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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走犯跳河 匿橋躉兩句鐘被擒

電騙近2億元 八成年輕苦主
首8月個案升22%近700宗 警籲仔女神色有異要留意

本年及去年首8個月電騙數字

類型 2016年（宗）2017年（宗）

「猜猜我是誰」 109 136

「虛構綁架」 201 57

「假冒官員」 241 490

其他 8 1

總數 559 684

牽涉損失案件 311 560

損失金額 1.22億元 1.94億元

資料來源：警方 整理：記者 莊禮傑

警方昨日在東九龍區舉行巴士巡遊，希望
提高市民對電話騙案的防範意識。活動

主禮嘉賓東九龍總區指揮官何婉霞，聯同區內
撲滅罪行委員會代表，及少年警訊和耆樂警訊
會員出席，並在黃大仙、秀茂坪、觀塘及將軍
澳區向市民派發提防電話騙案的宣傳單張。
警方並公佈本港最新電話騙案數字，本年
首8個月共有684宗電話騙案，比去年同期的
559宗多22%，本年案件中有560宗招致共
1.94億元損失，金額比去年同期的1.22億元多

約60%，最高金額的一宗涉款約3,000萬元。
警方透露，雖然首8個月案件數字比去年
多，但估計上月案件數目有回落趨勢，首9個
月數字或與去年相若，有關統計將於本月中有
結果。

最多人「扮官」「假綁」被嚴打大減
東九龍總區重案組高級督察鄧凱彤表示，

本年電話騙案種類包括「猜猜我是誰」、「虛
構綁架」及「假冒官員」，其中假冒官員案佔

最多，有490宗，比去年的241宗激增超過1
倍。而「猜猜我是誰」去年首8個月有109
宗，本年則增加約25%至136宗。
至於虛構綁架案則錄得回落，由去年的201

宗大跌約72%至本年的57宗。鄧凱彤指出，
警方5月與廣東省公安廳合作，搗破電話騙案
集團，令涉及相關騙案數字大幅下跌，指警方
亦會繼續和內地方面合作。

7月3宗騙上騙「呃你全家」

鄧凱彤又表示，7月有3宗假冒官員及綁架
的混合騙案，騙徒先假冒官員欺騙受害人金
錢，再要求對方離家及提供家人電話號碼，然
後致電家人聲稱受害人被綁架並要求贖金。警
方指8月至今就暫時沒有同類案件。
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於本年7月成立反詐騙

協調中心，設24小時諮詢熱線，協調中心總
督察陳靜心表示，至今接到超過6,319宗公眾
求助，當中大部分與可疑來電有關，並有255
宗警方內部轉賬攔截要求，當中成功攔截58

宗案件，牽涉約7,700萬元。
東九龍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總督察張淑婷

指，電話騙案受害人有年輕化趨勢，今年電話
騙案受害人約80%為30歲以下人士，指有關
人士可能自覺聽過騙案及不會輕易受騙而掉以
輕心。
她續指，警方已與各大專院校和中學合作

舉辦防電騙講座，又呼籲家人多留意子女，特
別是當見到子女通話時面露難色就應主動關
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不

少人或許會將騙案受害人與長者自

動聯想，但根據警方最新數字，電

話騙案受害人約80%為30歲以下人

士，而本年首8個月錄得的電話騙

案為比去年同期多22%的684宗，

其中超過80%招致損失，金額更上

升60%至1.94億元。警方表示會多

舉辦宣傳活動，又呼籲家人多留意

子女，特別是當見到子女通話時面

露難色就應主動關心。

■警方昨日
在東九龍舉
行 巴 士 巡
遊，希望提
高市民對電
話騙案的意
識。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莊禮傑 攝

又係「熱狗」搞
事？前晚一對情侶

在銅鑼灣SOGO門外軒尼詩道疑上不到巴
士，竟走出馬路攔截及阻止巴士開行，其
中的男子被人勸阻時竟攻擊對方，全程被
車Cam影到，被人鬧爆。有網民起底，發
現攔巴士的男子身穿「熱狗」的T恤，更
曾與身旁女子搞反BCA活動，包括在一所
學校門外燒教材等等，被網民揶揄「『熱
狗』果然『勇武』」、「『熱血公民』，
攔路打人」。
前晚約11時半，一輛由灣仔往筲箕灣途
中的2X線新巴，在SOGO上落客後離開
至中線時，該對男女就衝到巴士的車頭位
置攔阻巴士開行，更拍打車頭及指罵車
長。一名男途人勸阻，其後與有關的男子
扭成一團。

阻街廿分鐘 網民齊鬧爆
車長通知車務中心及報警，警方到場處理
並在調查後指，攔巴士的男子姓黃29歲，
途人姓梁33歲，事件中無人受傷，雙方同
意和解，案件列糾紛處理。巴士受阻約20
分鐘後繼續行程。
該對男女被網民鬧爆。「Yuk Ying
Woo」道：「趕住去死時，佢地（哋）驚無
時間去上下一班車。」「昏迷丁」批評道：
「趕就坐的士，阻×住其他人！」「Peter
Chan」質疑道：「咁樣都可以和解？我覺
得佢地（哋）仲衰過亂過馬路。」「Tan-
go Ngan」更認為應加強刑罰：「有意阻塞
交通罰佢5皮（萬元）再入獄，睇下仲有無
人敢阻住晒！」

想賴內地人？堅「蟲粉狗乸」
不過，有網民就一口咬定，兩人一定是

「大陸人」。「Hels Si」聲稱：「如果每日150
人輸港都係呢d（啲）人，香港認真唔得
掂！」不過，有人即時踢爆片中兩個人係講
廣東話的，「李國威」仍死撐道：「學×曬
（晒）『大陸』d（啲）衰嘢。」
不過，「無敵神駒」仇思達就踢爆，攔車

男子可能係「熱狗」：「有眼利嘅益友發
現，昨（前）晚在銅鑼灣因上唔到巴士而發
爛渣攔截新巴嘅×頭，着住件『成功之前我
們絕不放棄夢想』嘅熱狗tee。媽，好×
呀！」「JoJo Wu」揶揄道：「成功上車之
前，我們絕不放棄夢想！」
講吓講吓，兩人身份被揭露：原來兩個

都係「熱狗」。男子疑為補習教師的王曦
彥，自稱曾在《熱血時報》工作。「李亨

利」直指：「佢有來荃灣助選，喺（係）
蟲太（『熱狗』主席鄭松泰）嘅fan，喺荃灣開
補習社！」女子則為伍嘉儀，為「熱狗」
子組織「熱血親子團」的成員。

盲反BCA 今次乞課金？
兩人今年均出席過立法會舉行的公聽會，

更曾結伴到一所試行BCA的學校門外掛上
「罷考BCA」標語及焚燒去年試行的TSA
試卷。
「Taro Bun」恥笑道：「如此壯舉，似
乎熱血時報和熱血公民都隻字不提喎！」
「Billo LD」就揶揄：「『熱狗』老細係乜
嘢人，所以咪有乜嘢人嘅行為囉，有乜出奇
呢？」「Aiba Inoran」就話：「其實係唔
係做緊節目『咩咩攔截巴士上車大挑戰』
呀，重點當然『課金』！」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熱狗」男女攔巴士 狂罵車長打途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輛寶
馬房車的司機駕駛時違例使用手提電話，
昨早在葵涌貨櫃碼頭路被警方「隱形戰
車」發現，其間有人不理警告停車，更加
速逃走，狂飆逾四公里至呈祥道終失事撞
向一輛貨車，再撼向路邊石壆停下。
警方事後揭發司機涉無牌駕駛及偷車

外，更在車上檢獲21包可卡因毒品，遂將
司機及男乘客拘捕，相信案件涉及「毒品
快餐車」活動，刻下正展開深入調查。
被捕兩名男子分別為：姓林（19歲）司
機，他涉嫌包括「販毒」、「瘋狂駕
駛」、「駕駛時無駕駛執照」、「擅自取
去交通工具」、「沒有第三者保險下駕
駛」及「駕駛時使用流動電話」共6宗罪
被扣查；姓李（18歲）乘客亦涉嫌「販
毒」及「擅自取去交通工具」被扣查。

狂飆4公里 失控撼貨車
事發於昨日上午11時許，警方西九龍
交通部一輛「隱形戰車」巡經貨櫃碼頭路
5號迴旋處時，發現一輛行駛中寶馬房車
的司機邊駕駛邊手持及使用手提電話，於
是示意停車接受調查，惟對方不予理會，
踏油加速逃去，警員遂響號尾隨追截。

其間，寶馬房車為擺脫追截，沿路左穿
右插，不斷高速切線，險象環生，至逾四
公里外的呈祥道明愛醫院對開東行線近擎
天廣場，房車由快線切到中線及慢線時，
失控撞向一輛中型貨車右車頭，繼而撞向
左邊石壆，反彈出快線才停下，車頭嚴重
毀爛，車輪飛脫。

無駕照揸失車 藏兩套車牌
尾隨而至的「隱形戰車」警員，隨即將

寶馬房車的司機及男乘客制服拘捕。
警員其後揭發失事車輛為失車，司機無

駕駛執照外，又在車上發現另外兩套車
牌，並在司機位右邊的首飾箱內檢獲21小
包、共重約8.44克可卡因毒品，警員再召
來緝毒犬協助搜車，但無進一步發現。
被捕兩名男子以黑布頭套蒙頭帶署扣

查，其間姓李疑犯報稱面部受傷，須安排
送往明愛醫院檢查。
警方初步相信該輛肇事「毒品快餐車」

進行派貨期間，意外被警方截查撞破，檢
獲的毒品市值約8,400元。
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一隊

跟進，不排除稍後會有更多涉案人士被
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葵涌亞洲
貨櫃物流中心發生奪命車禍，一名半退休的
貨車司機，「捱義氣」幫友人頂更，昨日凌
晨駕駛中型貨車離開停車場時，突失控撞毀
出入口閘桿，再撼向路邊一個環保斗始停
下，事主當場昏迷，送院證實不治，由於事
主身體無明顯傷痕，貨車損毀亦不嚴重，警
方不排除有人因病發猝死導致失事，稍後將
剖驗確定死因。

懷疑駕駛時猝死男子江×龍（51歲），身
材略胖，患有高血壓，但毋須長期服藥。據
悉，江任職貨車司機多年，與妻育有一子一
女。由於子女均已投身社會工作，家中無經
濟壓力，故他近年已處於半退休狀態，僅間
中當散工打發時間，最近多月並無開工，至
昨日凌晨他才「捱義氣」再幫友人頂更，詎
料開工期間出事。
事發昨日凌晨3時55分，江駕駛一輛中型

貨車，準備離開葵涌貨櫃碼頭南路亞洲貨櫃
物流中心時，貨車在1樓突然失控，先撞毀
出入口閘桿，再撼向路邊一個環保斗才停
下。現場消息指，肇事貨車車頭損毀輕微，
惟江卻昏迷駕駛位上，救護車到場將他送往
瑪嘉烈醫院搶救，惜延至凌晨4時44分證實
不治。

妻泣：「做乜要開工？」
江的妻兒及親友接獲通知趕抵醫院，其中
妻子驚聞噩耗情緒激動，傷心欲絕，一度泣
呼：「做乜要開工？做乜要開工呀……」場

面令人鼻酸。
警方事後發現江身體並無明顯傷痕，失事
的貨車車頭損毀輕微，估計當時撞擊力有
限，相信車禍本身不足以奪命，暫不排除有
人在駕駛期間病發猝死致失事，或在失事後
致病發猝死，但真正死因仍待剖驗才能確
定。
車禍交由新界南總區交通部特別調查隊跟

進，失事貨車亦被拖走等候檢驗，警方將翻
查大廈閉路電視片段調查意外經過，並呼籲
任何人士如目睹意外發生或有資料提供，可
致電3661 1300與調查人員聯絡。

司機義氣頂更 撞閘昏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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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起底
擋巴男是「熱
狗」王曦彥，
曾出席立法
會 公 聽 反
BCA，話會
叫人罷課（左
圖）。攔車女
伍嘉儀則是
「熱血親子
團」的成員
（右圖）。

fb圖片

■毒品快餐
車 狂 飆 撞
毀，警員押
同被捕兩人
搜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屯
門警署發生走犯事件。一名有感
化令在身的18歲青年，前晚因涉
無牌賣酒被警方拘捕，至昨晚家
人到屯門警署替其保釋期間，青
年突發難突圍逃走，並跳進附近
屯門河中一度失去蹤影。警員及
消防蛙人水陸搜捕約兩小時，終
發現他躲在橋躉暗角。疑人再度
落網後報稱不適，須鎖上手銬送
院檢驗。
涉嫌逃走的疑犯姓何、18歲。

消息稱，何早前曾因犯事被判感
化令。至前晚警方在一項反罪惡
行動中，發現他涉嫌無牌賣酒，
將其拘捕後再揭發他違反感化令
及拖欠地鐵罰款等。青年被帶返
屯門警署通宵扣查。
至昨晚7時許，何的家人獲通知

帶同保釋金到警署辦理保釋手
續，何由羈留室押到報案室辦理
手續期間，竟突然發難推開警
員，跳出報案室櫃枱突圍，逃出
警署後青年疑慌不擇路，立即跳

進警署對開的屯門河，企圖游向
對岸。
大批警員立即奔到屯門河兩岸

包圍，喝令他「返上岸」。青年
一度游近岸邊並聲稱腰痛，但未
幾又失去蹤影。水警及消防蛙人
接報增援，在河中及兩岸作水陸
搜索，至晚上9時許，水警人員終
發現他匿藏在一處橋躉暗角，青
年見無路可逃終投降，由警員將
他帶上手銬拘捕，青年登岸後報
稱不適，由警員押解送院檢驗。

■越柙青年報稱不適，由警員押送醫
院檢查。

■■水警在河中橋躉尋獲越柙水警在河中橋躉尋獲越柙
青年青年，，將其拘捕帶回岸邊將其拘捕帶回岸邊。。

10月7日(第17/118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
三獎：$82,060 （84.5注中）
多寶：$31,738,389

下次攪珠日期：10月10日

3 6 24 38 45 48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