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網上購物陷阱重重。
警方在過去一個月採取名為 「登峰」
的打擊網上罪案行動，搜查全港30多
處地點，拘捕包括1名中5學生在內的
21名男女，相信他們涉及多宗網購詐
騙罪案，既有居心不良的買家用 「空
頭支票」 騙取心儀貨物，亦有疑犯扮
成賣家，訛稱貨物已寄出騙取買家或
中介充值公司的金錢，初步估計涉案
總金額高達10萬元。警方在過去兩年
持續進行的「登峰行動」，迄今共破獲
逾380宗網購詐騙案，逮捕逾100人。

涉網購詐騙 警拘21男女
騙徒開空頭支票及呃充值公司

船難生還者：來不及穿救生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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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海事專家Captain Nigel R Pryke昨日續向
調查委員會作供，指出 「南丫 4 號」的船長啟航離
開避風塘後不應加速太快（至撞船時的時速達 12.5
海里），他又認為駕駛室需要有船員觀察雷達，但
他也認為不應對 「南丫4號」的船長太過苛責。

R Pryke指出， 「南丫4號」的雷達系統複雜，
包括自動繪圖、回音測量全球定位等系統功能，本
來船長應該參與有關雷達的課程，可是卻沒有參加
。他續說，事發當晚於撞船附近位置有其他船隻停
泊，但這屬正常情況， 「南丫 4 號」的船員應用肉
眼或雷達作檢視，若看不清楚便應減速。

「南丫4號」港燈的代表律師表示， 「南丫4號
」船長亦有觀察雷達，只是離開榕樹灣避風塘後才
無觀察。R Pryke 認為船長沒有認真察看，且應再
多找一位船員負責觀察雷達，才能看到前面發生的
事。另港燈代表律師表示， 「南丫 4 號」船長已經
做盡可行的一切去避免相撞，但 R Pryke 不認同，
他指出，若 「南丫 4 號」大幅度轉右閃避，即使
「海泰號」不符合國際海上規則突然轉左， 「南丫4

號」還是可以避開，防止慘劇發生。

若大幅度轉右可防慘劇

【本報訊】記者李家祺報道：南丫島撞船事故
調查委員會昨進行第三天聆訊，首次傳召當日乘坐
「南丫4號」生還者作供，有乘客憶述當日 「南丫4

號」的船身極速垂直下沉，船艙不斷入水，情況混
亂，又指不時被船內鬆脫的座椅困住及擊傷，甚至
來不及穿着救生衣，情況緊急。

南丫島撞船事故調查委員會昨分別傳召3名事發
當日乘坐 「南丫4號」生還的乘客。首名作供的證人
是港燈見習工程師連家泓。

他表示，當日與兩名朋友一同乘坐 「南丫4號」
到維港觀看煙花。他憶述說，當日與兩名朋友一同
坐於下層左邊近船尾位置。他稱，船離開榕樹灣碼
頭數分鐘後，感覺船隻開始有所減速，但當時船上
並沒有廣播，他不以為然閉目養神，亦沒有察覺到
附近有其他船隻航行。

他續稱，其後突然感受到劇烈震動，頓時發現
「南丫4號」可能受到碰撞，腳部感覺被其他人夾着

，而頭部亦被其他硬物撞倒，一度失去知覺。他恢

復知覺後，感到有大量海水湧入船艙，感到船身已
垂直直插。而他並被船內其他硬物困住，曾嘗試踢
開物件，並企圖抓住通往上層的樓梯，惟當時船艙
內一片混亂，加上其身體受傷，一直留在船艙內待
救。他稱，事發後約 10 分鐘，他被救援人員救出，
意外導致他多個器官出血，胸椎及肋骨骨裂，至今
仍未能上班，而其同行的兩名朋友亦於意外中喪生。

另一名 「南丫4號」乘客陳健欣作供時稱，其父
親是港燈員工，打算與一家人參與活動。她憶述當
日與家人乘坐在上層甲板左邊。於開船5分鐘後，感
到船隻曾加速，但約 30 秒後即聽到 「嘭」一聲，感
受到強烈震動。

她說，震動由船的左邊轉到右邊，其後船尾開
始傾斜向下，她一家人都跌到甲板上。她呼叫及把
家人拉入船艙取救生衣，但船身迅速垂直，聽到不
少乘客大呼 「救命」， 「南丫4號」船員亦嚷着要求
乘客冷靜。

她續稱，當時船內有許多雜物跌下來，包括鬆

脫的桌椅及座椅，她曾一度被雜物壓住，亦未能趕
及穿着救生衣。她當時不斷掙扎，踏着下沉的椅子
，將頭浮上水面透氣，看到船長於樓梯中間位置大
呼冷靜，稱已向警方求助，水警正前來救援。她稱
，曾與其他乘客嘗試打破玻璃窗，但結果不成功，
其後於 5 至 10 分鐘後即有救援人員抵達，她獲救生
還。

至於在意外中喪妻的乘客黃大華作供指，於撞
船意外發生前看到 「海泰號」迎面駛過來，兩船相
撞後，感覺到 「南丫4號」被船隻拖動，再聽到有發
動引擎的聲音，估計是海泰號駛走。他說，其後
「南丫4號」船身開始垂直下沉。

聆訊於下周一會繼續，委員會將繼續傳召其他
「南丫4號」上的乘客作供。

【本報訊】新西蘭奶粉 「優萌（Ustrong）」的香港代
理顯迪貿易公司入稟法院，向 「優萌」的香港入口商追討損
失660多萬元，指其訂購的數以千罐的奶粉接連出現問題，
先是揭發奶粉不含DHA，再而發現奶粉有雜質、異味及穀
牛，有BB喝後嘔吐、腹瀉和出濕疹等。

入稟狀稱，顯迪貿易公司在 2010 年與新西蘭奶粉品牌
「優萌」的香港入口商焯華（香港）有限公簽訂合約，購入

8700 罐、三款供不同成長階段嬰兒飲用的奶粉，合約價為
92萬元，成為 「優萌」的香港代理商。

該年4月，香港標準及檢定中心檢驗 「優萌」其中一批
次的奶粉，發現其不含被奶粉商形容為對嬰兒大腦發育有幫
助的DHA成份，顯迪遂要求焯華更換有問題批次的奶粉。

至去年3月，顯迪再入貨4300罐奶粉，但這批奶粉卻出
現更多問題，被指在去年至今年 6 月期間，共誘發 21 宗事
故，包括奶粉含有黑色雜質；有異味、有蟲屍及穀牛，甚至
在水中不能溶解等，而事故中共有四名嬰兒飲奶後出現嘔吐
、腹瀉和濕疹等。

食物安全中心及食環署今年 10 月更有報告指出，其中
一批次的 「優萌」奶粉有蟲屍，並於過期日期前已經變壞，
顯迪因此向受影響的7800多名客戶賠償。

入稟狀稱，顯迪透過電視、網絡及報章賣廣告，又參加
了多個展銷會促銷，惟焯華未有依據合約在指明的兩周內作
出補救，以及更換正常奶粉，遂向焯華要求賠償共663萬元。

奶粉代理追討入口商660萬

【本報訊】大埔發生罕見工業意外，一名尼
泊爾工人昨晨在鳳園路一地盤工作期間，疑失平
衡從10樓失足跌落3樓平台，遭兩支直徑逾2厘
米鋼筋貫穿身體，從右邊臀部插入，由右腋穿出
，幸未刺中內臟，經消防員與醫療隊到場搶救，
一小時後安全救出送醫院，期間他仍然清醒。

遭鋼筋穿體的尼泊爾男子Rai（20歲），被
送往威爾斯親王醫院搶救，接受手術後將兩支鋼
筋取出，現時情況嚴重。

事發現場為大埔鳳園路一個地盤，正興建8
幢住宅大廈及多間獨立屋。地盤中多幢大廈已築
至 10 樓。昨日早上 8 時許，尼泊爾裔工人在 10
樓工作時，突失平衡飛墮7層樓跌落3樓平台，
不料平台上有多根突出的鋼筋，工人慘被其中兩
條直徑2厘米的鋼筋貫體而過，痛至高聲呼救，
其他工人見狀立即報警。

消防員及醫療隊趕至，證實鋼筋由工人右邊
臀部插入，從右腋下而出，不幸中之大幸是未傷
及內臟器官，醫療人員遂為工人止痛，消防人員
則小心翼翼用切割器將兩根鋼筋從底部切斷，約
一小時後成功將傷者救出，連插在其體內的鋼筋
一併送院接受手術取出，其時傷者仍然清醒。

類似工業意外去年4月初亦曾發生，同樣發
生鋼筋貫穿工人身體嚴重意外，姓馮（47 歲）
吊臂車司機，在屯門公路擴建地盤一個臨時平台
工作時，作為平台地板鋼板突分成兩塊，他連人
帶板跌下8米深山坡底，遭粗如高爾夫球、長逾
兩米的鋼筋，由右邊腹部插入，至左邊肩膊鎖骨
穿出，鋼筋更在膊頭上突出1米，當時工人仍然
清醒，由外科醫生替其開胸取出鋼筋，因未傷及
心臟及大動脈等器官奇迹生還。

尼泊爾工人十樓墮地
遭兩鋼筋穿插右半身

【本報訊】記者林丹媛報道：醫管局公布最新 「耐藥性
細菌」分析，發現耐藥性細菌（MDRO）中，抗藥性強勁
的多重耐藥性鮑氏不動桿菌（MDRA）數目，較往年急增
，需動用重炮抗生素才能應付。而有急症室的醫院聯網中，
帶有耐藥性金黃葡萄球菌（MRSA）病人數目，第三季度較
第二季度微升。但醫管局總感染控制主任曾艾壯強調，抗藥
性細菌並不一定等於 「惡菌」，例如 「炭疽菌」沒有抗藥性
，但殺傷力卻強勁。

數據顯示，醫院聯網下設有急症服務的醫院，第三季度
感染耐藥性金黃葡萄球菌（MRSA）數目較第二季度微增，
其中博愛醫院第三季度較第二季度感染人數增幅超過10%。
醫管局總感染控制主任曾艾壯醫生解釋，原因是博愛醫院病
人年齡偏高、來自老人院病人較其他醫院高，同時亦有30%
多接近四成病人是同時來自老人院，並帶有 MRSA。醫院
會加強用消毒劑幫病人洗澡，在抽血時的消毒程序亦會謹慎
，避免MRSA進入身體。

數據亦顯示，在多種耐藥性細菌（MDRO）中，含有
多重耐藥性鮑氏不動桿菌（MDRA）數目上升，MDRA是
多重耐藥性細菌。面對這種細菌，需使用重炮抗生素
（Big Gun）才能有效醫治，今年醫院聯網使用Big Gun
有上升趨勢。

問及會否出現醫生濫用情況？曾艾壯說，醫院聯網有抗
生素先導計劃，使用Big Gun需要填表，每家醫院也會有
傳染病或衛生學醫生跟進使用Big Gun情況。抗藥性細菌
數目增加時，需要使用更多Big Gun，但用得多Big Gun
時，效力會減低，所以一旦發現抗藥性細菌時，必須進行隔
離，避免細菌傳開。曾艾壯說，盡量少用 Big Gun，以免
細菌有生存優勢，亦需斬斷交叉感染，加強滅菌清潔。

至於季節性流感趨勢，暫時未進入高峰期。而醫院聯網
員工流感疫苗接種計劃，已接種疫苗員工較往年上升。

醫院用重炮抗生素急增

被捕13男8女（18至54歲），其中1名為
中5男生（18歲），其餘任職技工或售貨員，
部分則報稱無業，21人均互不相識，相信是有
組織活動，他們涉嫌 「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
罪名已獲准保釋候查。案件涉及的受害者共有
35 人（15 至 49 歲），大部分是喜歡上網購物
，或在拍賣網上活躍的學生及文職人員，被騙
財物金額總值逾10萬元。

初部估計騙財逾十萬
警方新界北總區刑事總部黃建華高級警司

表示，網上騙徒在交易平台尋找漏洞伺機犯案
，他們會 「化身」買家在拍賣網站狩獵，覷準
目標後以 「空頭支票」存入賣家銀行帳戶，一
邊催促賣家寄貨，因銀行兌現支票須要 1 至 2
個工作天，讓騙徒有機可乘。

此外，有騙徒則扮作賣家，在拍賣網站上
「post」出貨物，當有人訂購後則訛稱已寄出

，要求買家即時轉帳，因部分金錢會存入網購
中介人公司，他們會催促該公司轉帳到指定戶
口。

黃建華指出，警方接獲包括網購中介人公
司的多個受害人投訴，經深入調查後，本周 1
連2日展開代號 「登峰」行動，派出逾百警員
突擊搜查全港 31 處地點，拘捕 21 名涉案男女
，行動中檢獲一批紀念鈔票、傢俬及手機，以

及一批銀行存摺及提款卡，行動仍然繼續，不
排除稍後有更多人被捕。

黃建華又稱，針對網上騙案的 「登峰」行
動在 2010 年 11 月開始持續執行，至今一共破
獲逾 380 宗同類騙案，拘捕 129 人，涉及財物
總值225萬元。他提醒市民網上交易要小心，
切勿在未能認證交易人身份前，將匯款或將貨
物寄出，最好能透過有身份認證的網上交易系
統進行交易，或當面交收，假若有所懷疑應馬
上停止交易。

根據《盜竊罪條例》之 「以欺騙手段取得
財產」罪，最高刑罰為監禁10年。另任何人如
借出銀行戶口供他人使用，亦可能干犯《有
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有關洗黑錢的罪行，
最高可被判罰款500萬元及監禁14年。

深井麗都花園一
間酒吧發生斬人

血案，一名男子昨日凌晨消遣期間與人爭執，離開酒吧時
被3名帶面具男子持刀伏擊，被斬多刀重傷，兇徒傷人後
登上接應車輛逃去無蹤，警員到場將傷者送院（見圖），
通緝3名行兇者歸案。

男子酒吧消遣被三煞斬傷

▲警員開記招解釋破獲網上詐騙案經過

▲網上詐騙案中，警方檢獲的證物

▶大埔鳳園路工
傷肇事現場

▲在地盤受傷的
尼泊爾籍工人被
送醫院搶救

▲南丫島撞船事故調查委員會聆
訊，英國海事專家Nigel R Pryke
出庭作供▲南丫島撞船事故生還者連家泓

▲南丫島撞船事故生還者陳健欣
出庭作供

▲醫管局總感染控制主任曾艾壯解釋 「耐藥性細菌」 最
新數據分析及季節性流感趨勢 本報記者林丹媛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