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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42萬手錶隨處放 21歲仔踢波遇竊

截肢女：想要健康卻變廢人
指職員稱內地多人用過都讚好 注射後「五臟六腑幾乎翻轉」

DR 醫學美容誤殺案，昨在高等法院續審。5年前接受CIK/AI療程後需要截

肢的女病人王靜波作供稱，姓麥的女醫生將一些透明液體注射入她體內，之

後手腳冰冷全身顫抖，想不到最後竟要截肢失去手腳，她求診是要得到健

康，現在卻變成廢人，語畢即時崩潰痛哭起來。法官決定休庭讓她稍事休

息。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若知療程可致敗血病「我係唔會接受」

遭電騙呃足半年 科大女生失財502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一名IVE男生疑受學業問
題困擾，昨晨被發現在其九龍
塘喇沙利道豪宅墮樓，經送院
搶救後死亡，警員事後在其睡
房檢獲遺書，調查後相信案件
無可疑。
墮樓青年姓容(22歲)，與家
人同住九龍塘喇沙利道碧華花
園8座一單位，消息稱，容為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學
生。
據悉近日事主已曾向家人透
露學業壓力沉重。
昨早10時11分，警方接報

上址有一名青年疑由高處墮
下，倒卧在屋苑內的行車通道
上，救護員趕至替事主急救，
再送往廣華醫院，惜搶救後證
實不治。
警方其後登樓調查，家人始
知他在睡房躍下，警員在房內
檢獲一封遺書，內容透露因學
業壓力感不開心，調查後相信
無可疑。

IVE生墮樓亡 警登樓家人始知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社會福利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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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1

■醫管局24小時精神健康專線：2466 735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無業男
子涉將大麻花毒品偽裝成茶葉，昨晨自
內地經落馬洲管制站闖關返港，但難逃
海關法眼，當場被搜獲2.2公斤大麻花，
初步相信有人受聘運毒，海關毒品調查
科已接手跟進，追查毒品來源。
被捕男子28歲，報稱無業，至下午，

關員將其押返鴨脷洲利東邨東平樓的住
所搜查，未有進一步發現。疑人仍被扣
查。
疑人於昨早由內地經落馬洲管制站返

港，過關時海關人員發覺其形迹可疑，
遂截停檢查，在其所攜背包內檢獲4袋
茶葉，打開後揭發全部均是懷疑大麻花
毒品，共重約 2.2 公斤，市值約 38 萬
元。

大麻花扮茶葉
毒男闖關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假扮速遞
公司職員及內地公安的電騙黨又再得手，
一名從內地來港就讀科技大學的24歲女生
更被騙足半年，共損失達440萬人民幣
（約502萬港元）。
警方前日始接獲事主報案，列作「以欺
騙手段取得財產」案跟進，暫時無人被
捕。
被騙女生姓楊，早前由內地寧波持簽註

來港，入讀科技大學碩士課程。消息指，
楊在去年12月接獲一名自稱是順豐速遞公
司職員的男子來電，指她涉及一宗刑事案
件，並將電話轉駁至一名自稱是廣州公安
的男子「跟進調查」。
其後女事主按對方指示到深圳開設銀行

戶口，在半年內先後11次將共440萬元人
民幣匯入該個戶口。
至最近楊向家人透露事件，家人懷疑她

受騙，楊遂在前日下午5時許到將軍澳警
署報案。據悉，女事主被騙去的款項是家
人給予其來港讀書的生活費，警方經初步
調查後，列作「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
案，交由觀塘警區刑事調查第二隊跟進。
警方今年首4個月已接獲279宗電騙案舉

報，涉款逾8,490萬元，當中以「假冒官
員」最多，受騙者更有年輕化趨勢，當中
不少更是內地來港升學或本地大學生。

根據記錄，僅科大學生受騙案，自去年
12月至今已最少有5宗，最近一宗在上月
28日，一名19歲本地男生，指早前接獲自
稱入境處職員及內地公安的男子來電，指
他觸犯內地刑事罪行，須繳交調查保證
金，他按指示將6,000元存入一個內地銀行
戶口，事後才知道被騙報警。
另在3月5日，一名就讀科大的32歲內
地男生，指接獲自稱是入境處及內地公安
的陌生人來電，指其涉及洗黑錢，最後發
現銀行賬戶被人匯走26萬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深水埗
一間食肆昨凌晨甫打烊僅半小時，即遭獨
行竊賊潛入爆竊，竊賊相信早已踩線，知
道舖內情況，作案時用環保袋笠頭，以逃
避天眼攝錄其「廬山真面目」，僅花3分
鐘即撬開收銀機櫃桶，掠走約3,800元現
金後逃走。
遭宵小光顧的食肆位於深水埗汝州街

206號地下，每日午夜零時許收舖。昨凌
晨4時許，一名陳姓員工(54歲)返回舖內
準備營業，甫開門即發現店內曾遭搜掠，
收銀機櫃桶被撬開，遂通知姓莫（55
歲）負責人報警。
警方到場調查，發現疑人在食肆收舖僅

半小時後即犯案，竊賊先爬過後門圍牆，
再打爛後門玻璃，伸手開門潛入店內爆
竊。
翻查舖內閉路電視片段所見，竊賊以環
保袋笠頭，直接走到收銀機櫃枱，用螺絲
批撬開櫃桶，將內裡現金取走，過程僅花
約3分鐘。

■竊賊以環保袋笠頭，防閉路電視攝下容
貌。 網上圖片

3名被告DR醫學美容集團創辦人周向榮（62歲）、實驗室助理陳冠忠（32歲）及女醫生
麥允齡（35歲），他們各被控一項誤殺罪，指
他們在2012年10月10日因嚴重疏忽，違反謹慎
責任，而非法殺死女子陳宛琳（46歲）。
現年65歲的控方證人王靜波庭上供稱，2012
年自己仍是小學教師，月入 2.8萬元，她出事後
已被學校解約。她憶述 2012年10月3日到DR
做「回輸細胞」療程，躺在床上見到插入左手
手骹位的膠袋，盛載着透明液體，之後麥允齡
醫生將米色、凝結狀液體打入袋中，當時對方
沒有解釋是什麼東西，她當時很開心，心想注
射完之後精神會好一些，惟打針後過了15分
鐘，開始感到不適，手腳冰冷且全身顫抖，麥
醫生隨即拔走針頭，但情況無改善。

坐在犯人欄女被告聞言落淚
王靜波形容出事一刻五臟六腑幾乎翻轉，十
分辛苦，說到自己從此失去手腳，忍不住在證
人台痛哭，「我想要健康，家完全廢人一
個。」坐在犯人欄、為王進行涉案療程的女被
告麥允齡，一邊聽王作供，亦一邊哭泣。

接受療程原因 需要健康身體

王解釋接受療程原因，是因為自己當時要供
樓，又有一名弱智及自閉兒子要照顧，很需要
健康身體，DR職員初時推銷了四五次，她都沒
有接受，後來再給予很多資料她細看，指內地
很多人注射，人人都讚好。
被問到出事後DR職員如何跟進，王靜波說麥

醫生和身旁護士替她更換鹽水袋，着她在房內
休息。
直至午夜零時許，麥返回診所替她在臀部注

射3支針，稱可令她退燒及消炎，隨後DR公司
高層和職員陪同王靜波一起坐的士回家，向王
提供兩個電話號碼，指若有事可致電他們。
王回到家後仍感到不適，翌日向學校請假，

同日下午一名DR職員前往她寓所，指麥醫生替
她安排了法國醫院的床位，其後麥及該職員與
王一同乘坐的士前往醫院，途中麥一直替她量
血壓，其血壓一直偏低。
王抵達醫院後隨即被安排抽血，醫生向她展

示文件，內容提到敗血症及有可能要截肢。
法庭接着播放一段自稱麥醫生的錄音，強調

療程就好像捐血般，抽150CC血，培植好細胞
再注射回身體，大部分人都沒有副作用，100人
才有5人會出現輕微發燒，服食退燒藥就無事，
之後麥醫生就叫王靜波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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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死者陳宛琳於
同日接受注射的王
靜波，最終因感染

細菌須切除兩條小腿。她清楚記得截
肢前右腳底、腳趾及手指變成黑色，
小腿腫脹，「好似裂開咗咁痛。」坦
言倘若事前知道涉案療程有導致敗血
病的風險，以及療程尚處實驗階段，
「我係唔會接受（療程）」。
王靜波昨日在庭上表示，DR職員一
度提及「醫藥費公司負責」，而法國
醫院的醫生則稱「呢度啲費用你畀唔
起」，考慮到政府醫院的藥物較好，
她最終被安排到聯合醫院深切治療部
留醫，由於下肢小腿腫脹變形，手指
腳趾嚴重瘀黑，醫生表示她須截肢保

命，手術後再轉往九龍醫院療養。
她表示不記得自己曾向DR集團總共

支付了多少錢購買療程，控方便向王
展示單據，顯示王曾花費12.6萬元購
買兩次涉案療程，王確認自己曾在該
些單據上簽署。
代表第三被告麥允齡的資深大律師

鄧樂勤盤問王靜波，指當日她接受注
射前，麥事先已問過她當天有否感到
不適。王確認麥有詢問，但不記得麥
有否詳細問她是否有上呼吸道感染、
發燒及頭痛等。
王亦確認，麥有在注射前向她解釋

注射後會引致的反應，例如發燒。

指醫生無提療程用作治癌

王靜波說記得2012年9月12日麥醫
生替她抽血時，並無向她提及CIK療
程是用作治癌，亦無人向她指出，療
程尚未具備保健功效，或可能有不良
反應。
麥只提及接受療程後可能會發燒及

全身疼痛，「好似感冒咁㗎咋」、
「好短時間就過去」。
她當日抽血後，獲告知須等候三四

星期，待培植好的細胞後再輸回體
內，但約一周後有DR職員致電，指王
可接受注射，王感到訝異並反問「唔
係話三星期至四星期㗎咩」，職員其
後回電稱「我哋搞錯咗」，着王於10
月3日接受注射。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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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 長沙灣發
生名錶失而復得事件，一名21歲青年前晚相
約12名波友在發祥街西硬地足球場踢「衛生
波」，其間他將一隻價值逾42萬元的勞力士
名錶放在長凳上，並以手挽袋墊底及用衣物
蓋住，其後發現名錶不翼而飛，報警求助。
至回家後始接獲其中一名波友通知，指「攞
衫時唔小心攞咗隻錶」，並已經將名錶交至

警署，雖然事主稱對事件不予追究，但警方
已列作盜竊案，並就案件跟進調查，案件暫
無人被捕。
該隻名錶為勞力士Cosmograph Daytona

(地通拿)116506型號記念版鉑金男士自動機械
腕錶，據任職工程判頭的姓鍾21歲事主透
露，該隻名錶是於去年初透過朋友以42.5萬
元在日本代為購入。
據悉，鍾熱愛足球運動，半年前經朋友介
紹，加進一支組成約兩年的業餘球隊當領
隊，平時主要負責安排賽事及處理雜務等。
前晚他與12名隊友與其他球隊約賽後，至

晚上9時10分一行人再到發祥街西與英華街
交界的硬地足球場繼續練波，球場四周有鐵
網圍封，兩道入口大門均已鎖上，他將名錶
除下，連同手機放在長凳上，以手挽袋墊

底，並用衣物蓋住，之後便落場踢足球，其
間有球友先行離去。
至晚上10時40分，鍾離開時發現名錶不翼

而飛，他當場詢問各人，但未有發現，於是
報警，警方列作盜竊案處理。

隊友：攞衫唔小心攞咗
鍾事後回家，即在足球隊友的WhatsApp

群組留言尋錶，並表明「唔覺意又好，咩都
好，攞番出嚟就銷案」。
至昨凌晨 5 時許，其中一名隊友私下

WhatsApp鍾，指他「攞衫時唔小心攞咗隻
錶」，已經交到警署；鍾致電警署，確認其
手錶已在警署，遂到警署領回並銷案。
他雖表明對事件不予追究，惟警方仍會對
該盜竊案跟進調查。

立法會議員朱凱廸
於去年9月4日立法
會選舉日，在元朗被
兩部私家車跟蹤，朱
要求警方提供人身保
護。警方事後拘捕涉
嫌刑事恐嚇朱凱廸兩
名男子，及私家車司

機及乘客，涉案4人各被
控一項「遊蕩導致他人擔
心」罪，案件昨在屯門裁
判法院開審。
否認控罪的4名被告，分別是黃堅輝（36

歲）、黃俊欽（18歲）、林家俊（43歲）
及何義基（41歲）。
控方讀出同意案情，2016年9月4日朱凱

廸的助選團成員報警求助，指他們的私家車
被不知名人士跟蹤，警員其後到場截查一部
私家車，首被告黃堅輝及次被告黃俊欽當時
在車內，兩人為兄弟關係。
首被告否認跟蹤朱凱廸，解釋他只是
「遊車河」，其間一直找不到餐廳食早餐。
次被告在警誡下亦表示，「我完全唔知發生
咩事，我只係跟咗我二哥黃堅輝落元朗食早
餐。」警員記錄資料後讓兩人離去。

控方傳召朱凱廸（39 歲）出庭作供，朱
表示2011年因菜園村搬遷一事認識住在鄰
村、大窩村村民黃堅輝，自此兩人不時見
面，但不算很熟絡，朱通常稱呼對方為「黃
生」或「阿B」。朱的女兒與首被告的女兒
就讀同一所幼稚園，首被告駕駛私家車出入
時必定會駛經朱的住所門前。
朱凱廸憶述去年9月4日案發當日，他偕

同妻女準備乘坐其助選團成員的私家車離開
住所，其間首被告駕駛私家車駛至，並主動
跟與朱打招呼，說「估唔到你咁早就出
發」，朱當時感覺這些只是客氣說話，未有
在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朱凱廸女與首被告女兒同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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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凱廸案朱凱廸案
首被告黃堅首被告黃堅
輝准保釋候輝准保釋候
訊訊。。

■■IVEIVE男生疑受學業問題困擾男生疑受學業問題困擾，，在九龍塘豪宅墮在九龍塘豪宅墮
樓樓。。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劉友光攝攝

■事主名錶放在球場旁長凳，結果離
奇失去。

■■女醫生麥允女醫生麥允
齡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王靜波王靜波（（坐輪椅坐輪椅
女士女士））為為DRDR誤殺誤殺
案出庭作證案出庭作證。。

■朱凱廸（前）昨以證人身份
出庭作供。

■事主一
度失去的
同 款 名
錶。
網上圖片

環保袋笠頭避天眼
賊極速爆竊食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