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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第15/140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12月5日

頭獎：$12,596,600 （1注中）
二獎：$510,730 （3注中）
三獎：$26,790 （152.5注中）
多寶：—

4 11 14 41 42 44 10

富婆失身份證 戶口失款808萬
疑被冒名停手機 斷銀行聯繫「替身」代提款

行車不穩遭警截 揭無牌司機藏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男
子，昨日凌晨在屯門駕駛私家車期間行車
不穩，在建安街被衝鋒車警員認為有可疑
被截停調查，揭發他無牌駕駛兼車內藏有
毒品，當場被捕，人車同被扣查。
事緣昨日凌晨2時33分，警方衝鋒隊

一輛警車在屯門巡邏經過建安街與建榮
街交界，發現一輛沿建榮街往震寰路方
向行駛私家車行車不穩，遂追上前將車

截停進行調查，司機未能出示有效駕駛
執照，涉嫌無牌駕駛被捕，警員其後在
車內檢查，再搜出2.4克俗稱「K仔」的
懷疑氯胺酮毒品，逐將司機連人帶車扣
留調查。
被捕男子26歲姓林，涉嫌「藏毒」、

「駕駛時無駕駛執照」及「沒有第三者
保險下駕駛」，案件交由屯門警區刑事
調查隊第4隊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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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贍養費蔑視法庭
機師允即還妻114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國泰航空美籍高級

機師Scott Henderson被前妻指拖欠約600萬元贍養
費，遭對方先後於加拿大、美國及本港三地興訟追討
欠款，更獲得法庭頒下全球性禁制令，凍結前夫在港
的資產，兼每月可獲取近6萬港元贍養費。但機師在
法庭頒令後，私自在港開設兩個銀行戶口，轉移約
186萬元的資產到海外，被高院裁定蔑視法庭。機師
昨日承諾馬上繳付拖欠前妻的每月贍養費，即由前年
8月至今年年底，合共約114萬港元。法庭下令機師
立即繳交有關款項，又認為應先確保機師遵從法庭命
令繳交款項後，才處理蔑視法庭判刑。
機師Henderson與前妻Suzanne Ruth Henderson

於2000年離婚，兩人分別居於美國及加拿大。機師
早前抗辯指前妻誤導法庭令他需支付更多贍養費，及
有關禁制令欠准許他提出資金以支付自己的債項等，
但法官指出他明知及沒有合理理由下抽去其中兩個戶
口的資金，以避免法庭禁制令，是蔑視法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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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現年75
歲老婦，指她於1957年17歲時從內地來
港，與姨丈及姨姨同住，3人感情要好。姨
丈患嚴重糖尿病及腎炎，4年後往美國治
病，並將名下尖沙咀加拿分道物業送給
她，叮囑她照顧沉迷賭海的姨姨。老婦指
姨姨於1994年逝世，姨丈則音訊全無，日
前入稟高等法院，申請逆權侵佔該單位，
要求法庭根據《時效條例》聲明單位業權
歸她所有。
原告余美新（75歲），被告為單位註冊

業主、其姨丈黃傳扳（又名黃扳桂）。
原告在入稟狀指，她於1957年來港後與
姨丈及姨姨同住。兩人將她視作親生女兒
看待，3人感情要好，閒時會一同飲茶及看
電影，姨丈甚至出錢讓她補習英文。姨丈
於1961年購入加拿分道物業，之後健康急
轉直下，因他年輕時在美國打工，故決定
回美國治病。

稱以禮物形式擁屋契
姨丈因擔心其姨姨沉迷賭博輸掉物業，

加上從未接受教育，幾乎是文盲，臨走前
將屋契以禮物形式交給原告，並叮囑她照
顧姨姨。
原告指她與姨姨於單位同居，直至她在

1964年結婚後遷出，與丈夫居於荃灣，姨
姨則搬到佐敦居住。她稱獨自支付該單位開
支及物業稅等，單位其後用作放租，她一直
照顧姨姨生活，直至姨姨於1994年去世。

■在屯門行車不穩被警截查揭發司機
無牌駕駛兼藏毒的私家車。

懷孕教院生蹈海 勇警救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涉嫌欺詐而被警
方及海關介入調查的連鎖式學前教育中心「Bambi-
ni Republic」，繼早前一名男負責人被捕扣查後，
警方前晚在赤鱲角機場再拘捕另一名由外地返港的
男負責人，被帶返警方新界南總區重案組調查。

外地返港 機場被扣查
最新涉嫌欺詐被捕男子姓馮（45歲），他是
「Bambini」教育中心的另一名主要負責人。
據悉，他在中心相繼結業後離港，直至前晚由
外地返港在赤鱲角機場辦理入境手續時，被入境
處人員發現是警方通緝人士，遂將其截停並通知
警方。馮昨晚獲准保釋候查，本月中向警方報
到。
至於警方於11月28日在荃灣拘捕的姓繆（45

歲）男負責人，由於「踢保」（拒絕保釋），上
月30日已獲警方暫時釋放，但表明保留檢控權
利，惟當其離開警署時，即被海關人員帶走。消
息稱，海關由於事前接獲17宗家長投訴，懷疑繆
涉觸犯《商品說明條例》不良營商手法。
「Bambini Republic」教育中心3間分別位於銅

鑼灣、觀塘及荃灣的分店，日前突然在沒有通知
學生家長的情況下全線結業。
警方至今收到92宗市民報案，涉及374萬元。
當中有87宗涉及預繳學費，金額約20萬元；另外
有5宗涉及投資糾紛，涉款354萬元。
相關案件目前由新界南總區重案組併案調查。

警方呼籲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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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mbini Republic」教育中心姓馮負責人回港被捕，昨晚
被帶返新界南警總調查。 鄧偉明 攝

Bambini案警再拘1負責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內地旅客苗春起（54歲）
在紅磡珠寶店外遭毆斃案，涉
案本地男導遊胡彥南（44歲）
和內地男領隊劉洋（32歲）同
被控一項誤殺罪，劉昨日到高
院申請保釋，獲准以現金7萬
元擔保外出，劉於保釋候訊期
間，須遵從其他保釋條件，包
括禁止離開香港、交出所有旅
遊證件、居住報稱藍田的地
址、每周有3天到觀塘警署報
到、不准接觸控方證人以及踏
入紅磡民樂街及民裕街；同案
首被告胡彥南上周獲法庭准以
現金20萬擔保外出。
兩被告被控於今年10月 19
日在紅磡民樂街「蒂亞鑽有限
公司」外，非法殺死男子苗春
起，案件將於本月22日在九龍
城裁判法院再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教院一名正值雙十年華女學
生，懷疑因珠胎暗結問題困擾，前晚深夜在小西灣海濱公園
蹈海輕生，幸被夜釣人士發覺拋下救生圈及報警，為馳至警
員落海救起。留下3頁紙遺書的女事主在被救期間曾哭呼：
「我好想同我BB一齊！」
蹈海輕生少女姓林（20歲），家住小西灣，被送東區醫院

檢驗後留醫，情況穩定。據說，林女是香港教育學院二年級
學生，已有男友，近日發現月事遲來，其後懷疑懷有4周身
孕。
事發在小西灣海濱公園，前晚深夜11時許，林女在海濱獨

處期間懷疑悲從中來，突然蹈海，幸在公園對開海面載浮載
沉時，被附近夜釣人士發覺，立刻拋下救生圈給她，並致電
報警。

留遺書稱愧對父母BB
據悉，一隊以警車巡邏的衝鋒隊警員第一時間到場，其中

27歲姓曹警員到埗即時卸下身上包括警槍、子彈匣及對講機
等裝備給同僚保管，落海拯救。據悉，林女在警員相救時曾

掙扎，並哭呼「我好想同我BB一齊！」未幾，警員終在同僚
協助下將她救回上岸，其後由救護員送院。救人警員由於感
到不適，亦被送院治理。
警方事後在岸邊檢查林女的粉紅色手袋，內有一封有3頁
紙的遺書，內容透露因懷孕而感困擾及覺得對不起父母及BB
等。警方初步調查顯示事件無可疑，列作「企圖自殺」。
香港教育學院回應傳媒查詢表示，教院正了解情況。如有

需要，校方會提供協助。

■疑受珠胎
暗結困擾而
蹈海的女生
獲救送院。

疑遭盜用身份證偷去多達808萬元存款的女事主姓張（52歲），
據悉居住港島半山，家境富裕，本身持有公司，同時活躍於股

票市場，她向警方透露，早在今年9月已遺失身份證，10月已到警
署報失並向入境處申請補領手續，其間一切如常。

手機無信號 追查知中伏
詎料及至前日，張婦突察覺其手機無法接收信號，向電訊公司查

詢始知其手機號碼已被人冒名取消。由於該手機號碼是其日常處理
銀行賬戶交易通知專用，她認為事不尋常，遂到匯豐銀行位於中區
皇后大道中一間分行查詢，赫然發現其一個存款賬戶，早前已被人
懷疑使用其報失身份證提取9萬元現金，進一步查詢他行，再發覺他
行另外兩個戶口，被人先後轉賬47萬元及752萬元至一個懷疑本地
銀行賬戶，她遂於下午4時45分報案求助。

疑職業盜賊 重案組跟進
警方接報立即派員展開調查，初步不排除有人利用事主3個月前遺失
的身份證犯案，事前更特意向電訊公司申請取消事主用作與銀行聯繫的
手提電話號碼，以避免事主即時接獲銀行通知賬戶狀況，手法專業，更
似乎對事主的理財狀況相當了解，警方不排除案件是熟人所為的可能
性，已交由中區警區重案組暫列作盜竊及使用他人身份證跟進。
消息指，兩所銀行包括為匯豐銀行及中國銀行（香港），警方初

步調查，相信騙徒除取得女事主的身份證，並得知其手機號碼銀行
賬戶等資料，先物色一名與「富婆」樣貌、年齡及體型都相似的冒
牌貨，至前日（2日）成功冒名取消「富婆」電話後行事。同日中午
安排「冒牌貨」先向匯豐分行櫃枱小試牛刀，出示報失身份證冒充
是「富婆」，在成功提取9萬元後，再安排「冒牌貨」先後到德輔道
中及尖沙咀兩間中銀分行，以類似手法要求轉賬，再成功將兩個戶
口的47萬元及752萬元，轉賬到本地一個銀行戶口。
警方正向有關銀行進一步了解詳情，包括搜集閉路電視錄像，追
查多次露面出示他人報失身份證冒名提款及轉賬的「冒牌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港島區揭發一宗涉嫌

利用他人身份證盜竊銀行個人賬戶存款案。一名女子報

稱3個月前遺失個人身份證後，至前日下午赫然發現其

銀行賬戶存款，被人以提款及轉賬形式，合共盜去多達

808萬元現金，大驚之下報警求助。由於盜賊事先停用

事主的手提電話，切斷銀行與客戶聯繫後犯案，手法專

業，警方初步調查後，不排除騙徒安排與女事主酷似

「替身」持報失身份證冒充事主，要求提款及轉賬盜走

巨款。中區重案組已接手案件暫列作盜竊及使用他人身

份證調查，暫時無人被捕。

專家：可持ID往公司及土註處套簽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遺
失一張身份證竟被盜走銀行賬戶逾
800萬元巨額存款？有保安專家指，
就算只得一張身份證落入職業騙徒
或盜賊手上，對方亦可利用方法得
到更多相關的個人資料，包括透過
公司及土地註冊處取得事主的簽名
式樣，模仿其簽名等，從而冒充事
主往銀行提款，或以電話理財、網
上理財等方式進行轉賬等，隨時令
事主招致重大損失。
保安專家指，是宗盜竊案不排除
盜賊在得到事主的身份證後，再經
長時間的部署犯案，包括掌握事主
其他更多的個人資料，甚至銀行保
安編碼器等，得以通過銀行的雙重
保安認證，又適時地取消手機號
碼，以防止銀行發出通知短訊或電
話與事主聯絡，若事主的戶口為私

人銀行，可處理大額轉賬，盜竊更
有機會透過電話理財方式，直接冒
充事主致電銀行職員認證，將巨款
轉往其他銀行賬戶。

銀行VIP櫃位易蒙混過關
保安專家續指，盜賊親自到銀行提

走巨款有一定風險，因為銀行有閉路
電視，職員會核對身份證等個人資
料，包括樣貌等，若提取超過10萬元
更會「問長問短」。但亦不排除盜賊
非常熟悉銀行運作，會利用銀行向客
戶提供便捷的一些「漏洞」以增加成
功的機會，例如冒充事主到VIP櫃位
辦理轉賬，由於VIP服務標榜手續簡
便輕鬆，如當職員查看戶口記錄得知
事主經常有大額轉賬等，隨時會不以
為意，若對方又能提供身份證及簽名
等，便能成功蒙混過關。

「偷信黨」蒐私隱 犯案騙773萬
利用個人資料進行

詐騙及盜取財物的罪
案時有發生，市民應
妥善保管自己的個人
資料，避免被利用遭

致損失，惟騙徒或盜賊為取事主的
個人資料亦不擇手段，無孔不入，
稍有不慎，隨時洩漏甚至被盜取個
人資料仍懵然不知，過往更曾出現
「偷信黨」四處到一些保安鬆懈的
樓宇偷取市民的差餉單、水電煤、
股票及銀行結單等信件，以收集個
人資料部署犯案。
當鎖定目標後，騙徒會再到土地

註冊處查冊，套取事主的更多個人
資料，包括身份證號碼及簽名式
樣，以偽造滙款文件及支票等詐騙
銀行，並以受害人身份聯絡電訊公
司，將受害人電話轉駁至同黨的電

話，以攔截銀行聯絡受害人查證大
額轉賬或滙款事宜的電話查詢。
在完成部署後，騙徒便會冒認是

受害人的受託人到銀行，要求從受
害人的戶口款匯到外地，並出示冒
認簽名做證等，而當職員致電受害
人查詢求證時，由於事主的電話已
預先被飛線，接獲電話的騙徒同黨
便會冒認事主「確認」交易，成功
盜走巨額存款。
去年1月中，警方便成功破獲一個

「偷信黨」詐騙集團，在全港多個地
點合共拘捕14男 1女（21歲至 64
歲）涉嫌「串謀詐騙」、「欺詐」、
「盜竊」、「行使虛假文書」及「洗
黑錢」等，案中最少有6名市民受
害，涉款共773萬元，其中一名受害
人損失高達3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富婆」戶口被盜存款808萬經過
1)「富婆」今年9月遺失身份證；

2) 今年10月報失後補領新證；

3) 本月2日手機失靈，原來有關號碼被人冒名
取消；

4)「富婆」到皇后大道中匯豐分行查詢發覺被冒
名提款9萬元；

5) 繼而發覺他行名下另外兩戶口分別被轉賬
752萬元及47萬元。

假「富婆」在12月2日冒名提款及轉賬經過

12:00PM

12:30PM

13:30PM

■製表：記者 杜法祖

假「富婆」到皇后大道中匯豐分行出
示「富婆」報失身份證提款9萬元；

假「富婆」到德輔道中一中銀分行冒
名轉賬752萬元到本地一銀行戶口；

假「富婆」在尖沙咀一中銀分行冒名
轉賬47萬到同一本地銀行戶口。

▶中區警區重案組
已着手調查富婆被
盜存款的案件，不
排除是職業盜賊所
為。

▲事主在匯豐位於皇后大
道中分行查詢揭發被人冒
名提走9萬元後，再發覺
另外兩個在他行戶口被轉
賬近799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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