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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第15/146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12月20日

頭獎：$21,007,130 （1注中）
二獎：$1,420,580 （1.5注中）
三獎：$110,330 （51.5注中）
多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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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力「博士」涉串謀欺詐被捕
修讀哲學提早10個月畢業 教局揭疑違法交警跟進

青年吸毒減17% 啪「搖頭丸」倍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禁毒常務委員會昨日

在季度會議上檢視本港今年首三季的吸毒情況，本
港被呈報的整體吸毒人數由去年同期的7,689人減
少8%至7,081人，當中21歲以下的吸毒人數顯著減
少 17%。另外，首次被呈報的吸毒人數亦下跌
2%，但首次被呈報的吸毒者的「毒齡」中位數則由
去年的5.2年，持續上升至今年首三季的5.8年。
數字顯示，甲基安非他明（俗稱「冰」）取代
氯胺酮（俗稱「Ｋ仔」）成為最常被吸食的危害精
神毒品，被呈報的吸食人數較去年同期上升2%，
由1,659人增加至1,698人。大部分種類的危害精
神毒品的被呈報吸食人數均錄得跌幅，包括氯胺酮
下跌 12%、三唑侖（俗稱「白瓜子」或「藍精
靈」）下跌14%、可卡因下跌12%等。

不過，個別危害精神毒品的吸食人數則有所增
加，如「搖頭丸」上升105%及大麻上升1%等。

張建良指隱蔽吸毒日益嚴重
禁毒常務委員會主席張建良指出，隱蔽吸毒問題

日益嚴重，情況令人憂慮，社會各界應共同關注有
關問題，「及早辨識和提供協助是預防毒品對吸毒
者健康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害的最好方法。」
他表示，委員會來年會繼續加強預防教育及宣傳

工作，提升大眾對吸毒問題的關注。
因應聖誕及新年假期將至，保安局禁毒處及禁毒

常務委員多名委員昨日聯同警方，到中環蘭桂坊及
蘇豪區的酒吧與食肆向顧客及途人派發單張及宣傳
品，呼籲市民在節日期間提高警覺，遠離毒品。

疑濕疹纏身 青年跳樓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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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沙田豐和邨一名
23歲男子，疑不堪長期受嚴重濕疹困擾，近日因
天氣寒冷乾燥，疑令其病情更甚痛苦難當，昨日
凌晨乘家人不察在家中墮樓身亡。警方調查後相
信事件無可疑，列作「有人從高處墮下」處理，
正調查事主輕生原因。
死者姓黎（23歲），與家人同住沙田新落成的
豐和邨和安樓一單位。現場消息稱，有人患嚴重
濕疹多年，全身多處皮膚均經常又痕又痛，十分
辛苦，屢醫無效，病情反覆不時發作，令其十分
難受。
事發昨日凌晨近2時，一名保安員突聞和安樓傳

來墮物巨響，循聲查看發現一名青年倒臥大廈對
開地面肝腦塗地，大驚立即報警。救護員接報趕
至證實事主已明顯死亡，毋須送院。
警方調查後得悉死者居於和安樓，立即聯絡其家
人到場認屍及助查。警方在現場並無檢獲遺書，屍
體稍後由仵工舁送殮房，待驗屍確定死因。
有皮膚科專科醫生指濕疹是常見皮膚病，患者輕
則痕癢，嚴重者身體有逾九成皮膚受影響，難以治
理。兩大成因是角質層薄弱，易乾燥龜裂及免疫系

統過度活躍，對致敏原有劇烈反應，會嚴重紅腫發
炎。「冬天更慘，如果有好多致敏原走咗入去皮
膚，免疫系統好活躍嘅話，痕癢程度會好似災
難。」常見的外在致敏原包括塵蟎及香煙等。

健康飲食可助控制病情
濕疹患者常會感到氣餒，因「好似醫來醫去醫
唔好。」其實目前有不少有效治療方式，包括外
用及口服藥。有一成至兩成濕疹患者同時有食物
敏感，需要進行測試後戒食致敏食品，另外健康
飲食亦有助控制病情，要避免進食煎炸及加工肉
類等食物。
而中醫指濕疹分為小兒濕疹及成年發病的濕

疹。小兒發病與體質有關，即西醫的過敏體質，
發病有兩種原因，一是母親懷孕時不戒口，進食
了葷腥動風或肥甘助濕之物，產生血熱，傳予胎
兒；另一種是餵養過程中進食動風發物，例如海
鮮、牛及羊等；成人則多因飲食及環境中有過敏
原所引致，例如飲酒、食紅肉及煎炸物。
中醫建議患者一定要戒口不食海鮮，尤以有殼

類例如蝦及帶子，亦要戒牛羊，成人亦要戒酒。

「波子」走私588部iPhone 6 深圳灣被截

警拘網騙12人 呃133萬最細1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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鏞記雖清盤 甘家兩房願再傾

兒騙交公屋買樓 老翁申覆核被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被譽為「香
港良心」的社會活動家、前立法局及市政局議
員杜葉錫恩本月8日與世長辭，其教育基金公
佈杜葉錫恩的喪禮安排及扶靈名單。基金會表
示，明日下午5時將為杜葉錫恩設靈，周日上
午舉行告別儀式後出殯。基金會同時公佈8人
扶靈名單，包括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首任特
首董建華，現任特首梁振英，前任特首曾蔭權
及中聯辦副主任仇鴻，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
任梁愛詩，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等也會為杜葉錫
恩扶靈。

明午世界殯儀館設靈
杜葉錫恩本月8日因肺炎在聯合醫院離世，

享年102歲。杜葉錫恩教育基金及慕光英文書
院日前於報章刊登訃文，明日（19日）下午5
時在紅磡世界殯儀館為她設靈，翌日上午11時
30分舉行告別儀式，中午12時出殯，靈柩移送
歌連臣角火葬場火化，骨灰將與其早年逝世的
丈夫杜學魁合葬。
基金會公佈8人扶靈名單，包括董建華、梁

振英、曾蔭權、仇鴻、梁愛詩及曾鈺成等多名
政界代表。慕光英文書院代表指，喪禮將按杜
葉錫恩生前的意願，盡量低調簡潔，儀式沒有
任何宗教背景，也不設致悼辭或追思環節。
杜葉錫恩一生為香港基層市民爭取權益，無

懼對抗港英政府，助人無數，對改善基層市民
生活，無論是房屋、社會福利、肅貪倡廉都作
出了重大貢獻。她生前更積極推動民主政制，
有香港「民主先驅」之譽，影響了整個世代。
梁振英及社會各界人士對杜葉錫恩辭世表示

深切哀悼，讚揚她畢生熱愛香港，對推動社會
多方面的改革和發展作出重大貢獻。張曉明主
任讚揚杜葉錫恩是「真正的民主鬥士」，是香
港最早呼籲推動民主政制的人，強調杜葉錫恩
對民主、真理和正義有執着追求，鮮明地支持
中國政府收回香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的評價客觀公允。

慕光英文書院校董會讚揚杜葉錫恩畢生尋求公義，為
基層爭取權益，為下一代教育作出無私奉獻，是「真正
的香港精神」，這份精神也會永遠留在大家心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患有白內障的七旬翁聲
稱遭建築師兒子誘騙簽署一份「稅務文件」，惟該文件
實為同意將他與其患「漸凍症」的六旬妻子一同居住逾
30年的公屋交出，讓兒子可透過房協「置安心」計劃購
入青衣綠悠雅苑一單位。老翁收到房委會通知書，知會
須於60天內交還公屋，於是去信房協及房委會，要求撤
銷買賣及取回公屋，惟遭拒，遂入稟高院提出司法覆
核，欲推翻房協及房委會決定。法官昨頒下判詞拒絕受
理案件，指兩父子的紛爭屬私人合約糾紛，應循民事途
徑處理，並非透過司法覆核解決，並下令由老翁支付房
協及房委會的訟費。

官指父子紛爭應循民事處理
申請人為秦世華（76歲），兩名答辯人為香港房屋協

會及香港房屋委員會。鍾安德法官於判詞中指，雖然房
協是公共機構，但樓宇買賣合約並非公共法的範疇，故
雙方的紛爭應循民事途徑處理，司法覆核是針對政府政
策的合法性及合適性；況且，房協最終暫緩該宗買賣交
易，而房委會截至現時亦未有發出收屋令，申請人所作
出的申請尚言之尚早。
另外，申請人早於去年5月收到房委會來信，惟事隔1

年才提出申請，實屬重大延誤。鍾官又指出，申請人去
年報警投訴兒子，曾自相矛盾向警方稱：「我知買樓，
但係我唔知係要交返間單位。」認為房協並無責任，亦
不可能去解決或核實2人的私人紛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警方新界北總區重案組
聯同其他警區人員，前日起一連兩天展開代號「登峰
者」打擊網上騙案行動，共拘捕7男5女，包括一名15
歲學生，涉及79宗網購騙案，貨物包括有智能手機、名
牌手袋皮具及電子產品等，受害人共82人，涉款共133
萬元。警方行動仍繼續，不排除會有進一步拘捕行動。
被捕12名男女年齡介乎15歲至46歲，同涉嫌「以欺騙

手段取得財產」，包括一名15歲學生，各人分別報稱售貨
員、侍應及無業，其中10人已獲保釋候查，兩人仍扣留。

騙徒疑開空頭支票玩失蹤
新界北警區重案組高級督察何信榮稱，騙徒的行騙手法

是開空頭支票，騙得受害人的電子產品等貨物後即失去蹤
影；或訛稱是賣家，有智能手機、贈券及名貴手袋出售，
當受害人將貨款存入騙徒使用第三者的戶口後，卻未能收
取貨物，又或收到樣辦手機等。其後騙徒着令收款的第三
者，將騙款以充值方式轉至騙徒的指定戶口。
行動中最大一宗騙案，是一名46歲報稱侍應疑人聲稱

有贈券及智能手機出售，但受害人付款後卻未能收到貨
物，並與騙徒失去聯絡，共有15人受害，涉款63萬元。
警方早前接獲多名受害人報警，聲稱透過網上平台或

討論區購物或售賣物品時被騙，新界北總區重案組調查
後，展開代號「登峰者」行動，搜查全港多個地點拘捕
12人，並檢獲部分證物。

被捕50歲男子姓李，他涉嫌與國力書院串謀欺詐罪仍被
扣查。據悉，該男子曾就讀國力書院，修讀哲學博士

（PhD）課程，相信有人提早10個月即告畢業。據知，教
育局及警方商罪科仍就相關資料作出跟進，不排除會有更多
相關涉案者被捕。
教育局早前曾透露，已根據相關條例向國力書院索取資料

作跟進，包括向國力書院發信，以及委派視察主任到國力書
院視察。

要求校方交收生記錄 教局5人跟進
國力書院亦承認，教育局上月中按《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

育(規管)條例》去信國力書院，要求國力提供有關課程的收
生記錄、學分轉移或豁免記錄，以及課堂及導修課出席記錄
等資料，並派出5人跟進國力的相關調查事宜。
國力書院稱，有既定程序處理學生的入學申請，校方亦已
就事件展開內部調查。

教育局早前表示，經檢視由國力書院提供的部分資料後，
暫發現一宗懷疑違法個案，並已轉交警方跟進。據知，教育
局仍會繼續檢視其他相關資料，若發現有懷疑違反條例的相
關規定個案，教育局會按既定程序處理。
警方早前接獲教育局所提供懷疑違法個案資料後，將案件列

作「求警調查」，交由商業罪案調查科訛騙案調查組跟進。經
深入調查蒐證，並掌握證據後，商罪科昨日採取連串行動，有
探員掩至灣仔區拘捕該名50歲姓李涉案男子，另有探員兵分兩
路，分別按資料到油麻地區的國力書院校址、及香港仔區涉案
男子的住所單位搜查，成功檢走一批文件及電腦蒐證。
國力書院由嶺南大學校董李以力擔任校長，多年來與菲律

賓及海外多間大學合辦課程。早前有人被指涉嫌偽造文件推
前學生的入學日期，令學生可提早取得海外學士、碩士或博
士等不同學位，事件引起各界關注。國力書院其後回應稱，
校方已按教育局要求提交相關資料，警方暫時未有到校調
查，書院如常運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國力書院被指有學生涉嫌偽
造文件推前入學日期，以便提早
畢業的事件，教育局經檢視由國
力書院提供的部分資料後，早前
發現一宗懷疑違法個案，並轉交
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跟進，至昨
日警方採取行動，在灣仔拘捕一
名涉嫌串謀欺詐的50歲男子扣
查，另在油麻地的國力校址及香
港仔涉案男子的住所搜查，檢走
一批文件及電腦等證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有74年歷史的中環
鏞記酒家清盤案，因大少甘健成遺孀與二少甘琨禮雙
方就不足2億元的差價，未能在限期前達成收購協
議，鏞記昨日正式清盤，但雙方均不排除「仍有空間
商討」。對於有指大少的長子有意購回鏞記的招牌，
令雙方未能達成協議，大少次子甘崇轅昨日澄清，指
胞兄（崇軒）的意思是「如果有這機會，他不排除會
買招牌」，強調他們一方從來無意反收購對方股份，
「35日以來都係講緊我賣佢買。」他並謂即使清盤令
已生效，但他們一方仍循和解方向希望商討，不想見
到鏞記有真正清盤的一天，並謂：「希望大家都可以
拿出誠意。」

甘崇轅強調談判之門仍開放
甘崇轅昨日稱，明白二少（甘琨禮）一家經營鏞記
已一段日子，雖然清盤程序已正式展開，但仍未到賣
盤一刻，認為雙方仍有空間洽商，「當然希望唔駛清
盤」，若然能達成和解，雙方皆可申請永遠終止清
盤。他強調談判之門仍開放，他們的13億元出價其
實已「減咗」。
對於二少甘琨禮一方的「加碼」之說，他坦言
「我哋唔覺得」，因為該些資產其實於估價時未有
包含在內，認為對方的言論「有少少混淆」。他又
澄清，從來沒有要求甘老太麥少珍出錢為他們購買任
何資產，不知為何老人家會提出。

他表示，現時未能與祖母聯絡，又指所有家族成員
對清盤感傷心，對於鏞記的炭燒燒鵝可能成絕響，他
亦感可惜，但指不是一隻炭燒燒鵝去維繫，而是以其
精神。

甘蕎因批清盤始提購回招牌
而二弟甘琨禮的子女昨晨偕同律師到破產管理署處

理清盤程序，對於大伯甘健成一方表示有意購回商
標，甘琨禮女兒甘蕎因批評不應等到清盤才提出，並
稱：「到今日先明白點解兩邊傾唔埋，原來係咁。」
就甘崇轅指「雙方仍有空間商討」，甘蕎因僅回應
「唔排除呢個可能性，但暫時都係言之過早」。

員工悉清盤落淚 稱公司「唔會冧」
甘蕎因說，祖母甘老太得悉鏞記要清盤後感到很

傷心，之前甘老太一直出手，不希望鏞記清盤，但
最終未能成事。她又透露，前晚已安撫鏞記的員
工，亦與資深員工聊天，有員工知道公司清盤甚至
傷心落淚說：「以後會做好，做得更好，公司唔會
冧。」
甘蕎因指現在「所有嘢都隨緣，過去一個月已盡

力，但避免唔到今日嘅厄運」，又說「無論日後招牌
落入邊個手上，希望鏞記招牌繼續承傳落去，市民珍
惜仲有炭爐燒鵝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通訊員
鍾超 深圳報道）記者昨日從深圳灣海
關了解到，前晚（16日）一名港籍司
機駕駛保時捷越野車經深圳灣口岸客
運車道無申報通道入境，在例行X光
機掃描檢查時，關員發現車輛兩個前
大燈內部均藏有可疑物品。經人工開
拆查驗，發現其在車內藏匿iPhone 6手

機588部試圖走私入境，市值約120萬
元人民幣。
同時，因案件涉及貨值重大，海關

關員對涉案港人司機進行了人身檢
查，結果在其上衣口袋內查獲吸毒工
具一套，在褲子口袋內查獲一小包白
色粉末狀物品0.5克，疑似毒品。司機
其後承認檢獲的白色粉末狀物品為供

吸食用的冰毒，並承認了藏匿走私手
機的犯罪行為。
案件現已移送緝私部門進一步調查

處理，涉案司機已被刑事拘留。
深圳灣海關相關負責人表示，藏
匿走私屬嚴重罪行，一直是海關嚴
厲打擊的重點。依據《中華人民共
和國刑法》，走私貨物、物品的將
視情節處以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
重的可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
期徒刑。

■甘健成次
子 甘 崇 轅
(右)強調談
判之門仍開
放。

資料圖片

■甘蕎因希望鏞記招牌繼續承傳
落去。 資料圖片

■沙田豐和邨一名23歲青年，疑不堪長期受嚴重濕疹困擾
跳樓，跌在大廈對開地面證實死亡。

■保安局禁毒處和禁毒常務委員會聯同警方，昨在中環
蘭桂坊進行禁毒宣傳活動。

■警方展示在「登峰者」行動中檢獲的部分樣辦手機等
證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