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

香港新聞

■責任編輯：勞詠華

2016年
2016
年 6 月 16
16日
日（星期四
星期四）
）

又爆「網戀」騙財 18歲女失11萬
警首季錄 28 宗個案 同比升逾兩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鄧偉明、杜法祖) 「網上情緣」騙案一宗接一

「網上情緣」
騙徒手法

宗！繼元朗一對 90 後姊妹前日被揭疑墮網上情緣陷阱被騙 360 萬元後，

■騙徒多在網上自稱來自歐美、並於東南亞地區

同日亦有一名 18 歲少女，透過手機交友應用程式「遇見」，與一名男子

工作的專業人士，如工程師、跨國企業管理層

成為情侶。對方成功游說她以 11 萬元積蓄作「投資」，得款後即爽約失

等，以英語與受害人溝通。

蹤，少女懷疑受騙報警求助，警方不排除其同樣墮入網上情緣陷阱，列

■騙徒首先通過社交媒體瀏覽受害人專頁，了解

作詐騙案跟進。警方透露，今年首季已錄得 28 宗網上情緣騙案，較去年

其生活習慣及喜好後，向受害人作出交友邀

同期急升逾兩倍，呼籲市民提防受騙。

請。

被

騙少女姓蘇(18 歲)，據悉任職侍應，與家人
同住油塘油麗邨一單位。

「遇見」識「男友」 遭游說投資
消息指，蘇早前透過手機交友應用程式「遇
見」結識一名男網友，在對方甜言蜜語下，兩人
很快發展成「情侶」。其間，少女被游說可代為
投資增值，分分鐘賺大錢等，她終被「打動」將
11 萬元積蓄透過銀行轉賬予對方用作「投資」，
並相約前日下午在九龍灣宏照道 Mega Box 商場首
次見面。
惟至當日「男友」卻一直未有露面，亦無法聯
絡，整個人如「人間蒸發」，蘇女此時始醒覺懷
疑受騙，至下午 4 時許決定報警求助。警方接報調
查後列作詐騙案，交由秀茂坪警區刑事調查隊跟
進調查，暫時無人被捕。
至於前日揭發的疑墮網上情緣陷阱被騙 360 萬元
騙案，24 歲及 26 歲冼氏姊妹居於元朗上竹園村一
間鐵皮屋，村民昨日仍就事件議論紛紛。有村民
表示，冼父原本相當健談，但昨晨與他同乘小巴

出元朗市時，卻見他「包公上身」般「黑口黑
面」，無人敢與他說話。記者昨到鐵皮屋追訪事
主，但前日曾接受訪問的冼弟卻稱：「你搵錯人
喇。」隨後更報警將記者趕走。
根據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資料，「網上情緣」
騙案去年就有 62 人受騙，涉款達 3,240 萬元；人數
及涉款分別較前年急升 114%及 7%；而今年首 3 個
月，亦已有28人「中招」，涉款近2,000萬元。
據警方分析，逾九成受害者都是女性，當中
61%的受害人是白領人士，專業人士佔14%、服務
性行業人士佔7%。

■由於騙徒已透過社交媒體了解受害人喜好，所
以很快便能投其所好，並於短期內發展為親密
的戀人關係。
■騙徒主要用3種方式向受害人騙取金錢：
人支付關稅、繳交罰款或行政費用等。

首季
「網戀」
騙案
與去年同期比較

苦主多學歷高 騙徒「做足功課」
分析亦顯示，受害人普遍有較高學歷、擅用電
腦及英語跟他人溝通，由於騙徒亦能以流利英語
溝通，可令受害人放低戒心；此外騙徒均「做足
功課」，為讓受害人易上釣，事前會向目標「起
底」，包括瀏覽其社交網站資料，得悉其嗜好後
再投其所好，令受害人以為找到知己而「落
疊」。

(1)騙徒聲稱郵寄貴重物品予受害人，但需要受害

■ 遇上
遇上「
「 網上情緣
網上情緣」
」 遭騙款的少
女居於油塘油麗邨。
女居於油塘油麗邨
。 鄧偉明 攝

案件數目

日期
2016年 (1月至3月)

28*

2015年 (1月至3月)

9

損失金額
1,923萬元
345萬元

註：*較去年同期9宗上升211.1%
資料來源：警察公共關係科 製表：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鄺福強) 商台DJ唐劍康(Donald)
與兩名同事 Colin 及 Jacky，本周一(13 日)在九龍城一間
茶餐廳晚飯時遇襲，案件懷疑是一名迷戀「商台女神」
DJ 鄧慧妍(麻利亞)的瘋狂 fans 兼的士司機所為，疑人潛
逃兩日後，昨午終在沙頭角住所被警方拘捕扣查，警方
仍正調查其精神狀況及案件動機。
被捕的瘋狂 fans 姓陳(27 歲)，被扣留在紅磡警署通宵
調查。消息稱，陳的父母長居內地，他為家中獨子，用
一名男親友住所作為通訊地址，並向親友報稱居住西
貢。

麻利亞網貼：
「感謝警察同事」
對於疑兇落網，商台對外事務部發言人回應稱案件已
交由警方處理，沒有任何補充。Donald 及 Jacky 亦以同
樣理由不作回應。但麻利亞在網上貼文謂：「感謝警
察，特別是九龍城區負責調查的警察們。感謝公司，公
關部同事及特別感謝每一個跟我一起經歷的戰友和英
雄，奴奴 、Jacky Colin、 豪子，辛苦大家了，還有陪
伴過她下班的每位。」
據了解，被捕瘋狂fans疑在半年前開始迷戀「商台女
神」DJ 鄧慧妍(麻利亞)，除經常在商台節目的 facebook
專頁瘋狂留言，對麻利亞表達愛意外，更曾多次駕的士
到商台門口守候麻利亞放工，及送花入商台，行為令麻
利亞非常不安，Colin、Jacky 及幾位同事都曾出面着對

方收斂，不排除因而觸怒對方報復。

警查的士車牌 沙頭角村屋拉人
九龍城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四隊主管羅奕鵬督察表示，
當日案發後，警方隨即接手追查疑人下落。消息指，警
方追查的士車牌，得知為車行登記，疑犯為租車司機。
至昨晨疑人通知的士車主到大埔富善邨的士站接收該的
士，探員聞訊掩至，但只在的士站發現涉案的士，疑人
則已離去。
警方鍥而不捨調查，終在昨午 5 時半在沙頭角一村屋
單位將疑人拘捕，至於案中疑用作傷人的黑色鐵棍，相
信已被棄於大埔大美督，尚未尋回。
羅奕鵬督察續稱，警方正循多方面調查案件動機，包
括了解疑犯的精神狀況等，案件仍列作傷人及普通襲擊
案跟進。
案發於本月 13 日晚 9 時許，商台 DJ 包括 Donald(42
歲)、Colin 及監製 Jacky 等人到侯王道一間茶餐廳用
膳，其間一名男子突衝入餐廳向他們施襲，Colin 首先
被打中兩拳，接着Jacky亦被打中一拳。
對方得手後轉身逃走，Donald追出，豈料疑人突從的
士車尾箱取出黑色棍扑至頭破血流，左手亦甩臼，疑人之
後駕的士絕塵而去，他們記下的士車牌並報警，3人隨後
被送院敷治，其中Donald傷勢最重，頭部傷口要縫兩針，
左手亦要打石膏，留醫一晚後出院回家休息。

戲院女廁驚現針孔鏡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旺角道豪華戲院女廁格，前晚被如
廁女顧客揭發藏有針孔錄像鏡頭，懷疑有人暗中長期偷拍女子如廁情
況，警方事後檢走一個附有棒形微型天線的針孔鏡頭，估計偷窺狂徒
可透過wifi遙控操作及接收畫面，由於貼實針孔鏡頭組件的膠紙已沾
滿灰塵，相信已擺放一段時間，暫未知有多少女事主遭偷拍。
現場為旺角道 4 至 4A 號豪華戲院其中一個女廁格。前晚 7 時
許，一名姓梁(43歲)女子Ada與男友看完電影《魔獸爭霸：戰雄崛
起》後往廁所小解，其間意外發現女廁格的抽氣扇上有反射光閃
爍，懷疑有人偷拍如廁，忙衝出女廁告知男友，男友在確定女廁
內沒人後，與女友人到廁格查看，果在抽氣扇上方發現一組用膠
紙封貼的無線針孔攝錄機，立即報警求助。

可wifi遙控 警跟進調查

警員接報到場封鎖女廁調查，檢走一組疑以 wifi 遙控操作的針
孔鏡頭，不排除是偷窺狂徒所為，遂列作「不誠實意圖取用電
腦」案，交由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四隊跟進，暫沒有人被捕。
現時市面偷拍器材五花八門，鏡頭雖小但質素頗高，1080 高
清、120 度廣角甚至魚眼鏡等一應俱全，部分型號更有 wifi 功能，
可利用遙控操作，且售價亦不高，數百元已有交易。今次被發現
的鏡頭據悉屬傳統外型，但亦可假裝成金筆、手錶、電子鐘、眼
鏡和車匙等，變成流動偷拍器；另外近年亦出現固定式偷拍裝
置，如內藏攝錄鏡頭的掛鈎、燈泡，甚至乎裝成煙霧感應器等，
令人防不勝防。

(3)騙徒表示來港與受害人見面，但被地方官員扣
查，需要受害人匯款到指定賬戶以行賄當地官
員。
■至受害人無能力付款，騙徒就會與受害人斷絕
聯絡。
資料來源：警察公共關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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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襲擊商台 DJ 的瘋狂 fans 被警方拘捕押返警
署扣查。

國泰無接送12歲子 印度商索償200萬

■旺角道
豪華戲院
揭發女廁
被人安裝
針孔攝錄
機偷拍。

外，要求受害人匯款到指定户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經營海
味生意的居港印度商人聲稱，去年10月
讓其 12 歲兒子獨自乘機返家鄉探望祖
母，並向國泰航空申請為兒子提供接送
服務。但男童抵埗兩小時後，竟由一名
陌生男子陪同步出機場閘口，商人日前
代表兒子入稟高等法院，控告國泰嚴重
疏忽，索償200萬港元精神損失。
原告 Poosaala Ram Prasad 於入稟狀
透露，在事發數日後家人曾透過電郵向
國泰客戶服務部投訴嚴重疏忽，男童有
機會遭綁架或被利用走私毒品等，並獲
國泰賠償2,200港元以平息事件。
原告指，去年 10 月 31 日，兒子從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前廉政專員湯
顯明於 2013 年被審計報告揭發濫用公帑交際
應酬及外訪。有報道指，廉政公署昨日已完
成對涉事人員的內部調查，並對 8 名人員作
出「行政處理」勸誡，但據了解，不包括湯
顯明及替其處理應酬外訪工作的前社區關係
處處長穆斐文。
今年初律政司決定不起訴湯顯明，廉署隨
即就事件做內部調查，除了湯顯明，亦調查
其他廉署人員有否違規。據了解，調查小組
指當年常規無清楚說明自攜酒品要計在酬酢
開支，所以穆斐文的做法沒有故意違反廉署
常規及存在不良動機，對她的投訴不成立。
廉署昨表示，早前接獲一宗有關廉署社區
關係處前處長的投訴，由於有關投訴與一宗
當時正由廉署「專責調查小組」處理的刑事
案件有關，所以交由該「專責調查小組」一
併調查，其間會見了多位廉署人員，包括被
投訴的廉署人員，亦審閱了相關記錄。
小組調查後，認為當中有關廉政公署社區
關係處前處長的投訴並不成立。廉政專員及
廉署事宜投訴委員會亦同意調查結果。廉署
表示，已就相關制度作出全面檢討。為求更
清晰起見，該署已在廉署常規中作出適當的
修訂，以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四人幫」
街頭毆劫
三度犯案重案跟進

港出發前往印度拉吉夫甘地國際機場，
由於兒子獨自出門及從未到過印度，於
是向國泰申請接送服務，國泰職員當天
亦為兒子配戴徽章以作識別。

陌生漢陪出閘 男童感驚慌
但當兒子抵達目的地後，原告兄長在
機場接機處等候兩小時，仍不見男童且
未能聯絡，亦沒有國泰職員能提供男童
的資料，他其後收到陌生人來電稱男童
在他身旁。約半小時後，一名陌生男子
陪同男童步出機場後便離開，男童表示
感到十分驚慌，指下機後該男子示意跟
隨他，但無國泰職員接送他。

警續冚外圍波 檢1450萬元波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警方
續在歐洲國家盃賽事期間，馬不停蹄執
行「戈壁」行動打擊外圍賭博，前晚兩
小時內分在灣仔及藍田破獲外圍賭檔，
共拘捕 4 名涉嫌非法收受外圍賭注的男
子，檢獲的「波纜」記錄高達 1,450 萬
元。
西九龍總區特別職務隊人員根據線
報，前晚掩至灣仔謝斐道 208 號一大廈
地下埋伏監視，至 7 時許截停一名 32 歲
目標男子，再將他押回大廈的住所搜
查，結果檢獲約 1,000 萬元非法投注歐
洲國家盃賽事的網上投注記錄、約 3 萬
元現金、一部電腦及一部手提電話等，

製表：杜法祖

「內查」湯顯明事件 廉署勸誡 人

狂迷襲商台 DJ 潛逃兩日落網

(2)騙徒自稱有經濟困難，如生意受阻或發生意

該名男子涉嫌非法收受賭注被拘捕帶署
調查。
港島總區特別職務隊前晚亦根據線報
及經深入調查後，晚上 9 時許掩至藍田
興田邨停車場，拘捕 3 名分別姓司徒(22
歲)、姓葉(25 歲)及姓黃(28 歲)的目標男
子，在其中一人的手提電話內發現有約
450 萬元的「波纜」記錄，並在其身上
搜出 3.6 萬元現金，另一名男子身上則
藏有約6.5克懷疑大麻，市值約700元，
3 人涉嫌非法收受賭注及藏毒被帶署扣
查，探員其後再將其中一名疑犯押往興
田邨恩田樓的住所搜查，檢走電腦等證
物。

■大批警方到街頭劫案現場兜截涉案
大批警方到街頭劫案現場兜截涉案4
4 名青年
名青年。
。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東九龍區街頭毆劫案
頻生，4 名劫匪昨凌晨在東頭邨道圍毆一名客貨車司
機，搶去 3 部總值 3,000 元的手機及 150 元現金逃
去，事主頭部受傷須送院敷治。這已是東九龍區內不
足一個月第三宗同類街頭毆劫案，警方初步疑為同一
匪幫所為，東九龍總區重案組已合併跟進。
昨凌晨 1 時許，姓張(38 歲)客貨車司機，將客貨駛
至東頭邨道巴士站對開交託友人後，徒步經東頭邨道
與東隆道交界時，突然遭 4 名年約 16 歲至 20 歲的黑
衣青年撲出推倒地上，再拳打腳踢，張當場頭破血
流，混亂間其裝有銀包、3 部總值 3,000 元手機、及
150 元現金的斜揹袋被搶去，4 匪掠財後逃去無蹤，
張驚魂稍定，向途人求助報警，救護員到場將他送院
敷治。大批警員曾在附近兜截匪徒，惜未有發現。至
昨午 1 時許，重案組探員返回現場，查看停車場閉路
電視，調查有否拍下毆劫經過。
早於上月 23 日晚上 10 時許，一名 30 歲男子途經九
龍灣啟祥道及偉業街交界行人隧道時，遭 4 名年約 16
歲至 20 歲青年包圍毆傷，並遭搶去手機、現金等財
物共約 9,100 元。至前日凌晨 1 時許，潘姓男子(59 歲)
在九龍灣宏光道麗晶花園 8 座對開，亦遭 4 名年齡相
若的青年撲出施襲，並搶走其一部約值 4,000 元的手
機。警方懷疑3宗毆劫案為同一匪幫所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