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園拐子佬出沒港九
九龍塘K3生呼救保不失 南區校發信籲家長警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電話騙案無日無
之，前晚8時許再有一名七旬老翁報案，聲稱日前
接獲一名女騙徒電話，訛稱其女兒被挾持，事主救
女心切，遂按指示將9萬元「贖金」放在黃大仙杏
林街一公園內，他其後與女兒聯絡上，證實受騙。
被騙老翁姓李（75歲），警方已列作「以欺騙手段
取得財產」案，交由觀塘警區刑事調查隊第9隊跟
進，暫時無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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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落馬洲出現孌童色
魔。一名42歲母親，昨日下午發現4歲女兒下體出
現不尋常紅腫，查問之下，得悉女兒本月1日(上周
四)下午在新深路一公眾場所遭一名男子非禮，遂到
上水警署報案求助，女童隨即被安排送往北區醫院
檢查。案件交由大埔警區刑事調查第一隊跟進，追
查該名涉嫌孌童色魔下落，暫時無人被捕。

孌童色魔非禮4歲女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深水埗海壇街關帝
廟外前晚發生扑頭劫案，一名六旬買手遭兩名匪徒
以木棍扑至頭破血流，他負傷奔逃至50米外後巷不
支倒地昏迷，醒來察覺身上總值約10萬元財物，包
括現金、首飾及一批手錶等已被洗劫一空。警方調
查後相信兩名匪徒有私家車作接應，不排除早有預
謀犯案，刻下正設法緝捕兩人歸案。

六旬買手遭扑頭劫10萬財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姓陳（42歲）
中年婦人，前晚7時許到尖沙咀廣東道21號一間保險
公司交保費，其間姓周（36歲）女職員發現女事主
交付的67張面額100元的美鈔中，有多達32張有問
題，懷疑有人企圖以偽鈔混在真鈔中魚目混珠，於是
報警。警員到場經調查，拘捕該名陳姓女子，並檢走
32張懷疑偽鈔，暫列作「行使偽製紙幣」案，交由
油尖警區刑事調查隊第6隊跟進調查。

中年婦涉用假美鈔交保費

七旬翁遇電騙失9萬「贖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又有疑似拐子佬出沒！九龍

塘啟思幼稚園幼兒園、香港仔天主教聖伯多祿幼稚園，前日（本月2

日）分別發通告提醒家長，指有學童遭遇陌生人接觸，包括企圖拖走及

強抱，其中啟思幼稚園幼兒園更已就事件報警求助，九龍城警區重案組

正跟進事件，暫無人被捕。有家長表示感到擔心，會加緊留意子女，亦

會教導子女提防陌生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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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警方昨凌晨在大
角咀一單位及街頭連破兩宗毒品案，共拘捕7名男
女，檢獲總值近46萬元的多種毒品、毒品包裝工
具等，並扣留一輛行車證過期、涉嫌衝燈的Audi
房車。
旺角警區特別職務隊人員，早前接獲線報經深

入調查，昨凌晨1時許採取行動，先在大角咀惠安
街2號外截停及拘捕一名姓郭（32歲）目標男子，
在其身上檢獲約14克懷疑霹靂可卡因，及約5克
懷疑K毒，其後再將他押往附近一單位搜查，再
檢獲約270克懷疑霹靂可卡因、電子磅及膠袋等包
裝工具，屋內1名姓雲（32歲）男子、兩名分姓何
（24歲）及姓邱（25歲）女子涉案當場被捕。
警方相信已成功破獲一個毒品貯存及包裝中

心，4名涉案男女分涉藏毒及販毒罪，連同證物一
併帶署扣查。

衝燈遭交警截查 揭座位底藏毒
至昨日凌晨4時許，西九龍交通部警員在大角咀

一路口目睹一輛藍色Audi房車衝紅燈，遂亮起警

號追截，至洋松街48號對開終將肇事房車截停，
除揭發涉案房車行車證已過期外，警員更在右邊
後座位底部，搜出一個電子磅及10包共重約4.1克
的懷疑「K仔」毒品，市值約7,000元，遂以涉嫌
藏毒罪名，拘捕車上姓莊（24歲）男司機、姓李
（23歲）男乘客及姓邢（23歲）女乘客。涉案房
車亦被拖走扣查。

警大角咀破兩毒品案拘七人

據啟思幼稚園幼兒園九龍塘正校向家長發出的
通告，內容稱接獲高班家長查詢上周三（11

月30日）中午放學期間，一名陌生男子於港鐵九
龍塘站對開的士站附近企圖拖走一名學童，幸被
學童拒絕，未有不愉快事件發生。園方獲悉事件
後即致電肇事家長求證，認為事態嚴重，已即時
致電九龍城分區警署求助，事件交由九龍城警民
關係科處理。
通告續指，警員前日（本月2日）到幼稚園了
解及跟進事件，校方呼籲家長留意子女在街上的
安全及向他們講解事件，提高警覺性，校園亦會
加強保安及留意四周情況。

的士站外圖拖走 重案組跟進
消息稱，當日涉事的為一對K3班男童，兩人
分由母親及祖父接放學後，兩名男童先行，家長
則離遠尾隨，當兩名男童走至近的士站對開時，
一名陌生中年漢突伸手欲拖走其中一名男童，幸
他機警呼叫，驚動家長，中年漢見狀即掉頭與另
一名女子往地鐵站方向急步離開。
警方表示，事件已交由九龍城警區重案組跟進，
包括聯絡涉事學生的家長了解情況，暫列作「求警

調查」案處理，並指會加強有關警區的巡邏。
至於香港仔石排灣邨碧輝樓地下的天主教聖伯

多祿幼稚園，前日（本月2日）亦向家長發出通
告，指近日在南區發現有「陌生人」強抱小朋友
個案，幸當時家長一直拖緊小孩才不致發生不愉
快事件。該通告籲請家長，特別是外傭或家中長
輩接送幼兒上、放學時，須緊握他們的手，切勿
讓他們自行在戶外奔跑，並看緊幼兒在車站等待
校車，以免讓壞人有機可乘；校方會時刻留意學
校附近範圍的人流情況，如遇有陌生人徘徊，會
即時聯絡有關部門跟進。

田灣埋手等過路童 家長喝止
該校女校長雷彩玲昨回應指，涉事小童並非該

校學生，純粹於約3日前接獲家長通知，指曾在
香港仔田灣附近一紅綠燈位置，目睹有家長拖着
小朋友等過馬路時，有一陌生男子撫摸小朋友的
頭，當轉為行人綠燈時，對方更企圖抱起小朋
友，幸該名家長緊握小朋友的手並大聲喝止，該
名陌生人才匆匆離去。雷校長稱，由於過往不時
聽聞有陌生人以各種方式拐帶小朋友的消息，故
向家長發通告，希望提醒家長。

「俾人抱要 SAY NO！」
對於疑似拐子佬出現，啟思
幼稚園幼兒園九龍塘正校的
家長張先生表示，對事件感

到擔心。他指平日都會親自接送正就讀K1
班的3歲女兒，知悉事件後更會特別提高警
覺，教導女兒如遇陌生人想抱她或拖她走
時，要懂得拒絕及呼救。

鄭氏夫婦則有一名1歲多女兒在該校就讀
興趣班，夫婦稱對學校保安有信心，每次
接送女兒時，都見教職員站在校門口，並
會把小朋友親手交到每個家長的手裡，讓
人放心。鄭先生坦言，雖然校園安全，但
仍會教導女兒小心提防陌生人，接放學時
亦不會讓她「周圍跑」，避免被陌生人接
觸。 ■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

家長：教子女防陌生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航處新空管
系統航班資訊一度消失26秒，事件引發全城恐
慌。民航處處長李天柱表示，新空管承辦商將
於下星期來港，會要求對方檢視系統，並會視
乎合約條款及法律意見，再決定是否追究承辦
商。李天柱又指系統通過技術評估，並非「價
低者得」，並強調招標過程公平公開。
李天柱昨早在電台節目中表示，有關故障是

源於空管系統下，其中一組飛行數據處理器和
雷達處理器出現問題，在重啟過程中配對延
滯，不表示航班資料消失了，署方認為表現不
理想，已即時作出調查，並責成承辦商作改
善，當日亦致電承辦商雷神公司，要求對方高
層來港。

李天柱：承辦商會來港檢視系統
他指出，新空管承辦商將於下星期初來

港，他們已提交方案，署方會要求對方檢視
系統，但會否追究承辦商責任，例如罰款，
就要視乎合約條款，有需要時會諮詢法律意
見，再決定採取什麼法律行動。
他指出，已運作18年的舊系統似「舊式手

機」，技術較簡單，而新系統則似「智能手
機」，功能較完善，但由於兩個系統有很大
不同，啟用時需要磨合，署方會將資料交給
雷神公司，研究縮短磨合時間。
印度及迪拜等機場，亦有採用相同的新空管系

統。李天柱表示，不評論系統於其他機場的表現，

又強調新系統在香港的招標過程公平公開，當時
收到的五份標書，有專責小組進行評審，審視設
計和運作是否切合要求，最後有三間公司符合技
術要求，當中以雷神公司總得分最高，所以並非
「價低者得」。
他指出，雷神公司有五十年經驗，香港舊空管

系統亦來自該公司。
李天柱表示，剛成立的專家小組任期1年，
集中檢視在更換使用新系統磨合期出現的情況
並提供意見。被問到若專家小組建議更換系統
時會否接受，李天柱表示看不到為何專家小組
會有如此建議。他又說，若專家小組的意見涉
及公眾利益及安全問題，會公開報告，又強調
「一定不是自己人查自己人」。

民航處：新空管投標非價低者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負責照顧八旬
婆婆的印傭，3年間近百次着婆婆往銀行提款作看
診費，卻無帶婆婆看醫生，涉共私吞醫藥費近15萬
元，最終被婆婆家人揭發報警，印傭被控盜竊罪，
昨於觀塘法院提堂，她暫毋須答辯，案件押後至明
年1月9日，待控方索取法律意見及銀行記錄後再提
堂，被告期間還柙看管。

呃八旬僱主遭揭發
涉案印傭Solik Tarwiyah、36歲，被控於2014年
1月至今年11月，在黃大仙東頭邨一單位，偷取81
歲女事主吳嬌的147,200元。吳婆婆獨居，每月靠
女兒供養，被告負責照顧她。被告案發期間多次着
吳婆婆從銀行領錢去睇醫生，但並沒有帶她去看
診，涉私吞醫藥費。其後吳的女兒揭發事件並報
警。控方指被告在警誡下不認罪，但曾在吳的女兒
質問下承認私吞11萬元。
初步相信被告藉睇醫生為理由，近百次着吳婆婆

到銀行提取共近15萬元，卻把醫藥費私吞。控方庭
上透露，吳婆婆已記不起部分案發經過，故需時往
銀行查閱賬戶記錄及翻看閉路電視，申請將案件押
後，裁判官同意定於明年1月9日再訊。被告暫毋須
答辯，她未有申請保釋，其間需還柙看管。

藉詞求診哄提款
印傭涉「落格」15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輛有
40年車齡的古董勞斯萊斯，昨晨在將軍澳
影業路失事撞向安全島，其間再連環殃及
4輛私家車及2輛的士，結果造成7車相撞
2人受傷意外，肇事勞斯萊斯車頭嚴重毀
爛，事後要拖走維修。根據運輸署資料，
失事撞毀的勞斯萊斯於1976年出廠，車齡
剛好達40年，登記車主姓李。
事發昨晨10時54分，一名姓李（42歲）

男子駕駛該輛古董勞斯萊斯，沿影業路駛
往厚德邨方向，現場消息指，勞斯萊斯駛
至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對開時突失控，
先在集福路撞向安全島燈柱，餘勢未了，
再連環撞及4輛私家車及2輛的士，包括1
輛對線駛至的私家車，結果釀成7車相撞。

40年老爺車車頭毀爛
肇事勞斯萊斯在車禍中左車頭嚴重毀

爛，其他被殃及車輛分別車頭或車尾受
損，其中1名姓文（23歲）私家車男司
機，以及1名姓鄭（32歲）的的士男乘客
分告頭暈及頸腰輕傷，事後送往將軍澳醫
院治理。受意外影響，影業路往坑口港鐵
站方向近寶寧路的唯一行車線要封閉，交
通一度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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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已故慈善家方
樹泉家族位於淺水灣南灣道物業「樹福堂」豪
宅，前晚揭發遭賊匪潛入其中一單位爆竊，警員
奉召到場搜匪無果，由於戶主正在外遊，損失有
待點算。

「樹福堂」位於南灣道27號至31號，共有3幢3
層高、依山而建的獨立屋，路口設有「樹福堂」
牌坊。3幢獨立屋的業主為方潤華興盛有限公司，
該公司董事為已故慈善家、協成行集團創立人方
樹泉的後人，包括長子方潤華，惟3幢獨立屋目前
全部用作出租。

戶主外遊 損失待點算
前晚8時許，上址其中一單位的家傭通知屋苑保

安員報警，指自外返回寓所發現露台窗戶打開，
屋內有被搜掠痕迹。警員其後到場調查，一度在
附近兜截可疑人，但無發現。由於肇事單位戶主
正在外遊，損失有待點算，警方已交由西區警區
刑事調查隊列作爆竊案跟進。
協成行集團是本港老牌地產發展商，由方樹泉

一手創立至今已70年，其家族及協成行一向積極
行善，包括捐錢興辦學校等。

方樹泉家族淺水灣豪宅遭「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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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柱表示，承辦商將於
下周來港檢視新系統。

梁祖彝 攝

■「樹福堂」遭竊賊光顧。 劉友光 攝

■香港仔天主教聖伯多祿幼稚園發通告指，附近曾出
現疑似拐子佬。 劉友光 攝

■肇事勞斯萊斯車頭被撞毀。 網上圖片

■九龍塘啟思幼稚園昨在校門外加強保安。

■探員在大角咀惠安街拘捕4名涉毒男女。
電視截圖

■鄭氏夫婦對校方保安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