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撼「拋錨」貨車尾 七人車司機亡

17歲仔扮「青總CEO」騙財200萬
贊助費作誘長時間呃人 個人團體紛中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17歲中六男生竟「係人都

呃」。有人自稱是「香港青年總會」（「青總」）行政總監

（CEO），由前年開始聯絡不同體育會、學界球隊等，藉籌辦體育項

目計劃為名，以提供優厚贊助費、比賽獎金及訓練課程作誘，進行長

時間詐騙。香港前奧運乒乓球代表王晶創立的精薈體育會、學界球

隊、中學生、體育用品店及貨車司機等團體或個人，均不幸中招。警

方接報列作詐騙案跟進調查，至上周五（20日）在將軍澳拘捕該名自

稱「青總CEO」。初步得知受騙個人或團體至少達6個，損失金額超

過200萬元，警方正追查是否有更多受害者。

預防嬰兒睡覺猝死注意事項
■ 緊記讓嬰兒仰睡，因許多研究顯示，仰睡較俯

睡安全6倍，亦較側睡安全兩倍。

■ 與嬰兒共睡一室，但嬰兒要獨自在嬰兒床睡

覺，並把嬰兒床放在床邊，又或可在床上放置

嬰兒睡籃，與嬰兒分隔。

■ 應給嬰兒獨立被子，確保成人的被單不會覆蓋

其頭部免窒息危險。

■ 必須讓嬰兒睡在結實和大小適中的床褥上。切

勿把嬰兒放在被子、枕頭、羊毛皮、豆袋椅或

軟墊等物件上睡覺。

■ 勿放軟身物件和寬鬆被鋪在嬰兒睡覺的地方，

例如枕頭、輕軟毛氈或羽絨被、防撞攬枕、毛

公仔或絨毛玩具等。

■確保嬰兒臉部外露，不會被遮蓋。

■ 避免嬰兒體溫過熱，嬰兒衣服宜輕巧，不應替

嬰兒穿過多衣服或蓋太多被子。

■須保持房間空氣流通，溫度適中。

資料來源：衛生署網頁 製表：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近
日天氣轉涼，大角咀一名年僅10個
月大男嬰被安排與父母同睡，豈料
昨晨父親睡醒卻發現他昏迷不省，
父母救子心切，未等救護車到達，
已抱着兒子截乘的士到廣華醫院求
救，惜男嬰最終返魂乏術。警員初
步調查，不排除他是意外窒息致
死，相信事件無可疑，惟死因仍待
剖驗確定。
現場為大角咀菩提街1號樓上一

個板間房單位，昏迷猝死男嬰姓
黃、10個月大，他與3歲兄長、22

歲父親、21歲姓張母親及祖父母一
家六口同住。
消息指，由於近日天氣轉涼，男

嬰與父母同床而睡，至昨清晨6時
35分，黄父起床赫見男嬰臉部向下
伏在床上，全無反應，立即拍醒妻
子及報警。
其間因救子心切，夫婦未等救

護車到達，已抱着男嬰及拖着3歲
長子乘的士趕往廣華醫院急症室
求救，惜男嬰經搶救後終返魂乏
術。
事後警員分批到醫院及男嬰寓所

調查及了解，初步相信無可疑，暫
列作「有人暈倒送院後死亡」案跟
進，但死因仍待驗屍後確定。
有兒科醫生提醒家長，嬰兒與成

人同寢十分危險，成人熟睡時或壓
着嬰兒而不自知，另當大人轉身時
或扯動嬰兒，致其碌落床或轉身趴
睡，而厚重的綿被有機會將嬰兒壓
着，均會令他們無法呼吸，而10個
月大嬰兒根本無法推開大人及厚被
解困，因而增加猝死風險，過往亦
已發生不少類似悲慘，故父母應安
排嬰兒獨睡嬰兒床較安全。

與父母同床瞓 男嬰昏迷猝死

■男嬰猝死的板間房住所堆滿雜物。

■■昏迷猝死男嬰父昏迷猝死男嬰父
母在醫院助查母在醫院助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新
田公路近石湖圍昨晨發生奪命交通意
外，一輛往上水方向行駛的本田七人
車，在駛至米埔壠時疑失控撞向疑因
爆胎停在快線的一輛密斗貨車車尾，
七人車司機當場重傷昏迷被困車廂
內，消防員到場將其救出送院搶救，
終告不治。警方事後封鎖一段中、快
線路面進行調查，往上水方向交通嚴
重擠塞，龍尾一度延伸至加州豪園。
事發昨晨11時許，警方消息指，事
發前一輛密斗貨車因右前輪疑爆胎，
34歲姓張司機遂將車停在快線待拖
車，未幾肇事本田七人車迅速駛至，

懷疑失控收掣不及猛撼貨車車尾，車
頭頓時被撞至嚴重凹陷，部分機件脫
落，62歲姓梁司機血流披面，重傷昏
迷車廂內，由消防員救出送往北區醫
院，惜返魂乏術。姓張貨車司機亦受
輕傷須送院。
死者妻子及女兒接獲通知即趕往醫

院，惜已陰陽相隔，妻子得悉丈夫傷
重不治後情緒激動，女兒更悲痛嚎
哭，不斷呼喊：「老竇呀、老竇
呀！」消息指，死者沒長期病患記
錄，平日會協助從事物流業的女婿打
理生意，事發前死者剛看完醫生，準
備北上內地。警方正調查車禍肇因。

涉嫌詐騙被捕男生姓黃（17歲），人
稱「恆仔」，在將軍澳一間中學就

讀中六。據悉事件曝光後，有人疑自知騙
局終「爆煲」，在本月初已主動出擊，先
行報警聲稱自己亦是受害人及被人利用
等。案件現列作詐騙案，交由秀茂坪警區
重案組跟進。
案情透露，「恆仔」早於2015年開設
一個名為「香港青年總會」的社團，自任
主席及行政總監（CEO），又在觀塘租
用工廈單位作辦公室，有人除在「青總」
的網頁上載大量活動照片，聲稱已有超過
4,000名會員外，更標榜致力推廣多元青
少年服務，向會員提供購物優惠，舉辦不
同活動和訓練班，已有5間學校和機構參
與等，予人頗具實力及規模的假象。

「港漂家」保留法律追究權
此外，有人又在宣傳單張印上「港漂
家」（專門服務內地來港學生的機構）附

屬機構字樣，但已被「港漂家」否認合作
關係，並保留法律追究權利。
據悉，有人自去年中起，不斷以籌辦

多個體育計劃為名，致電各體育會、學界
球隊、中學生進行詐騙，聲稱可提供優厚
贊助費、比賽獎金及訓練課程，甚至向體
育用品店訂購大量體育用品等。惟有關團
體及店舖在墊支費用或物品後，活動突宣
佈取消，但至今卻無法取回相關費用。

精薈體育會料失187萬
至早前陸續有團體或個人懷疑受騙向

警方報案，當中包括香港前奧運乒乓球代
表王晶創立的精薈體育會、香港聯校協會
等，其中精薈體育會料損失達187萬元。
警方證實，截至昨日共收到6人報案懷

疑受騙，當中涉及一項體育計劃，已於上
周五（20日）在將軍澳拘捕1名涉案17
歲少年，他已暫准保釋候查，本月下旬再
向警方報到。

詐騙案中損失最大
的精薈體育會，近日

已在該會網頁上對事件予以強烈譴責，對
一名自稱為「香港青年總會」行政總監的
人，一直未有履行責任及承諾，感到憤怒
及失望，並將事件交予警方處理。

該會項目發展負責人李小姐稱，去年6
月、7月接獲「恆仔」來電，對方主動提出
高達124萬元的贊助費，贊助該會的營運、
排球隊及乒乓球隊等，條件是該會要在球
衣印上青總標誌，由於其宣傳單張印有是
「港漂家」附屬機構字樣，又有辦公室，
因而被騙，其間該會支付2.9萬元合約保證
金，又用3萬元訂購100套印有「青總」標
誌的球衣，惟至今未獲分毫贊助費。

李小姐續稱，對方承諾以每月3.5萬元借

用該會其中一層辦公室，並簽約一年，又
取走約400張醫療優惠券等，令該會估計損
失共達187萬元，另因「青總」使用精薈體
育會的地址及電話作其辦事處，至近月不
斷有人上門或致電追數，不勝其煩。

付2萬搞聖誕舞會「爛尾」
另一受騙的香港聯校協會是在去年12月

接獲「恆仔」來電，承諾以「青總」名義
資助搞聖誕舞會，該會遂將約200名參加
者、合共約2萬元的參加費交予「恆仔」租
用場地，惟至12月27日他突通知取消舞
會，並承諾10個工作天退回費用，及向每
名參加者額外賠償兩張迪士尼樂園門票，
但最終無一兌現。
此外，一名被騙的陳同學稱，他與8名朋

友去年7月經「恆仔」網上邀請，參加「青
總」一個籃球訓練班，「青總」會提供球
衣、籃球等，他們遂每人支付300元按金，
惟至10月訓練開始前，突獲通知取消活
動，但承諾會退回按金兼每人賠償1,000
元，詎料其後無一兌現，打聽之下才知不
少學生、甚至學界球隊亦中招。

貨車司機遭拖3個月糧
另受騙的亦包括經營網購的體育用品店

老闆及貨車司機，體育用品店老闆李先生
稱，去年11月底接獲「恆仔」以「青總」
名義訂購大批排球、排球袋、護膝等用
品，共約1.7萬元，惟送貨後至今無法收回
款項。經營街車的貨車司機阿文則指，去
年9月獲「恆仔」以每月1.5萬元，另加
5,000元電油費和隧道費僱用，惟至今已共
被拖欠3個月薪金。 ■記者 杜法祖

先呃保證金 又騙參加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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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杜法
祖）沙田小瀝源
水泉澳邨對上山
頭的「長命」山
火，自上周五
（20日）下午3
時許發生後，因
風高物燥一直蔓
延旺燒，前晚山
火更一度接近民居，「火龍」推進至距多石村僅200米距
離。消防在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協助投擲水彈下不斷灌救，
經長達46小時努力，至昨日下午約1時終將這場「長命」
山火撲熄，幸沒釀成人命傷亡。
山火由上周五下午3時許燒起，當晚深夜一度救熄。至

翌日凌晨1時許，山火卻死灰復燃，山頭多次出現長長
「火龍」，附近水泉澳邨、廣源邨、沙田富豪花園、城門
河、大老山隧道口、插桅杆村及恒生管理學院等地方均能
看見，火龍更一度迫近多石村民居，其間消防員不斷派員
登山撲救，飛行務服隊直升機亦頻投擲水彈灌救，至昨晨
9時許山火始大致受控，只剩下一條約60米長「火龍」，
經當局陸空合力不斷撲救後，至昨日下午約1時終完全撲
熄。
撲救期間，有網民見直升機多次在城門河取鹹水救火，

質疑鹹水是否適合撲滅山火，飛行服務隊發言人指，飛行
服務隊直升機在取水撲滅山火時，主要考慮水源的遠近及
效率問題，盡可能縮短直升機來回取水的距離和時間，並
在最短時間投擲最多水彈，以控制山火蔓延，故此淡水及
鹹水兩者都會使用。
發言人稱，除私人水塘外，直升機到各水塘及海面取水

都沒有限制。

「長命」山火燒46小時終撲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大埔昨日發生當街截車毆
傷人案，一輛客貨車開行途
中，遭三輛私家車前後包抄追
截，客貨車卒失控撞壆，六七
名青年分別從三車上跳出，先
質問客貨車司機，再用硬物擊
毀車窗，將司機毆傷後駕車逃
去無蹤，警方事後根據傷者提
供資料，在上水拘捕涉案一男一女，警方不排除會有更多
涉案者被捕。據悉事件與毒品交易有關，有人涉嫌走數。
遭圍毆受傷客貨車司機姓羅（34歲），他頭部及手部受

傷，清醒送院治理。據傷者稱，不明白被毆打原因，警方
現正設法追查群煞逞兇底蘊。
案發昨日午夜零時許，羅駕駛客貨車駛至大埔頭徑1號

對出，突有三輛私家車衝前，欲將客貨車截停，羅扭軚閃
避時，客貨車突失控撞壆。從附近居民上載事發片段可
見，有六七名青年將客貨車包圍（見圖、網上圖片），當
中有人疑自稱黑社會成員，先後用硬物扑爛客貨車車窗玻
璃以及毆打司機，各人逞兇後迅速開車離去。
其後警員根據傷者提供資料，掩至上水太平邨平熙樓附
近，發現其中一輛涉案私家車，遂拘捕車上姓江（25歲）
司機及姓娜（23歲）南亞裔女乘客，稍後將追捕其他涉案
惡煞。

群煞截車打司機 警拘兩人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尖沙咀
嘉蘭圍一酒店門外出現炸彈驚魂，昨晨一
名女鐵騎士前往取回其電單車時，發現座
駕車底支架綁着不明物件，好奇下探頭察
看之際，可疑物件「咔嚓」一聲掉在地
上，疑似電影常見的爆炸裝置，及後證實
該輛電單車曾借予無綫電視（TVB）拍攝
劇集之用，「爆炸品」實為拍劇道具，並
無殺傷力，警方遂將現場解封。無綫電視
對外事務部回應稱：「事件有待了解。」
被炸彈道具嚇了一跳的女鐵騎士姓任
（約30歲），昨晨11時許，任女相約一
班朋友在尖沙咀嘉蘭圍集合，準備一起駕
電單車往石澳遊車河，眾人欲出發時，一
名友人發現任女的電單車車底支架綁了一
條鐵鏈，內裡夾着一個可疑物件。不久有
巡警路經上址得悉事件，即通報上峰，其
他警員到場即把將嘉蘭圍清場及封路，並
召來爆炸品處理課專家。
尖沙咀分區助理指揮官（行動）陳潤金
表示，可疑物件連有電線、傳呼裝置、電
線底板、原子粒及一包物品，非常似一個
電子引爆裝置。就在警方軍火專家趕赴現
場途中，任女的朋友率先趕至，證實該電
單車早前曾借予無綫電視拍攝劇集，該
「爆炸品」只是道具。

拍劇遺道具
鐵騎誤綁詐彈

■女鐵騎士指着座駕車底被綁不明物件位
置。 劉友光 攝

■直升機在現場上空投擲水彈灌救。
網上圖片

■■新田公路奪命車禍新田公路奪命車禍，，警方一度封路調查警方一度封路調查。。

■自稱是香港青年總會CEO的17歲
青年在網上的「主席」照。 網上圖片

■「香港青年總會」網頁上的活動照片已全部
移除。 網上圖片

■精薈體育會在網頁上發嚴正聲明，對事件感憤怒
及失望。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