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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業「Bambini」涉騙財 主腦扣查
警押返赤柱寓所搜證 家長入股90萬恐血本無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南亞裔
偷車賊，昨晨在佐敦偷走一輛平治客貨車後，
為逃避警員追截，沿途高速飛馳，先在油麻地
海寶路撞及一輛的士及一輛輕型貨車，再狂飆
逾5公里至長沙灣東京街，連環撞擊一輛貨車
及一輛雙層巴士後被迫棄車逃去，所幸連串撞
車事故無人受傷，警方正設法緝捕該名偷車狂
徒歸案。

冷氣機店東主失車報警
涉偷車在逃南亞裔男子年約30歲。被偷後發

生連環碰撞的平治客貨車傷痕纍纍，車頭及車
尾損毀，車尾擋風玻璃粉碎。被撞巴士右邊擋
風玻璃龜裂，其他捱撞的士、輕型貨車及中型
貨車則損毀輕微。
事發昨晨9時38分，一名經營舊冷氣機回收

店的姓歐陽（57歲）男東主，駕駛該輛平治客
貨車到佐敦文匯街近渡船街交界，準備往店舖開門及落
貨，詎料突被一名南亞裔男子登車將車駛走，歐陽無法
阻止，唯有報警求助。
未幾，警方在油麻地海寶路北行線發現該客貨車，勸

諭停車，詎料對方不予理會，反加速逃走，警方展開追
截，客貨車高速左穿右插，險象環生，至近連翔道交
界，客貨車撞及一輛的士，致對方失控再撞及前方輕型
貨車，但肇事貨客車並無停下，繼續狂飆5公里。
至長沙灣東京街近保安道交界燈位時受阻，南亞漢企

圖撞開前方中型貨車，失敗後再倒車企圖逃走，惟再撞
上車尾一輛雙層巴士，被困兩車之間，眼見警員追近，
偷車賊無奈棄車徒步逃去，警員趕到展開兜截，惜已失
去其蹤影。
警方隨後封鎖現場調查，又召來鑑證科人員協助蒐

證，所幸連串撞車事故中無人受傷，警方列作「擅自取
去交通工具」及交通肇事案跟進，並設法緝捕該名南亞
裔偷車狂徒歸案。

■平治Van倒車奪路，撞毁巴士右邊車頭。
劉友光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自稱是全球最大電子學習
產品製造商，並在香港上市的偉易達集團（VTech），
旗下網站Learning Lodge資料庫被黑客入侵，庫內有用
戶資料，如姓名、電郵地址及密碼。集團表示，部分香
港用戶資料外洩，但強調資料庫內沒有身份證明文件、
信用卡及銀行資料。
偉易達集團前日發表聲明，承認其網站Learning Lodge

客戶資料庫在本月14日被黑客入侵，資料庫包含一般用
戶資料，如姓名、電郵地址、密碼、用以獲取密碼的秘密
提示問題和答案、IP地址、郵寄地址和下載記錄。

強調無身份證信用卡銀行資料
偉易達在聲明中強調，資料庫內沒有身份證明文件資

料，如身份證號碼及駕駛執照號碼，也指集團既不處理
也不儲存任何網站Learning Lodge的客戶信用卡資料，
客戶在Learning Lodge完成下載後，付款或結賬程序均
由安全的第三方支付門戶網站直接處理，因此資料庫內
也沒有信用卡及銀行資料。
集團企業營銷總監彭潔玲表示，部分香港用戶資料外

洩，但指不方便透露具體人數，指數量不多。她說，集
團已發電郵通知所有香港用戶，暫時無收到投訴。彭潔
玲又承認，家長用戶可能在網站上同時登記子女資料，
包括姓名、性別及年齡，因此相關資料有外洩可能。
偉易達集團自稱是全球最大無線電話生產商、電子學

習產品製造商，以及全球五十大電子製造服務供應商之
一。集團於香港上市，港交所編號為0303。

偉易達客戶庫遭入侵洩資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未出版已「胎死腹中」的
《香港晨報》，其承印人「領袖傳播集團有限公司」及大
股東夏萍及其丈夫霍漢，三年前為了《新晚報》復刊一
事，曾向香港衛視國際傳媒集團有限公司擔保並借款2000
萬元，香港衛視其後入稟高等法院控告夏、霍及二人出任
大股東的「領袖傳播集團有限公司」，追討該筆欠款，法
庭早前裁定領袖傳播、霍漢和夏萍敗訴，須償還欠款和利
息。香港衛視早前再入稟高院申請將二人破產。
二人早前亦被一間財務公司灝天財務入稟高院，追討

去年11月及今年1月及3月，合共批出的600萬按揭貸
款，並要求將用以抵押的北角城市花園單位交吉。

衛視申「領袖」大股東破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香港機場地勤男員
工日前入稟高等法院，控告香港機場地勤服務有限公司
疏忽、違反責任及僱傭合約並申索。原告人伍業雄，在
2013年2月23日至2014年3月28日曾在香港國際機場工
作時受傷，故入稟向公司索償，惟入稟狀未有透露索償
金額、意外及受傷詳情。

機場地勤工傷控公司索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福強、杜法祖）

學前教育中心 Bambini Republic 4 間「分

校」突全線結業，有學童家長疑被騙預繳學

費，甚至有家長早前入股投資90萬元恐血本

無歸。警方新界南總區重案組接手調查後，

昨在荃灣拘捕該中心一名男負責人，並將他

押回位於赤柱的寓所搜查。警方呼籲市民如

懷疑在事件中被騙而蒙受金錢損失，可致電

5271 1570或5271 1571與調查人員聯絡。

被捕男子姓繆（45歲），是學前教育中心Bambini
Republic的負責人，並傳持有公司一半股份，他

涉嫌欺詐昨午在荃灣區被捕，至晚上他由重案組探員
押返其港島赤柱的寓所搜查，逗留逾一小時，其間警
方檢走一批文件等證物，稍後疑人再被押回荃灣警
署，正通宵扣留調查。

女子7月報案 稱循民事解決
警方發言人表示，跑馬地警署於今年7月11日接獲

一名姓張（34歲）女子報案，聲稱於2012年向一間教
育機構投資約90萬元，她其後未能聯絡該機構負責

人。報案人當時要求警方備案，並說明會自行循民事
途徑解決事件。警方當時已向報案人解釋，如有需要
可聯絡警方再跟進。
至本月22日，該名張姓女子再向警方備案，表示其

投資的教育機構懷疑經營出現問題，她表示會先徵詢
法律意見後，再決定進一步行動。直至本月26日，她
向警方就有關事件提供進一步資料後，警方將案件暫
列「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案，交由新界南總區重案
組處理。
此外，由於警方另外亦接獲多名市民報案，指學前

教育中心Bambini Republic 4間「分校」，在未有通

知顧客的情況下突全線結業。據悉，事件令一批早前
預繳學費和被游說入股投資的家長有所損失。有部分
家長先後報警，指當中涉嫌有欺詐行為，相關案件遂
由新界南總區重案組，合併綜合其他家長的投訴展開
調查。
及至昨日下午，新界南總區重案組探員終在荃灣區

拘捕該教育機構一名姓繆(45歲)男負責人通宵扣查。

預繳學費受騙 警設熱線聯絡
警方呼籲，如市民懷疑在事件中被騙而蒙受金錢損

失，可致電5271 1570或5271 1571與調查人員聯絡。

■警方在肇事車內套取指紋。 劉友光攝

■有關的學前教育中心分校早前突全線結業。 資料圖片

■Bambini Republic■Bambini Republic姓繆姓繆4545
歲負責人被捕歲負責人被捕。。 鄺福強鄺福強 攝攝

21歲港大內地女生墮樓命危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社會福利署熱線： 2343 2255
○撒瑪利亞會24小時多語服務： 2896 0000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2389 2222
○生命熱線： 2382 0000
○向晴熱線： 18288
○東華三院芷若園熱線: 18281
○醫管局24小時電話諮詢(葵涌醫院精神健康熱線)：2466 7350

■21歲港大內地女生海昇大廈墮樓現場。
劉友光 攝

■港大女生在西環住處墮樓重傷，救護員將其急送醫院搶救。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天水圍天恒邨前
日發生的縱火企圖燒死妻女案，警方昨正式落案
控告58歲男戶主兩項企圖謀殺罪，明日將在屯門
裁判法院提堂。險遭燒死的一對母女及受傷男疑
兇昨仍在屯門醫院留醫，情況穩定，至於縱火單
位仍未解封。
案發前日凌晨2時25分，姓郭（49歲）女戶主
與姓林（22歲）女兒在恒健樓32樓單位的睡房熟
睡期間，有人突在睡房外淋天拿水縱火，母女被
濃煙嗆醒，及時衝出火場逃生，惟手腳燒傷送
院，單位亦被嚴重焚毀，警員事後在附近河邊發

現手腳燒傷的姓林（58歲）男戶主在一棵大樹上
吊企圖自殺，立即將他救下送院，其後有人承認
縱火，遂被警方拘捕，案件交由元朗警區重案組
跟進。
警方經初步調查，不排除有人因長期失業及酗

酒，與妻感情破裂。至事發當晚，妻趁女兒往韓
國留學前夕，再度提出離婚及搬走，兩人曾激烈
爭執。詎料至凌晨時分，有人疑借酒澆愁後，竟
在妻女睡房外淋天拿水及縱火，混亂間他亦被燒
傷手腳，逃出單位後有人疑畏罪在河邊吊頸自
殺，但被警員及時發現獲救。

縱火燒妻女 男戶主圖吊頸自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藝人王菀之昨
在大潭陽明山莊舉行婚禮，詎料僅一街之隔的渣
甸山衛奕信徑發現4枚二戰日軍手榴彈。警方大
為緊張，將一段行山徑封閉，並召軍火專家到場
引爆手榴彈，現場擾攘3個多小時終解封，王菀
之的婚禮全程未受影響。

事發中午12時40分，警方接獲一名外籍男子報
案，指在渣甸山衛奕信徑大潭段入口約500米處對
下山邊發現多枚疑是二次大戰時期的手榴彈。
警方接報到場將該段行山徑封閉，正在行山的

市民要改道或待現場解封始可下山，消防員到場
戒備，稍後警方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到場，證實共
有4枚、每枚長約4吋、直徑約2吋的手榴彈，相
信俱為二戰時期日軍使用的91式手榴彈。下午近
4時，軍火專家引爆手榴彈，現場解封。
距日軍手榴彈不遠處的陽明山莊，藝人王菀之

正舉行婚禮，但婚禮全程未受事件影響。
現場消息稱，發現手榴彈並報案的外籍男子

David，是香港史發燒友，過往經常帶備金屬探
測器往全港多個山頭搜尋二戰時期文物，故不時
發現戰時炸彈。昨晨David又帶同金屬探測器往
渣甸山衛奕信徑一帶山嶺「尋寶」，結果又發現
4枚戰時日式手榴彈。

王菀之婚禮 引爆手榴彈贈慶

■陽明山莊對面山頭發現手榴彈，警方封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大學生墮樓慘劇
又發生，一名就讀港大的21歲內地女生，疑不堪學業及感
情困擾，昨日下午被發現在西環寓所墮樓昏迷，送院搶救
後情況嚴重，警方經調查相信事件無可疑。這已是今年第
八宗大學生自殺事件，僅本月已佔4宗，當中3人死亡。

疑不堪學業及感情困擾
墮樓重傷21歲內地女生姓劉，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
社會行政學系一年級學生，據悉其父母不在港，她與同
學租住西營盤第二街海昇大廈一單位。
昨午2時40分，上址大廈一名姓林（47歲）男住客赫

見一名女子倒卧平台重傷昏迷，立即報警。救護員到場
將女事主送院搶救，情況嚴重。警員調查證實女事主是
上址住客，正修讀港大一年級，遂聯絡校方跟進，稍後
有同學及友人趕到醫院了解。
消息指，女事主最近因學業問題，加上疑與男友感情
生變，顯得情緒低落。警方不排除有人無法承受學業及
感情問題困擾而輕生，暫列作「企圖自殺」跟進。
這已是今年第八宗大學生自殺事件，當中7人死亡，

僅本月已發生4宗，其中3人死亡。本月19日一名就讀
中大英文系一年級的18歲女生，疑不堪學業壓力致患上
情緒病，被發現在香港仔寓所墮樓分屍殞命；本月4日
早上，理大電子資訊工程學系一名21歲男生，疑與家人
爭執後，在沙田沙角邨寓所墮樓身亡；同日下午，一名
21歲樹仁輔導及心理學系女生，疑因學業及情緒問題於
筲箕灣愛東邨寓所墮樓身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深水埗60年老字號腐竹店「樹
記腐竹」，去年因家族第二代孔祥基、孔祥佳兄弟拆夥而結業，
惟去年中老舖對面突重現賣腐竹的「樹記」店舖。四弟孔祥佳
日前入稟高院，指對方董事是「樹記」的供應商，早知「樹記」
極具名氣，指控對方在老舖結業後，即以「樹記」商標登記是
有意欺騙大眾及混淆視聽，故要求法庭頒令禁止對方使用「樹
記」商標及賠償一切損失。
原告人孔祥佳為「樹記腐竹」創辦人孔樹夫婦的四子。兩被

告分別為樹記食品有限公司及其創辦人兼董事譚國偉。入稟狀
透露，深水埗汝州街236號的「樹記腐竹」老舖去年4月底雖因
孔祥基、孔祥佳兄弟意見不合而結業，惟商號仍然存在。

趁老舖結業掛「樹記」招牌
去年5月，四弟孔祥佳發現老舖對面突有商舖掛起「樹記」
招牌賣腐竹，之後再發現樹記食品於去年4月2日在港成立及註
冊，至4月30日即老舖結業後，便以「樹記食品有限公司」名
號登記及註冊。該公司又於去年5月及今年11月，分別在深水
埗汝州街261號及觀塘瑞和街開業，售賣與「樹記」招牌豆品
相類似的產品，如腐竹及枝竹等。
原告認為，被告譚國偉明顯是借用「樹記」的名氣誤導公

眾。原告除反對「樹記食品有限公司」的註冊外，另要求法
庭頒令禁止對方使用「樹記」的中英文商標、要求對方更改
中英文名號、作出澄清及賠償一切損失。
「樹記腐竹」在汝州街老舖原由二哥孔祥基及四弟孔祥佳合

夥經營。惟四弟不滿二哥在一街之隔開設新店「百年荳府」，
與「樹記」搶生意，故入稟高等法院，並獲法庭頒臨時禁制令，
禁止二哥夫婦開設的新店售賣7種「樹記」有售的腐竹及素鴨等
招牌豆品。二哥因官司感不快，決定拆夥及結束老舖業務，其
舖位最終以2,800萬元易手，升值約107倍。四弟一家則另起爐
灶，於大埔運頭街地舖批發腐竹和腐皮碎等貨品。

「樹記腐竹」四弟控供應商侵權

南
亞
漢
偷
平
治

南
亞
漢
偷
平
治
VanVan
連
撞
四
車

連
撞
四
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