」等嚴重
指控，按年微升 6.5%。監警會昨表示，絕大
部分委員同意在下周三的「七一」遊行現
場，全程觀察警方執法，今日將應警方邀請
出席有關「七一」遊行安排的簡報。
監警會昨日舉行公開會議，席間公布去年 9
月 27 日至今年 6 月 19 日，與「佔中」有關並
衍生的投訴數字。據投訴警察課數字顯示，
其間合共有 526 宗投訴，其中 169 宗須匯報投
訴，涉及 174 名投訴人，主要與被警員毆打、
警員疏忽職守、沒有禮貌及行為不當等投訴
有關。
監警會最新數字則顯示，已收到 108 份投訴
調查報告，包括 8 宗已完成的投訴調查報告、
22 宗撤回投訴、73 宗無法追查、及 5 宗透過
簡便方式解決。然而 108 份報告中，僅得 21
宗獲監警會通過，已完成的投訴調查報告沒
有 1 宗獲通過，反映監警會與警方在對投訴的
處理裁決上有明顯分歧。
另外撇除與「佔中」有關的不計，投訴警察

3 米巨蟒入屋 生吞流浪小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條長約3 米大
蟒蛇，昨日凌晨 4 時竄入西貢大環頭村一村屋廚
房覓食，女傭驚聞異響入內，驚見巨蟒以身體捲
住一隻流浪貓，立即通知49歲姓陳女戶主報警。
據悉，警員接報到場時懷疑流浪貓已被蟒蛇生
吞落肚，因恐傷及其他人，須將現場封鎖，並通
知捉蛇專家前來協助。稍後，「蛇王龐」趕到將
蟒蛇擒住，摸出蛇腹明顯隆起，證實已將貓兒生

年。控方申請將案押後至 9 月 17 日，待驗毒報告、
DNA 及指紋鑑證報告完成後再提堂，並表示會索取法
律意見，考慮會否修改控罪為「串謀淋腐蝕性液
體」。
控方反對被告保釋，並透露當日「走犯」過程，指
被告當日清晨約 6 時聲稱身體不適，被送至伊利沙伯
醫院，他以毛氈遮蓋雙手，暗中解開手銬後逃去。10
小時後，警方終在柴灣其友人家中將他緝回歸案。蘇
官聽畢感驚訝，問梁是否「解開晒兩個手銬」然後逃
去，控方只稱警方在梁逃跑後，曾嘗試追截。
代表被告的當值律師指，就「淋腐蝕性液體」一
罪，沒有直接證據證明被告案發時在場，而被告亦否
認販毒，要求批准保釋。惟控方不同意，指梁在再被
捕後已承認毒品屬他所有。蘇官指他曾有逃離行為，
肯定其不會依期歸柙，故拒絕保釋申請。
另外，警方在柴灣緝回梁時，同時拘捕其 23 歲姓邱
友人，邱涉嫌「協助及教唆從合法羈押逃脫」，暫獲
准保釋候查。

吞入肚。據「蛇王龐」稱，這條大蟒蛇屬緬甸
蟒，雄性，估計已有逾 60 歲，不排除其因連日大
雨，四處追蹤獵物致竄入村屋吞噬小野貓。由於
蟒蛇屬受保護野生動物，其後由警員帶署，等候
相關部門派員到來接收處理。

赤柱野豬橫行 往山突圍逃逸
此外，赤柱馬坑邨野豬為患。繼月初有私家車

■監警會公開會議。

莫雪芝 攝

課今年首5個月共接獲783宗投訴，雖然按年減
少266宗，跌幅達25.4%，但當中有196宗為「毆
打」、「恐嚇」、「濫用職權」、及「捏造證
據」等嚴重指控，按年微升6.5%。

拉錯智障男 非指引有問題
針對警方早前誤拘智障男子事件，郭琳廣
指投訴警察課接獲 1 宗相關投訴，案件已列為
須匯報個案，交由嚴重個案委員會處理，警
方會每月向監警會匯報最新情況。他又引述
警方會上指，問題或出於個別警員身上，而
非處理智障人士指引有問題。此外，記者遇
襲案疑犯在認人程序中獲准戴浴帽及口罩，
他指絕大部分監警會委員同意警方解釋，認
為若不尊重疑犯權利，有機會令該宗檢控的
法律基礎在庭上被挑戰。

霸王告壹仔

退休離婚婦被呃10個月 匯款32次失909萬元

壹仔謗案圖卸責：轉載者應負法責

「白富帥」網民跨國談情騙財

霸王國際集團控告《壹週刊》誹
謗，索償逾 6.3 億元案，昨日於高
等法院續審，雙方傳召內地法律專
家就《壹週刊》是否需要為內地傳
媒轉載報道而負責。《壹週刊》的
專家證人指，釐定誹謗文章所帶來
的損失時，除需考慮「過錯」的性質或
程度，亦需考慮「過錯」所導致的後
果，並同意「過錯」的定義包括疏忽及
魯莽的行為，而法庭亦會考慮被告一方
有否在可預見的結果之下仍繼續刊登文
章。
被告《壹週刊》一方的專家證人許敬
斌昨日指出，就以往一些轉載含失實或
具誹謗性文章的出版社或網站之有關案
例，按中國人民法院的判案書敘述，在
原則上，轉載報道的出版商需為自己的
行為負上民事法律責任，因它們應當對
有關的報道內容作嚴格審查。許亦同意
原先刊登含誹謗報道的公司不能控制其
他公司的行為，認為不需要為其他公司
承擔連帶法律責任，至於賠償方面，則
根據轉載者所涉及的影響範圍來釐定。
許在霸王一方盤問下指，釐定誹謗文
章所帶來的損失時，除需考慮「過錯」
的性質或程度，亦需考慮「過錯」所導
致的後果，並同意「過錯」的定義包括
疏忽及魯莽的行為，而法庭亦會考慮被
告一方有否在可預見的結果之下仍繼續
刊登文章。
但許指，有關法律條文在內地仍比較
落後，更認為若有人到國家法院向原始
發布者追討其他傳媒因轉載誹謗文章而
所帶來的損失，該「官司一定會輸」。

官：一本雜誌可毀一家公司
《壹週刊》一方早前在高等法院陳詞時，曾以新
聞及表達自由作抗辯。指記者報道前參考多份報章
及資料，而報道的事件涉及公眾利益及新聞自由，
公眾有權知道。並指記者當時有諮詢醫生及教授意
見。暫委法官陸啟康卻質疑《壹週刊》只給霸王數
小時的時間準備回應。並反問是否記者為公眾利
益，便可「攞正牌」報道一些不正確的事。法官稱
明白新聞自由之重要，記者亦不應因犯錯而受罰，
但傳媒具有力量，記者是專業及有其職責，若對傳
媒定下太低標準，一本雜誌便可摧毀一家公司。
■記者 杜法祖

佛光街「野戰鴛鴦」
女生突認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杜法祖）今年 4
月 1 日愚人節凌晨，
涉於何文田佛光街街
頭旁若無人「野戰」
的一對內地男女大學
生，昨日在九龍城裁
判法院提訊時原同否
認一項「作出有違公
德的行為」，並排期
審訊。豈料不足兩小
時後，女被告突重返
法庭改口認罪，承認 ■當街「打野戰」理大女生
曾與一男子在行人路 吳心怡（右）昨日改口認
上裸露私處，公然性 罪。
交和口交幾分鐘。辯方求情指女被告深表悔意，擔
心事件影響升學。裁判官押後至下月 8 日，等候感
化官及社會服務令報告判刑。
女被告吳心怡（18 歲）昨日早晨 10 時許否認控罪
後，與辯方大律師羅志霖到法庭會議室傾談，其間
羅大狀一度離開。至中午 12 時，吳女與律師突然重
返法庭向裁判官張君銘申請重新答辯，張官詢問控
方後批准，吳改口認罪。
羅大狀求情指吳從內地來港，現為理大一年級學
生，過往沒有刑事紀錄，事發後深表後悔，擔心事
件會影響升學，且傳媒廣泛報道，對她來說已經是
附加教訓。張官押後至下月 8 日，等候感化官及社
會服務令報告判刑，但強調即時監禁亦是判刑考慮
之一，期間吳准以現有條件擔保。
而案中男被告楊昊（19 歲）否認控罪，案件定於
8 月 13 日開審，控方將傳召 5 名證人及呈上兩段影
片，楊亦准以現有條件擔保。

擲椅青認誤殺 判無限期醫院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患精神病男子自行
停藥，之後聽到「聲音」驅使，去年 6 月 10 日凌晨
在旺角西洋菜南街住所的大廈天台，將一張辦公椅
擲落街，29 歲售貨員不幸被擊中重傷身亡。來自內
地海南島的被告唐望亮（24 歲），早前在高等法院
承認誤殺罪，昨日被判處無限期醫院令。
法官判刑時指，被告沒有服用醫生處方的藥物，
令一個家庭「一夜之間散咗」，家人受沉重打擊。
法官希望社會多些關注精神病患者，以避免悲劇再
發生。在考慮被告對社會的危險性後，遂判處其無
限期醫院令。

為閃避野豬失事剷上行人路撞入露天車場共毀 6
車後，昨日早晨 7 時許，再有 1 隻約 1 米長大野豬
在該邨迎馬樓對開草叢出沒，居民恐有危險報
警。警員到場見野豬仍在山坡上覓食，立即戒備
並召漁護署人員到場協助處理，其間吸引不少路
經市民圍觀，紛紛用手機拍照留念。
多名漁護署人員趕至，分持繩網、盾牌及木棍
等嘗試捕捉，惟野豬警覺性極高，不時四處亂
竄，並一度衝出馬路，險象環生。至上午 11 時
許，野豬更突圍跑往山邊，轉眼失去蹤影，漁護 ■「蛇王龐」在大環頭村將潛入
署人員再經一輪搜索無果，收隊離開。
民居吞貓的3米巨蟒生擒。

6月25日(第15/074期)攪珠結果

1 5 26 28 40 49 15
頭獎：—
二獎：$1,941,610
三獎：$67,240

（0.5 注中）
（77 注中）

多寶：19,653,396
下次攪珠日期：6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