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讓絕症「老友」安詳走「晚晴」獲獎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嚴杏意）電話騙徒作案手法層出不窮，警方

昨啟動「防止電話騙案宣傳周」，東九龍總區重案組第三隊總督察譚威

信指，今年首4個月警方共錄得119宗電話騙案舉報，較去年同期少

160宗，跌幅為57.3%。去年令不少年輕人「中招」的「假冒官員」個

案，在警方大力打擊下已大減，相對之下專呃長者的「猜猜我是誰」個

案佔最多，有77宗。譚威信並提醒市民，近日「一響即收線」電騙案

頻現，誘使受害人回撥收取昂貴長途電話費，呼籲市民切勿回撥不熟悉

的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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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院友遭推跌亡
七旬翁涉誤殺被拘

「一響收線」誘回撥呃電話費
警指至今收140宗查詢 籲勿隨便回撥陌生號碼

近 千
警方毒品調查科人員根據線報及經深入調
查，前晚7時半採取代號「雷霆18」反毒
品行動，在紅磡紅菱街一行人天橋拘捕兩
名分別姓魏（20歲）及姓彭（40歲）的本
地男子，其間在魏的手提行李箱內檢獲約
10.2公斤可卡因，市值約960萬元。兩名
男子涉嫌販毒被捕，現正被扣留追查毒品
來源及去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今年首4個月警方共錄得119宗電話騙案舉報。

萬 元 毒 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殷翔）醫管局2018
「傑出員工及團隊獎」，由推行安老院舍
長者晚期醫護服務計劃（晚晴照顧計劃）
十年的東華三院馮堯敬醫院醫療團隊獲
得。該團隊致力讓長者有尊嚴地離去，讓
晚期絕症長者能在最後時刻，在自己最喜
歡的環境，握着親人的手安詳離世，而非
在插喉、電擊、手術等各種侵入式搶救造
成的痛苦中去世。
團隊負責人、馮堯敬醫院內科部門主管

陸嘉熙希望，計劃能改變香港臨終醫療文
化。
醫管局由2009年9月開始推行晚晴先導
計劃，由陸嘉熙團隊與安老院舍合作，挑
選患有末期病症，醫學預測壽命不足半年
的長者自願加入計劃，病人可預先選擇病
危時是否進行插喉、開胸、電擊心臟復甦
等搶救手段，加入計劃者將盡量在安老院
舍臨終。醫療手段也以消除病人痛苦為
主，讓長者在生命最後一刻在舒適環境與
親友共聚，而非在手術室搶救。
先導計劃持續至2015年9月，加入計劃
的患者和家屬全部反應良好，醫管局於是
將計劃推廣至全港指定醫院。

陸嘉熙團隊的提名人是醫管局港島西醫
院聯網服務總監（基層及社區醫療）陳漢
威，也是這個臨終服務計劃的始創者之
一。他說以前這個獎都由一些高科技如內
臟移植團隊獲得，這次由幫助長者安詳離
世的醫療團隊奪得，意義重大，希望能喚
起社會關注及反思「善終」理念。

團隊：證理念正確
他續說，香港是世界上最長壽地區之

一，人口老化嚴重，絕大部分患有不可逆
轉絕症長者，臨終都在各種侵入式搶救中
離世，而不能與家人共聚、安然離世。
這些搶救治療只是延長病人的痛苦，加

強家屬的焦慮。希望愈來愈多長者選擇這
種安詳離世方式。
陸嘉熙說，致力推動長者和平去世10

年，獲獎感覺十分鼓舞，證明堅持10年的
理念是正確的。他介紹全港有8.5%長者住
在700多間安老院舍，當中大部分同時患
有多種不可逆轉慢性病，如晚期腦退化、
器官衰竭、癌症和退化性神經系統疾病
等。每年往各醫院急診科搶救的病人中，
約五分一來自安老院舍。每年約有10%的

安老院長者去世，絕大部分都是醫院急症
科搶救中去世，令早已人滿為患的急診科
不堪重負，其他年齡層的急救資源被大量
佔用。
他表示，晚晴計劃有助減輕急救科負

擔，亦減輕長者臨終痛苦。加入計劃的長
者選擇減輕痛苦的持續性護理計劃，臨終

時選擇熟悉的環境，選擇想見的人陪伴最
後一程，更加人性化。現在馮堯敬醫院晚
晴計劃合作安老院舍已達26間，加入計劃
的長者人數持續上升，目前有270名長
者。他說：「我們選中的安老院長者，佔
一半肯加入計劃，顯示愈來愈多長者接受
安詳去世理念。」

■安老院舍長者晚期醫護服務計劃團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紅
磡康莊道紅磡海底隧道口巴士站，昨
日凌晨發生毆打傷人及行劫案。一名
禿頭中年漢疑護花與3名南亞漢爭
執，其間突遭圍毆倒地受傷，混亂間
更被搶去一個斜孭袋，警方事後到場
將傷者送院救治，現正設法緝捕3名
涉案男子歸案。有人則將該段激烈毆
打場面的短片上載到網上討論區，可
清晰聽到當時小巴上其他乘客的不同
反應，包括有人冷漠地叫司機開車，
以及反指事主「攞嚟衰」。

被毆傷男事主姓陳（53歲），送院時額頭、
耳及手腳均告受傷，所幸傷勢不算嚴重。
事發昨日凌晨3時20分左右，據悉陳與女同

事在中環蘭桂坊乘搭一輛開往旺角的小巴，其
間陳疑因女同事被同車數名南亞裔男乘客滋
擾，遂挺身護花，出言阻止，雙方因而發生爭
執。未幾，當小巴駛至紅磡康莊道紅磡海底隧
道口巴士站時，男事主先行落車，數名南亞裔
男女亦跟隨落車。

3南亞漢施襲 搶袋速逃
由上載到網上討論區的片段可見，各人落車
後，小巴仍未開行，其中3名南亞裔男子即發
難向事主施襲，拳腳交加，雖有同行的兩名南
亞裔女子阻止，但並不成功，混亂中男事主慘
遭毆打倒地，隨身的一個黑色斜孭袋亦跌在地
上，但迅被其中一名逞兇男子撿起，各人再沿
行人天橋往理工大學方向逃去無蹤。
另在公開的短片中亦可清晰聽到當時小巴上

部分目擊事件的乘客反應，當中除有女乘客受
驚不停呼叫外，亦有男乘客冷漠地向司機說
「開車走啦，師傅」，另有一名男乘客更反指
男事主「攞嚟衰啦，光頭佬！」一名女乘客則
回應道「冇理由咁樣打法㗎，大佬」。
警方事後已將案件列作行劫，交由九龍城警

區刑事調查隊第八隊跟進，目前正設法緝捕3
名年約20歲至30歲的涉案南亞裔男子歸案。
他們其中一人身高約1.6米，當時身穿深藍色
上衣；另一人身高約1.8米，當時身穿紅色直
間上衣，蓄鬍鬚；最後一名則身高約1.7米，
當時身穿黃色上衣。

護
花
漢
遭
毆
劫

旁
觀
者
竟
稱
「
攞
嚟
衰
」

■遇襲男事主被3名南亞裔男子毆打
倒地，兩名南亞裔女子企圖阻止但不
成功。 互聯網短片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立法會秘
書處高級助理法律顧問李家潤，前晚駕駛
一輛七人車駛經深水埗桂林街時，意外撞
到一名使用輪椅過路的年近七旬老翁，幸
事主傷勢輕微，毋須送院，惟李則被揭發
酒後駕駛被捕。立法會秘書處昨回應指，
由於警方正調查事件，暫不會作任何評
論。
涉嫌酒後駕駛被捕的李家潤，48歲，是
立法會秘書處高級助理法律顧問。他被警
員帶回警署調查後，昨已獲准保釋候查，
本月下旬再向警方報到。
事發前晚9時28分左右，李駕駛名下一

輛車頭擋風玻璃貼有立法會停車場泊車證
的七人車，沿深水埗桂林街右轉入福榮街
時，疑意外撞到一名正在使用輪椅過路的
69歲姓胡老翁。
未幾，警員接報到場調查，證實事主僅

受輕傷，他經救護員即場檢查後，拒絕送
往醫院作進一步治理。至於肇事七人車上
無人受傷，李需接受呼氣酒精測試，結果
顯示超出法定標準，遂被警員以涉嫌酒後
駕駛罪名拘捕。

立法會秘書處昨（10日）回覆媒體查詢
證實李家潤於前晚涉及一宗交通意外，由
於警方正調查事件，秘書處暫不會作任何
評論。
翻查資料，李家潤近年多次出席或列席

立法會的多個會議。按現時法例，若司機
被檢控酒後駕駛及罪成，最高可判監3年
及罰款2.5萬元，亦會被罰停牌成至少半
年。

涉酒駕撞輪椅翁 立會法律顧問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沙田一間老
人院揭發懷疑誤殺案。一名七旬男院友前日被
發現頭部受傷昏迷不省人事，送院證實不治。
家屬事後認為有可疑，昨晨到老人院要求翻看
閉路電視，發現死者事前曾被另一名七旬男院
友推跌，於是報警。警方經調查後，暫列作誤
殺案將該名男院友拘捕扣查。
現場為沙田小瀝源村廣善街一間老人院。被

捕的男院友姓吳（74歲），目前正被扣留調
查。男死者則姓林（76歲），警方稍後將安
排驗屍以確定死因。
消息指，林伯前日在上址老人院內被職員發

現頭部受傷昏迷，急送沙田威爾斯醫院搶救，
惜延至同日傍晚6時15分證實不治。家屬事後
到醫院了解情況，認為有可疑，並在昨日早上
到老人院要求翻看閉路電視片段，結果發現死
者事前曾遭另一名男院友推跌，以致頭部受傷
昏迷，遂在早上10時45分報警求助。
警員到場經調查，初步相信一名姓吳男院友

與林伯的死因有關，遂將其拘捕，並將案件暫
列作誤殺案交由沙田警區重案組跟進。

慶父節爸爸「失蹤」原來困8句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孝順

仔父親節前相約父親及家人前晚外出晚
膳，惟主角無故爽約及失去聯絡，兒子
恐在九龍塘一間中學任職校工的父親出
事，昨日凌晨報警求助，警員趕抵學校
查看，揭發「失蹤」父親原來被困校內
發生故障的升降機內近8小時，由於升
降機的對講機系統只連接到校務處，事
發時已無人當值，因而未被發現，所幸
事主由消防員救出時並無大礙，毋須送
院。
現場為九龍塘延文禮士道2號香港培

道中學，被困近8小時的男校工姓吳
（60歲）。
據悉由於事主被困長時間而無人發

現，須機電署派員到場跟進原因。機
電署事後回覆證實，涉事升降機有安
裝警鐘及對講機系統，並且運作正
常，惟因對講機系統只連接到校務
處，當時已無人當值，因此保安室人
員亦未能及時察覺。
至於升降機的故障原因，會交由註

冊升降機工程師作全面檢查維修，確
認安全操作後才會恢復其運作。

警大埔反黑 掃200娛場拘116人

■警方在大埔區一連3天的反三合會行
動中拘捕116名男女，並檢獲一批武器
和現金。

■由立法會秘書處高級助理法律顧問李家潤駕駛的私家
車事後停在路邊。 電視截圖

■李家潤（右一）涉嫌酒後駕
駛被警員帶署扣查。電視截圖

■被七人車撞到的輪椅翁僅受輕傷，事後
拒絕送院敷治。 電視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陳俊傑）
警方針對大埔區一個去年初迅速冒起的
三合會組織，派出臥底探員滲入搜證，
及至上周四（7日）一連3天展開代號
「雷霆18」及「旱雷」行動，搜查區
內超過200個場所，包括遊戲機中心及

酒吧等，其間拘捕116名男女（17歲至
69歲），當中包括兩名17歲的中四男
學生。
警方指該個三合會組織的部分收入

來自「一樓一」色情場所、非法麻雀賭
檔，以及用遊戲機中心作為掩飾的賭博
場所等。
又指近年有人將遊戲機中心改裝成

小型賭場，使用電子儲值卡進行充值或
將積分兌換成現金，警方強調有關行為
屬違法，調查仍在進行，不排除有更多
人被捕。
至於今次被捕者大部分人有三合會

背景，包括有集團高層、負責決策的者
及骨幹成員等，他們分別涉嫌干犯與三
合會有關罪行、刑事毀壞、傷人、無牌
賣酒、違反逗留條件、非法賭博、妨礙
司法公正及盜竊等罪行。
行動又檢獲一批刀及鐵通等武器和

8.1萬元現金。

譚威信指，於本年首4個月受害人以女
性居多，約佔58%，另外首4月的受

害人有三成半為61歲至80歲人士，當中
有90.2%為家庭主婦及退休人士。而受害
人通常在案發時因太擔心自身利益或子
女、親屬和朋友的安全，因而陷入慌亂，
被騙徒有機可乘。

嚴打見效「假冒官員」個案減
譚威信表示，去年有不少年輕人被「假
冒官員」所騙，因為他們有網購的習慣，
故真的會擔心自己貨品會被海關扣留，但
長者一般接到這樣的電話都會掛掉，反而
不會受騙。不過因早前警方採取行動打擊
「假冒官員」後，令這些個案減少，使今
年「猜猜我是誰」長者被騙的個案相對上

升。譚威信特別提醒，領取高齡津貼的長
者們，一定要小心提防，不要被騙徒騙走
他們的高津雙糧。
警方表示，「猜猜我是誰」的騙徒主要

以隨機方式致電受害者，冒充是其親友的
新手機號碼，要求受害者存入新號，其後
再以各種理由訛稱自己有麻煩急需用錢，
要求受害人將現金存入指定的內地銀行戶
口。
譚威信並指出，近日「Wangiri 」，即
俗稱「一響即收線」電騙案頻頻出現，
「Wangiri 」為海外電話，當有人接聽後
會隨即掛線，誘使受害人回撥，受害人一
旦回撥，將被收取昂貴的長途電話費用，
「相信部分電話費會轉至來電者，例如電
話公司及機構。」

「+852」字頭扮本地電話

警方表示，截至今早已接獲140宗查
詢，而號碼顯示電話來自烏干達、瓦努阿
圖和加拿大等地。他指出，騙徒或冒認某
地方的電話號碼，如：以「+852」號碼字
頭扮作本地電話。譚威信呼籲市民接到海
外電話時，須加緊留意，切勿接通或回撥

不熟悉的電話號碼。
署理警務處處長劉業成在致辭時說，去

年電話騙案的數字創10年新低，而警方的
反詐騙協調中心成立至今，已阻截超過3
億元款項被騙。
他指所有騙徒目標均是騙取金錢，市民

收到可疑電話，應該立即掛斷電話，然後
去核實對方身份，再尋求警方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