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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電話騙案又增兩個
案，兩名本地女子分別接到自稱速遞公司電話指其
所寄包裹有問題，再將電話轉駁至自稱內地執法機
關人員，兩名事主同被命令將共309萬元人民幣
（363萬港元）「保證金」存入內地戶口以證清
白，其後卻發覺戶口內現款全遭提走。警方東九龍
重案組已接手兩案追查。

「速遞」轉介 指涉洗黑錢
一名35歲本地女子於本月4日接獲自稱速遞公司
職員來電，指其寄出包裹涉嫌干犯罪行，其後將電
話轉駁至自稱內地執法機關人員的同黨。對方指稱
她涉嫌清洗黑錢，要求事主開設內地戶口，並存入
約126萬元人民幣「保證金」以證清白，及後再要
求她提供有關戶口資料。其後事主再登入該內地戶
口時，發現存款全被人轉走。事主懷疑受騙，於前
日（7日）報案。
另一名52歲本地女子於去年12月25日亦接獲自
稱為速遞公司職員來電，指她寄出的包裹藏有虛假
文件。其後電話轉駁至自稱內地執法機關人員的同
黨，對方同樣指其涉嫌清洗黑錢，要求她將約183
萬元人民幣存入一個指定內地戶口作扣押以證清
白。至前日事主懷疑受騙報案。
香港警方去年1至11月共接獲1,318宗「假冒內地

官員」電話騙案的舉報，當中504宗為有損失的個
案，涉及金額達約2.69億元。
警方呼籲市民任何時候都須提防可疑來電，預防

電話騙案，免招損失。如遇到有人自稱執法部門人
員或其他機構職員，以不同理由指示交出個人資
料，應該主動查證及再三向相關機構核實來電者的
身份，切勿輕信他人。

火酒噴智障童 女師囚十個月
官指受害者無力自保 須判刑罰拒保釋上訴

水警鹽田仔檢36萬元紫檀木

簡 訊簡 訊

47歲被告梁佩琪，是位於元朗的保良局羅氏信託學校前女教師。她
被控於2013年9月至2014年7月間，在
學校課室內故意襲擊7名6歲至7歲的兒
童。2014年7月，有人在課室內安裝偷
拍鏡頭，再將拍得的片段寄給一批學生
家長揭發事件。梁否認15項襲擊致兒童
受傷控罪，辯稱只是向學生的手及空氣
噴消毒酒精。

呈94封求情信 稱好人「冇腦」
辯方律師昨求情稱，被告於案發學校

任職19年，月入4.9萬元。本案令她被
停職、停薪，最後更被解僱，不但失去
公積金，將來再投身此行業的機會更微
乎其微，影響生活及經濟，加上傳媒廣
泛報道，令她名譽受損之餘亦受很大打

擊，要向心理及精神科醫生求診。
辯方又呈上94封分別由被告丈夫、
家人及朋友撰寫的求情信，稱被告關
懷學生、有愛心，對學生視如己出。
辯方特別提到被告的母親5年前中風，
被告盡心盡力照顧母親，是個孝順
女，又指被告定時會義務幫長者剪
髮，熱心公益。是次事件實屬不幸，
總結被告是一個好人，只是「冇
腦」，望官能判緩刑。

若非有人偷拍告密難揭發
劉官在聽取求情及閱畢求情信後，不

同意辯方所指案中學生沒有明顯傷勢，
指他們明顯不同程度地接觸及吸入酒
精，並有相關反應，又指事件在7個月
內多次發生，可見案中學生是面對真正

的健康風險；加上他們全是嚴重智障或
身體殘障人士，沒有能力表達事件、避
開或反抗，若非有人偷拍告密，事件很
難被揭發。
劉官指，法庭有責任保護受傷害的兒

童，認為監禁是合適刑罰，「亦都冇理
由唔咁做」，最終判梁佩琪其中3項控
罪監禁4個月、8項控罪監禁7個月，部
分分期執行，總刑期10個月。

家長冀判刑起阻嚇作用
昨日有到庭旁聽的受害兒童家長認為

判刑彰顯公義，希望刑期能起阻嚇作
用，以後不會再有同類事件發生。她又
指無論案中學生是正常抑或殘障兒童，
他們也只是6歲的小孩，希望不要再有
人欺凌小朋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元朗一

間特殊學校的女教師，因向多名智障學

童的臉及頭部直噴消毒火酒，經審訊後

被裁定11項襲擊致兒童受傷罪罪成，昨

被重判即時入獄10個月。屯門裁判法院

裁判官劉綺雲在判刑時指，受害學童沒

自理能力，不懂表達、反抗或避開，若

非有人偷拍及告密，事件難以揭發，又

強調法庭有責任保護易受傷害的兒童，

故須判以阻嚇性刑罰。辯方昨日申請被

告保釋外出等候上訴，但遭法庭拒絕，

被告需即時收監再作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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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走私客日前於西貢
圖循水路偷運大批貴價木材往內地，惟被展開聯合反
走私行動的水警發現，只好匆匆棄下逾30塊、市值
約36萬元的紫檀木，登上快艇往內地方向逃去。
前日傍晚約6時，水警小艇分區及水警東分區人
員，聯同海關人員在西貢一帶水域進行聯合反走私
行動，緝私人員在西貢鹽田仔避風塘對開海面，發
現一艘可疑快艇在海邊泊岸，快艇上有數名可疑男
子將一批紫檀木由海邊搬上快艇。
在場埋伏的緝私人員見狀立即採取行動追截該艘
快艇，該批男子見事敗，隨即登上快艇高速往內地
方向逃去，案中無人被捕。緝私人員其後在避風塘
岸邊檢獲32塊紫檀木，估計市值約36萬元，案件已
交由海關跟進。

技工修冷氣失足墮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大埔工業邨一廠房
昨日上午發生奪命工業意外。一名冷氣技工在假天花
維修冷氣機時，疑意外失足從4米高處墮地，送院搶
救約4小時後終返魂乏術不治。警方調查後相信事件
無可疑，列作工業意外處理，交由勞工處跟進。
不幸意外死亡工人姓李、58歲，是一名冷氣技
工。由於他送院時身體並無明顯表面傷痕，當局稍
後將安排驗屍以確定死因。
現場為大埔工業邨大宏街6至8號一廠房。昨上午

11時許，李在上址廠房一處離地約4米高的假天花
上維修一部冷氣機，其間突失足墮下當場昏迷，廠
房44歲姓梁負責人見狀立即報警。救護員到場迅將
事主送往沙田威爾斯醫院搶救，惜延至下午3時許
證實不治。

■水警展示檢獲的走私紫檀木。

快閃匪鎚爆名牌店 劫200萬元貴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杜法祖）
「快閃鐵鎚爆竊黨」再現！5名配備鐵鎚及
私家車匪徒，昨清晨6時半在荃灣如心廣場
向一間名牌手袋及皮具店埋手，3分鐘內擊
毀玻璃門及櫥窗，掠去總值逾200萬元名貴
手袋。今次是不足兩年內第二宗手法相同
爆竊案，荃灣警區重案組已接手，追查是
否同一幫歹徒捲土重來，暫無人被捕。

3分鐘洗劫如心廣場店 疑專業慣匪
遇竊的「時尚站」皮具店位於楊屋道8號
如心廣場一樓，其在尖沙咀及銅鑼灣亦有
分店，店內售賣的名牌手袋及皮具每個售
價動輒逾10萬元。經初步點算，該店共被
掠去40個手袋，涉及3個品牌，包括名媛
至愛的Hermè s和Chloé 。
由於歹徒選擇在商場保安較為薄弱的清

晨時段「快閃」犯案，且行動迅速專挑貴
袋，整個犯案過程不需3分鐘，警方不排除
是專業慣匪所為。
同類快閃爆竊案過往亦有發生，2014年3

月7日清晨，3名口罩賊闖入荃灣城市中心
商場，以大鐵錘擊毀一間手袋皮具店櫥
窗，1分鐘內掠去11個總值44萬元的名牌
手袋及銀包。2013年4月14日清晨，一名
歹徒在銅鑼灣霎東街以的士撞毀「法國
站」店舖櫥窗後，與兩同黨分持鐵鎚入店
擊毀飾櫃，半分鐘內掠去總值逾80萬元名
牌手袋，跳上私家車逃去。

■手袋店遭搶掠後，地
上滿是玻璃碎，一個背
袋遺在地上。

■如心廣場時尚站
遭5賊擊毀玻璃大
門入內爆竊，事後
探員到場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商業電台首席智
囊陳志雲於2009年任職無綫電視業務總經理時，
與經理人叢培崑串謀收取11.2萬元利益案，原審
法官早前裁定兩人罪成，分別判罰8.4萬元及2.8
萬元。律政司發言人昨日表示，在考慮所有因素
後，決定不就法庭對兩名被告人的判刑申請覆
核。而為免影響任何被告人可能或已提出的上
訴，故不對案件作出任何評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去年3月1日的
所謂「光復元朗」的「反水貨客」行動中，有示
威者與警方發生衝突，混亂中有多名示威者被
捕。其中一名報稱任保安員男子林達榮（25
歲），當場被搜出一支辣椒水噴劑被捕，早前被
控藏有攻擊性武器罪，他否認控罪，案件昨在屯
門法院審訊。法官將案件押後至本月26日續審，
被告獲准保釋候審。
警員陳曉原作供指當日在元朗壽富街55號對

開，見被告形跡可疑，右手插袋狀似有異物，遂
將其截停，但即被多名示威者包圍，在警署警長
協助下，從其口袋內搜出一瓶貼有「新奇士」招
紙的啡色液體噴霧。被告其後被押上警車，又在
其背包內搜出口罩、手套等物品。警署警長問被
告液體噴霧是何物，被告回答是辣椒油溝水。
辯方稱，被告在警誡下保持緘默，又聲言警員
曾在未有警誡下，「兇惡地夾雜粗言盤問被
告」，故反對將其口頭招認呈堂。陳曉原同意當
時無作出警誡，但否認用粗口威逼被告作供。

律政司不覆核陳志雲判刑

攜辣椒噴霧「反水貨」
保安員否認藏武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2012年10月南
丫海難造成39人死亡，調查事故期間，揭發前高
級驗船督察黃鑑清疑在擔任證人時，訛稱檢驗南
丫IV號時，曾點算並確認船上有足夠兒童救生
衣，案件昨日正式在區院開審。時任港燈海事經
理鄧雲安昨日供稱，船上一向沒有配備兒童救生
衣。對於辯方指船廠職員為通過測試，在驗船當
天曾把「道具」兒童救生衣帶上船，鄧堅決否認
並稱港燈不會造假。
現已退休的被告黃鑑清（60歲），否認在2013
年2月18日的撞船事故調查委員會中擔任證人
時，故意訛稱在2012年5月8日檢驗南丫IV號
時，見過及點算過該船上的兒童救生衣。案件下
周二續審。

港燈否認瞞沒兒童救生衣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屯門置樂花園發生
罕見意外。一隻約3歲大的哥基犬，昨晨突從大廈高
層單位墮下，壓中樓下一輛私家車車尾後再反彈地上
當場喪命。女狗主事後得悉愛犬墮樓死亡，傷心欲絕
一度跪地飲泣，悲呼愛犬名字。警方調查後，不排除
狗隻一時頑皮攀窗失足墮樓，事件無可疑。
現場為置樂花園樂昌苑，墮樓死亡的哥基犬名「波

波」，雌性，約3歲大。據35歲姓鄭男狗主表示，
「波波」過往沒有爬窗舉動，事發時有人在家，至有
警員拍門才知道愛犬墮樓。至於事件中被狗壓中的私
家車，車尾凹陷及玻璃破碎，車主表示該車已有13年
車齡，6年前二手購入，狗主已答應跟進賠償。

疑攀窗失足 壓損私家車
事發昨清晨近6時，上址屋苑一名54歲姓梁保安員

突驚聞巨響，發現一隻哥基犬從大廈高處墮下，壓中
一輛私家車的車尾再反彈地上奄奄一息，立即報警。
警員到場證實該隻哥基犬已經死亡。由於保安員認出
狗隻是住戶飼養，未幾即聯絡到到狗主母子到場認
屍。女狗主目睹愛犬遺體一度情緒激動，不停泣呼愛
犬名字。由於肇事單位的窗戶半掩，警方不排除是狗
隻攀窗時意外失足墮下，事件無可疑。
哥基犬是原產於英國威爾斯的犬隻，其名稱在威爾

斯文中的意思是矮犬，人們認為牠是源自維京人帶來
威爾斯的瑞典牧羊犬。哥基犬平均高度約25厘米至30
厘米，重約15公斤，原本培養來放牧牛羊，低矮的身
材讓牠們免於被牛隻踢到。哥基犬屬短毛犬，無體
臭，容易梳理，對食物亦不多挑剔，且對人熱情，對
小孩更加非常友善，從不傷人，但牠生性活潑好動，
不宜長期關在室內豢養。

哥基墮樓喪命 狗主跪泣悲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
杜法祖）土瓜灣一劏房單位昨晨發
生天花石屎剝落險殺小童事件。一
名9歲女童起床換衫準備上學時，
房間天花一幅面積約1米乘30厘
米，重逾40公斤的石屎突剝落，
幸只打中碌架床上格，惟女童仍被
碎石擊中頭部受傷流血，須送院救
治。警方不排除天花日久失修出
事，已通知屋宇署跟進樓宇結構有
否問題。
現場為土瓜灣龍圖街28號一幢

舊唐樓4樓一單位，其內共間有4
個劏房出租。受傷女童姓黃，9
歲，與父母同住其中一個劏房。她
在事件中額頭受傷流血，送院時清
醒，敷治後無大礙，可由父母接出
院休息。

比平日早起避過大難
據女童母親指，所住單位殘舊，

廁所牆身早前已出現裂痕，要用膠
紙貼穩，及至兩日前房間天花亦出
現一處長約20厘米的裂痕，她已
通知業主處理，豈料未及維修已發
生意外。
她續稱，女兒平日睡上格床，正

是天花石屎剝落的位置，幸好女兒
昨晨比平日早起床準備上學，石屎
墮下時亦非半夜，否則「阿女就死
梗」。惟住在對面劏房的住戶則表

示，其劏房完好，沒發現有裂痕。
事發昨晨7時許，女童起床後在

碌架床邊換衫準備上學，其間一聲
巨響，天花有一幅面積約1米乘30
厘米，重約45公斤的石屎剝落墮
下，幸先打中碌架床上格再四散落
地，站在床邊的女童被碎石擊中頭
部受傷流血，痛楚呼叫。其父（約
40歲）見狀忙報警將女兒送院治
理。

屋宇署跟進查大廈結構
警方接報派員到場調查，眼見

天花石屎剝落處露出已銹蝕的鋼
筋，不排除天花日久失修出事，

遂通知屋宇署派員跟進事件，包
括調查大廈結構是否有問題等，
以策安全。
有專家表示，如肇事單位樓上亦
是劏房，地板很可能會加鋪水渠或
浴室去水位，一旦造成漏水滲入地
板，便會加速天花石屎鋼筋生銹膨
脹導致水泥崩裂，從而造成樓下天
花石屎剝落，業主須勤加保養才能
預防塌石屎意外。
專家續指，如發現單位天花有滲

水或裂痕，最好盡量避免在該位置
下作息，並盡快維修，將鬆散石屎
起出及剷除鋼筋鐵銹，再重鋪石屎
才較為穩妥。

劏房天花塌石屎 9歲女頭破血流

■■遭石屎擊傷的遭石屎擊傷的99歲女童由母歲女童由母
親陪同送院敷治親陪同送院敷治。。

■■發生天花石屎剝落擊傷女發生天花石屎剝落擊傷女
童的龍圖街舊唐樓童的龍圖街舊唐樓。。

電騙掠兩港女363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