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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山靈糧幼稚園爆流感
【本報訊】馬鞍山靈糧幼稚園爆發流行性感冒，涉及

十九名學生及兩名職員。全部人無須入院，現時情況穩定
。衛生防護中心提醒市民及院舍員工，注重個人及環境衛
生。

衛生防護中心調查馬鞍山靈糧幼稚園的流感爆發個案
，受影響兒童為九男十女，年齡介乎四至六歲。他們與兩
名女職員自五月十七日起出現發燒、咳嗽和喉嚨痛等呼吸
道感染徵狀。所有受影響人士無須入院，現時情況穩定，
幼稚園毋須停課。

衛生防護中心職員已視察該學校，並建議該校職員採
取預防呼吸道感染措施。中心提醒市民預防流感，注意均
衡飲食、定時運動、有足夠的休息、紓減壓力和避免吸煙
，以增強身體的抵抗力；保持良好的個人衛生；打噴嚏、
咳嗽和清潔鼻子後要洗手；如有呼吸道感染的病徵，應戴
上口罩；保持空氣流通；及避免前往人煙稠密而空氣流通
欠佳的地方。

裙底癖漢人贓並獲
手機藏千段偷拍片

【本報訊】 「裙底癖」變態漢前日在尖沙咀廣東道出
動，趁女士逛商舖忙於購物時，暗中伸出手機大拍特拍，
被巡邏警員發現人贓並獲，並揭發身上兩部手機 「珍藏」
多達千段同類不雅片；警方其後將疑犯押返秀茂坪邨寓所
，檢走一部手提電腦扣查。

被捕男子姓陳（四十三歲），家住秀茂坪邨秀華樓，
現涉嫌遊蕩、破壞公眾體統兩罪。前日下午五時許，尖沙
咀警區特遣隊便衣探員，在廣東道一帶店舖巡邏反罪惡，
期間發現一名男子在商店內形迹可疑，經常走近逛舖女顧
客身傍似有所企圖，於是暗中監視。

當發現男子伸出手機偷拍女性裙底，立即上前將他拘
捕。一名慘變 「裙底片主角」的三十一歲女事主，得知情
況既驚且怒。

探員在疑人身上搜出兩部手機，皆有拍攝功能，經檢
查發現內有 「變態影片庫」，儲存了多達一千段不雅，內
容幾乎全是「裙底春光」，相信是偷拍所得，遂拘捕帶署。

至昨日凌晨一時許，探員將疑犯押返秀茂坪邨住所搜
查，檢走一部手提電腦及一批電腦硬碟，稍後會交予科技
組人員詳細檢查，電腦內收藏的「裙底片」數量有待統計。

【本報訊】一名中年婦自年前喪夫後
鬱鬱寡歡，加上女兒出國讀書後獨自生活
倍感孤單，中年婦疑因憶夫成痴，在天水
圍俊宏軒住所燒炭自殺身亡，其胞弟上門
探訪揭發，已是天人永隔。

自殺女子林×君（四十歲），居住俊
宏軒十一座一個單位。據悉，她與夫婿育
有一名女兒，但丈夫在年多前患癌過身，
親女則負笈海外，剩下自己獨居。疑因憶
夫成痴觸景傷情，在今年初她已曾透露自
殺傾向，經親人溫言相勸後暫消念頭，詎
料事隔數月，還是悲劇收場。

前晚十一時許，其胞弟（三十九歲）
因無法與姊聯絡，登門了解情況，赫然發
現胞姊在房間內燒炭昏迷，立即報警，惟
救護員到場證實已死亡毋須送院。警員經
調查認為無可疑，相信因感情問題輕生。

琴行遭爆竊失十萬現金
【本報訊】鑽石山荷里活廣場一間琴行遭賊人爆竊，

昨日上午職員返回開舖時，發現琴行內有被搜掠痕迹，警
員接報到場調查，點算後證實損失現金約十萬元，現正通
緝賊人歸案。

事發現場為鑽石山龍蟠街三號荷里活廣場內一間琴行
，昨日上午十一時許，女職員返回開門準備營業時，發現
琴行內一片凌亂，並有搜掠痕迹，收銀機被打開，現金不
翼而飛，料遭爆竊致電報警，警員到場調查翻看閉路電視
錄影片段，相信賊人撬起捲閘及玻璃門後入內犯案，經點
算證實損去十多萬元現金，列作爆竊案處理。

【本報訊】涉嫌觸犯防止賄賂條例的郭氏三兄弟
新地非執行董事郭炳湘、兩名胞弟新地聯席主席郭炳
江及郭炳聯，以及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昨天先後到
廉政公署總部報到，另一名被捕的新鴻基執行董事陳
鉅源，下午亦有到廉署報到。據了解，五人均獲准繼
續保釋，七月初要返廉署報到。

五人獲准繼續保釋
郭炳聯昨天早上大約八時半到廉署總部報到，被

傳媒包圍他的車，大批記者在現場拍照，拖延近十分
鐘才駛入停車場，郭炳聯逗留了十多分鐘獲准保釋離
開，之後返回灣仔新鴻基總部。郭炳江約半小時後到
達廉署，身邊有大律師駱應淦陪同，他亦獲准保釋離
開。九時四十五分，許仕仁到達廉署報到，逗留不足
十分鐘便離開，他之後返回跑馬地禮頓山的住所。三
兄弟中，長兄郭炳湘最遲到廉署報到，他在下午三時
許到達，逗留十多分鐘離開，他涉嫌觸犯防止賄賂條
例，本月初被廉署拘捕。新地董事陳鉅源下午到廉署

報到。消息指，他們幾人均獲保釋但於七月初要返回
廉署報到。

今年三月，廉署先後拘捕郭氏三兄弟，以及新地
執行董事陳鉅源等多人，他們涉嫌貪污和公職人員行
為失當。許仕仁住在禮頓山中層雙連單位，屬於新地

名下物業，消息指他在二零零五年出任政務司司長時
，曾經被質疑做過新地顧問，所租住的單位存在利益
衝突，同時又指他亦涉嫌透露政府機密資料給私人機
構。廉署在本月剛剛拘捕新地非執行董事郭炳湘，他
涉嫌觸犯《防止賄賂條例》。

郭氏兄弟許仕仁廉署報到

石鼓洲狂蟒之災
12呎巨蛇吞羔羊
【本報訊】石鼓洲昨日有蛇出沒，上演

蛇吞羊嚇人一幕。一條十二呎長蟒蛇，竄進
戒毒會的康復院，張開血盆大口將一頭小羊
吞噬落肚，職員發現幾乎嚇破膽，其後趁牠
顧住吞食，眾人冒險把蟒蛇驅進鐵籠及報警
，由漁護署人員檢走處理。

現場在香港戒毒會的石鼓洲康復院內，
慘死小羊約三個月大，身長兩呎多，為院方
給院友作寵物治療用，卻倒霉遇上自然界天
敵遭弱肉強食。

昨晨七時許，一條長約十二呎的蟒蛇，

竄入康復院範圍攻擊一頭小羊，用蛇身緊纏
至一動不動，再張開大血盆大口逐漸吞下肚
。有職員走出空地目睹時，羊頭和前半身已
遭吞進蛇腹，只露出部分後半身及羊腳，被
可怕景象嚇至目瞪口呆。

康復院職員合力趕入籠
由於蟒蛇正在吞食顧此失彼，暫時未能

發動攻擊，職員驚魂甫定，與其他職員及院
友等，冒險把牠趕進一個鐵籠困住，再報警
求助。水警輪載同蛇王趕到，將蟒蛇捉入袋

中，因蟒蛇為受保護動物，其後再交予漁護
署人員處理。

生物學者指出，蛇類的頭與頸，沒有明
顯分界，上下顎也沒有關節固定相連，因此能
吞下比本身體積大的動物；蛇的內臟如胃部
，也能夠強烈伸縮，吞下食物後可慢慢消化。

蛇在進食後，會進入短暫休眠狀態，靜
待身體消化，消化酶能溶解並吸收大部分食
物，但毛髮及爪牙則不能消化，最後會與尿
酸一起排出體外；消化階段若受到騷擾，牠
會把食物吐出，確保有足夠能力逃離危險。

另外，馬灣及長洲昨日亦有三宗蛇蹤報
告。在馬灣珀麗灣九座，凌晨二時許，一條
兩米長蟒蛇到場 「散步」，一名膽大保安員
權充「蛇王」捉入盒，再報警轉交漁護署；至
下午一時許，馬灣挪亞方舟亦發現一條一米
半大蛇，蛇王奉召到場捉走。在長洲北社新
村，凌晨零時許，有一條兩米長蟒蛇爬行到
一間護老院外，不過在警員到場前已竄去。

電話詐騙案數字

2011第一季

2011第四季

2012第一季

資料來源：東九龍總區重案組

報案宗數

318宗

605宗

539宗

損失金額（港元）

509萬

645萬

548萬

警方專責統籌分析電話騙案的東九龍總區重案組
第 3A 隊的主管陸佩蕓偵緝高級督察表示，今年首季
接獲五百三十九宗電話騙案舉報，涉及騙款金額五百
四十八萬元，騙案宗數雖較去年第四季度的六百零五
宗下跌一成，但較去年第一季的三百一十八宗，仍上
升近七成，涉及騙款也較去年同期的五百零九萬元上
升約百分之八。

受騙上當多是長者
東九龍總區重案組第3隊主管陳志文偵緝總督察

稱，騙徒手法仍是老調重彈的 「猜猜我是誰」和 「虛
構綁架」，中招受騙的多是長者，以退休男士和家庭
主婦為主。今年最大宗的是於三月發生，一名五十多
歲的家庭主婦接到電話，騙徒以 「猜猜我是誰」手法
，詐稱是其親友，需錢應急，受害人不虞有詐，將現
金匯款到一個內地戶口，騙徒食髓知味，同日內再致
電受害人，結果她一日內三次匯款到該戶口，合共騙
去四十萬元。

陳志文稱，市民需對電話騙案提高警惕，早前有
案例，事主警覺被騙，即時報案，與警方配合成功逮
捕罪犯；也有醒目的銀行職員，察覺提款人狀態不妥

，詢問下發現對方被騙，於是報案，協助警方成功抓
獲一名男疑犯。東九龍總區防止罪案主任陳偉民總督
察稱，有的士司機在載客途中，察覺乘客的電話對話
有異樣，好心提醒乘客，原來乘客正是電話騙案中招
者，乘的士往指定地點 「放錢」，經提醒下醒悟。

電話詐騙宗數減少
陸佩蕓稱，警方去年首季聯合內地當局破獲一個

電話詐騙集團，對罪犯形成威嚇，加上警方加強宣傳

，引起公眾警惕，故今年首季電話騙案宗數已較上季
減少。警方今年首季抓獲五名涉案內地人士，未來與廣
東省、深圳市有關部門保持定期交換信息，加強合作。

東九龍總區（行動）刑事警司單志成偵緝警司提
醒市民，當接到不明來歷電話，自稱親朋好友，需金
錢應急或稱親人遭到禁錮，需保釋金時，市民須保持
鎮定，掛斷電話，確定家人安全，及時向警方求助；
切勿被對方套話，或被人牽着鼻子走，可機警地反問
問題，發現破綻。

電話騙案橋唔怕舊

主婦主婦猜完你是誰猜完你是誰失失4400萬萬
電話騙案手法 「新瓶舊酒」 仍屢有人

中招，警方今年首季接獲報案數字，雖較
對上一季下跌，但較去年同期仍升近七成
。有中年婦女被 「猜猜我是誰」 電話詐騙
中招，一日三次受騙，被騙四十萬元。警
方提醒市民當接到不明電話，需保持警覺
和冷靜，切勿被對方套話，或按照對方指
示匯款或送錢。

本報記者汪澄澄

【本報訊】元朗荔枝山莊旁邊的士多
啤梨園，昨日重演政府部門執法遇阻事件
。地政署因發現該處農地有違規建築，派
員張貼限期清拆告示時，一度被約二十名
員工及村民堆起 「沙包陣」阻止車輛入內
，大批警員到場防止發生衝突，並帶走三
人助查，包括十八鄉鄉委會主席梁福元的
胞兄。

傳梁福元胞兄被帶走
涉嫌在農地上違規搭建的建築物共四

處，分別是瓜棚、茅廁、化糞池及水池。
被警方帶走的三人，據悉包括一名職員及
兩名村民，涉嫌妨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
十八鄉鄉委會主席梁福元昨日曾到場調停
，指事件是誤會，並認為警方出動近二百
名警員入村，屬小題大做。有消息指其中
一名被帶走者，是梁福元的親兄梁新發。
梁福元指村民因誤以為入內清拆才阻止，
及後才知悉地政署人員入內是張貼告示，
要求限期二十八日清拆。

昨日下午二時，地政署人員乘車到士
多啤梨園，擬張貼限期清拆告示，但被約
二十名員工及村民堆起 「沙包陣」阻止車
輛入內，於是報警求助。大批警員到場協
助調停，事後帶走三人助查。

5歲男童染猩紅熱危殆
【本報訊】一名五歲男童確診感染猩紅熱，併發中毒

性休克綜合症，現時在瑪麗醫院接受治療，情況危殆。
衛生防護中心表示，該名男童本身健康良好，他於上

周二發燒，兩日後出現沙紙樣紅疹的病徵，上周五入住基
督教聯合醫院，入院後情況轉壞。他被診斷患上猩紅熱併
發中毒性休克綜合症，同日被轉送往兒童深切治療部，翌
日被轉送瑪麗醫院接受進一步治療，現時接受抗生素治療
。他的咽喉採樣樣本及血液樣本，經化驗後證實含甲型鏈
球菌。

衛生防護中心調查顯示，男童最近並無外遊，他的家
居接觸者亦無病徵。調查仍然繼續。今年以來，本港有八
百三十九宗猩紅熱個案，其中一名患者死亡。

警打擊「放貴利」拘五人
【本報訊】警方再次打擊不法財務中介公司變相 「放

貴利」活動，昨搜查九龍和新界三處地點，包括旺角信和
中心一間公司寫字樓，共拘捕五名男子歸案，行動中檢獲
一批電腦及貸款申請表等資料。

被捕五男子（年齡由二十五至三十一歲），分別是財
務公司和中介公司的負責人和職員，部分疑有黑社會背景
。警方早前接獲受害人舉報，指有持牌放債公司，透過中
介公司向借貸人收取高昂手續費和擔保費，以避過法例對
放債利率的規管，變相放高利貸，旺角警區反黑組展開調
查，掌握證據後採取行動。

探員昨日下午兵分三路，突擊搜查目標中介公司的三
間寫字樓，分別兩間在旺角、一間在荃灣，共拘捕五名男
子。其中在彌敦道信和中心，探員押走疑犯外，還檢走包
括電腦、貸款申請表等證物。他們目前仍被扣留，稍後將
根據《放債人條例》被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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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多啤梨園違規建築士多啤梨園違規建築
員工阻地政署貼告示員工阻地政署貼告示

▲士多啤梨園
員工及村民堆
起 「沙包陣」
阻止車輛入內
，警員到場防
止發生衝突，
並帶走三人助
查

▲梁福元昨日
曾到場調停，
指事件是誤會

▲警方將涉偷拍裙底春光疑犯押返寓所，檢走一部手
提電腦扣查

▲警方提醒市民當接到不明電話，需保持警覺和冷靜。圖
為東九龍總區防止罪案主任陳偉民（左）、東九龍總區
（行動）刑事警司單志成 本報記者汪澄澄攝

▲小羊的頭已遭吞進蛇腹，只露出身體及羊腳

▲中年婦疑因憶夫成痴，在天水圍俊宏軒住所
燒炭自殺身亡

▲許仕仁到廉政公署總部報到▲許仕仁到廉政公署總部報到
▲郭炳江（圖）由大律師▲郭炳江（圖）由大律師
駱應淦陪同報到駱應淦陪同報到

▲郭炳湘在下午三時許到達廉署▲郭炳湘在下午三時許到達廉署
，逗留十多分鐘離開，逗留十多分鐘離開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