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雙非孕婦玩 「假結婚」 變 「單非」 成
功誕下 「港B」 卻難逃法網。為使腹中嬰兒
取得居港權，內地孕婦與港人家翁處心積
慮，合謀策劃 「假結婚」 大龍鳳，孕婦先
離婚再由家翁出錢花三萬元請港男 「假結
婚」 ，雙非變單非最終成功在港分娩，怎
料 「黃雀在後」 ，入境處早知事有蹊蹺暗
中調查，待 「爸爸」 辦理出世紙自認親父
時逮捕眾人。內地婦被控串謀欺詐， 「假
老公」 及家翁則加控作出虛假聲明，三人
同判入獄1年，成為本港自年初實施 「雙非
零配額」 以來，首宗雙非孕婦 「假結婚」
成功入罪個案。

本報記者 陳卓康

雙非婦假婚來港產子判囚
先離婚再花三萬聘港男作假老公

麥齊光涉騙26萬租津開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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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麥國良報道：元朗崇山新村一地盤昨凌
晨發生縱火案，場內一架挖泥機突然起火冒煙，村民發現報
警，由消防員趕到撲熄，駕駛室嚴重焚毀。警方列作縱火案
，正調查歹徒動機。

現場在元朗大樹下東路崇山新村，昨凌晨2時許，村民
發現附近地盤內一輛挖泥機突然冒煙起火，立即報警，消防
員到場把火警撲熄，無人受傷，初步調查相信起火原因有可
疑，交警方跟進調查，案件列作縱火，由元朗警區刑事調查
隊第四隊跟進，暫時無人被捕。

【本報訊】一輛的士前晚深夜沿荃灣德士古道行駛時，
被尾隨駕私家車的賤男嫌車速慢，竟用酒樽飛擲的士，擊碎
後窗，後座一家三口乘客被碎片濺中，其中父親面部輕傷，
的士司機雖受驚幸臨危不亂，未致車輛失控釀禍，私家車事
後絕塵而去。

受傷男乘客姓盧（32歲），左面被玻璃碎割傷，送院敷
治後無大礙，其妻女只受虛驚。他對私家車賤男惡行大感不
滿，不過也認同該的士車速確實非常慢；案中的士司機姓羅
（58歲），因車輛受損大嘆倒楣。

前晚深夜11時許，事主一家三口，沿途非常 「穩陣」車
速行駛，至德士古道67至75號對開時，尾隨一輛私家車飛馳
而至，疑嫌的士阻礙去路，車上惡漢不滿， 「扒頭」駛過時
竟把一個酒樽擲向的士，直飛的士左後排 「雞翼窗」，玻璃
窗應聲碎裂，碎片四濺，事主坐近車側首當其衝，被碎片濺
傷面頰，妻女幸好未被波及。的士司機見出事馬上停車，賤
漢所駕駛私家車因遇紅燈在前方停下，受傷事主不忿所為，
下車走近準備用手機拍下對方車牌做證，卻未能如願，並目
送私家車呼嘯而去，無奈報警及由救護車送院敷藥。警方列
作傷人案及刑事毀壞案，正根據事主提供的車牌資料，追查
涉案司機。

【本報訊】一名大懵青年昨清晨在屯門乘搭巴士
，在油麻地落車時竟遺下7萬多元公司款項在車廂，
盛有巨款的膠袋其後載到美孚新巴士總站，被人當
垃圾棄於路面，幸好最終被好心六旬阿伯拾獲，老翁
並未見財起心，一毫不少將載錢的膠袋攜往附近警署
報案，事主僥倖失而復得，未致蒙受私吞公款不白之
名。

好運青年姓林（23歲），險遺失現金達7.4萬元
，屬於其任職公司的款項，用一個白色膠袋盛載，
袋內還有一些相關單據，需交回公司埋數。拾遺
不昧的好市民姓陳（60歲）。

昨日清晨時分，事主在屯門乘搭一輛68X線九巴
往九龍，登車後坐於下層，巴士路線由洪水橋開往佐
敦，途至油麻地他匆匆下車，起初仍懵然未知載有
7.4萬元現金的膠袋遺留車廂。至6時35分，陳姓好心
市民經過美孚新巴士總站附近，發覺地上有一個白
色膠袋，好奇打開查看，竟發現袋內有大疊鈔票及一
批單據，但他並未財迷心竅，以 「地上執到寶」為由
據為己有，連袋帶錢原封未動，立即攜往附近長沙灣
警署報案。事主及後也如夢初醒，慌忙致電報警
求助。

警方經調查後，把該筆款項交回事主點收，初步
相信該載款膠袋不慎跌下通道，事主見座椅沒遺下物
品便落車離去，及後巴士輾轉駛抵美孚新巴士總站
，載款膠袋一直未被人發覺，甚至當垃圾遭掃出車廂
外，直至老伯打開查看始知內有大疊銀紙揭發事件，
連番陰差陽錯，才僥倖物歸原主。

陳先生與妻兒住在大窩口村，從事船務工作，他
解釋沒起貪念，是擔心物主可能急需該筆錢應用。原
來陳先生不止一次 「地上執到錢」，其妻透露有次在
城門水塘行山，丈夫也撿獲其他人遺失的銀包，同樣

交到警署由警方聯絡物主；對這次拾得7萬多元丈夫
仍然不起貪念，她讚不絕口稱揀了個 「好老公」，不
過又用反話講笑 「執到咁多錢，都唔畀我使」。

陳先生有游早水習慣，之後搭巴士去美孚附近飲
茶，他說甫落巴士就踢到該袋錢，袋面污漬似遭多人
踩踏過，好奇打開查看，竟見大疊鈔票。 「都掙扎左
1、2秒！」他坦白稱，大疊銀紙擺在眼前，其實也曾
心動，最終是理智戰勝貪念，他決定報警處理，還與
警員當面一齊數銀紙確定數目。

【本報訊】懷疑被縱火釀成三級火的黃大仙大成街街市
，昨連續第3日封閉，警方重案組繼續到場蒐證，近400個檔
口仍然無法營業，有海味檔聲稱損失近300萬元存貨，其他
商販則繼續在街市對開行人路臨時擺賣。

昨日上午，大批商販經登記資料，分批進入街市視察本
身檔口情況，以及確認物品。黃大仙警區重案組探員，則聯
同鑑證科人員再度進入街市1樓乾貨區，再次調查蒐證。大
成街街市販商協會主席許志權表示，當局需檢查街市的水電
及通風設備安全後，始能重開街市，因街市面積十分大，檢
查近400個檔口電力系統需時，如果通風系統損壞需全面重
新安裝，或需數月時間。今次火警對商販的生計造成嚴重影
響，損失數字仍在統計中，但已有一間海味檔報稱損失近
300萬元的存貨。根據該會紀錄，過往並無接獲商戶投訴遭
人恐嚇或勒索，亦未發生過縱火事件。

【本報訊】海關經連日調查，於上周五檢獲一批利用郵
遞方式販賣的冒牌服裝及飾物，市值約二萬元，拘捕一男子
；另外於連串行動中檢獲8494粒懷疑冒牌藥物，價值約為84
萬元，並拘捕2人。

海關版權及商標調查科早前經搜集情報，並就空運郵件
中心截獲的冒牌貨品郵包資料進行調查，鎖定一名39歲男子
展開調查，至4月18日拘捕該名男子，該名男子現正保釋候
查，該批冒牌服裝及飾物銷售對象，相信為海外買家，貨品
經郵遞方式寄往外地。

另於4月18日，海關在沙頭角管制站一輛入境貨櫃車上
檢獲2440粒懷疑冒牌藥物，價值約24萬元，拘捕48歲貨車男
司機；之後於4月19日在葵涌拘捕另一名54歲男司機，並在
他駕駛的私家車上搜獲6054粒懷疑冒牌藥物，價值約60萬元
。兩名被捕男子現正保釋候查。

【本報訊】沙田梁文燕紀念中學一名中年男教師，被校
方指不依時批閱功課，以及安排測驗次數未達要求，昨晨接
到警告信後情緒激動，跑上校內禮堂天台危站聲稱被針對，
其後被勸服返回安全地方。校方回應事件是 「執正來做」，
並非針對個別老師。

該教師姓黃（53歲），為中三級的班主任，主教數學，
曾出任訓導老師。梁文燕紀念中學位於顯田街嘉田苑。昨日
上午接近12時，事主接到校長的警告信，突然情緒激動，大
叫 「有事跟我上天台講」，隨後走到校舍四樓走廊，跨過欄
河登上禮堂天台危立，在警察與消防員到場游說時，不斷訴
苦聲稱被校長針對。約數十分鐘後，該教師心情平服被勸服
，自願返回安全地方及拒絕送院，隨後擺脫記者追訪回家休
息。警方列作企圖自殺案。

校長梁達衡表示，黃老師曾被三名學生投訴，其中兩人
不滿叫花名，另一人投訴功課遲遲未獲批閱退還。他親自跟
進，發覺該老師曾不依時批閱功課，安排測驗次數也未達校
方要求，要求解釋時對方迴避問題，所以決定發出警告信，
要求他14日內向教育局教育秘書長解釋，事件是 「執正來做
」。

【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前發展局局長麥齊
光與助理路政署署長曾景文涉嫌在28年前詐騙租金津
貼案，昨日在區域法院審理。兩名被告均否認串謀詐
騙及使用虛假文件共六項罪名，控方表示仍有法律文
件需時處理，申請押後案件。法官陳仲衡決定將案件
延至今日正式開審，兩被告繼續保釋候審。

被告麥齊光（62歲）及曾景文（57歲）同被控一
項串謀詐騙罪，另分別被控身為代理人意圖欺騙其主
事人而使用虛假文件共五項罪名。控罪指，兩人在
1985至1990年間，報稱沒有物業而租住北角城市花園
單位。但實際上，麥曾兩人各在城市花園購入一個單
位，再互相租用對方單位，以騙取租金津貼。麥齊光
涉騙金額達26萬元，而曾景文涉騙金額達44萬元。昨
日庭上並披露，兩人在互租單位事件曝光後，另買電
話卡聯絡。

麥曾兩人昨日先後到庭，都面帶微笑，表現輕鬆
。麥齊光由資深大律師郭棟明為代表，曾景文由資深
大律師清洪為代表。控方表示，原定傳召21名證人，

經控辯雙方研討後，決定只傳召當中15名證人。
另外，控方透露，不會認同被告2人在去年7月7

日的澄清聲明。當日聲明稱，兩人互租對方單位，只
因找不到合適買家，而被告兩人都認為對方是公務員
，是值得信賴，才將單位租與對方。控方認為有關聲
明屬臨時構想，並非互租單位的真正原因，目的只在
誤導調查部門及傳媒，控方不會接納被告利用該聲明
作抗辯理由。案情指，被告兩人在案發期間任職政府
工程師，兩人向政府申請租屋津貼，各自報稱租住城
市花園某庭21樓及22樓，但事實上兩人以親屬名義購
入上述兩個單位。麥齊光涉及詐騙租金26萬元，曾景
文涉及詐騙租金44.5萬元。

據資料，麥齊光76年加入政府，後晉升至發展局
（工務）常任秘書長。原定在10年6月退休。至12年7
月1日獲委任為發展局局長，在7月5日被揭發本案，
麥在7月12日中午辭職，出任發展局局長僅僅12日，
成為在任時間最短的局長。而曾景文1981年加入政府
，主要在運輸署工作。

【本報訊】商人陳振聰涉嫌偽造及行使已故華懋
集團主席龔如心遺囑的案件，昨日在高等法院開審，
控辯雙方早上進行法律爭議後，案件押後至下月3日
再審，預計審訊需時60日。由於法庭正聽取控辯雙方
的法律爭拗，為確保公平審訊及避免不能呈堂的證供
被公開，法庭下令禁止傳媒報道法律爭拗的實際
內容。

52歲的陳振聰被控一項偽造及一項使用虛假文書
罪，控罪指他在2006年10月15日至2007年4月8日期間
，偽造一份日期為2006年10月16日的龔如心遺囑，在
龔如心過身後一日、即2007年4月4日至2010年2月期
間行使該份假遺囑。陳振聰昨日到高等法院應訊。

法庭昨日先處理法律爭議，最快在下月22日遴選
陪審團及傳召證人作供。昨早聆訊開始時，律政司要
求法官下達命令，禁止傳媒報道法律爭拗的實際
內容。

法官麥機智同意過程可能會提及一些正式審訊時
不會呈堂的證供，如果傳媒報道，有機會影響陪審團
，為確保被告得到公平審訊，頒令傳媒現階段只可旁
聽，不可報道法律爭拗內容。獲法官批准，傳媒只能
報道五件事，包括：（1）陳振聰昨日出庭；（2）主
審法官為麥機智；（3）法庭正聽取控辯雙方的法律
爭拗；（4）聆訊的押後日期至下月3日；以及（5）
代表律師的名字。至於爭拗的內容，需留待整個審訊
完畢後才可報道，法官又指其命令不會限制傳媒在案
件進入正式審訊時報道證供內容。

龔如心在2007年病逝，陳振聰與華懋各自取出一
份遺囑，指是龔如心生前訂立，展開爭產官司。爭產
案於2009年5月正式開審，法院在2010年裁定陳振聰
所持的遺囑是偽造，他翌日被警方拘捕。陳其後上訴
但被駁回，到2011年10月，終審法院亦否決了他上訴
申請，令爭產案告一段落。

與曾景文互租單位同被控6罪

海關檢冒牌服裝及藥物

大成街市續封商販損失重

老師被指遲交功課企跳

地盤挖泥機遭縱火焚毀

躁漢飛樽擲的士傷乘客

青年搭巴士遺七萬 老翁拾金不昧 陳振聰案禁報道法律爭議

首宗雙非孕婦 「假結婚」案三名被告昨在沙田裁
判法院認罪，各被判處監禁12個月。首被告為39歲內
地孕婦張秋蘭，次被告為 「丈夫」31歲香港男子張俊
雄，第三被告則為張女的家翁71歲港人林耀池，三人
被控串謀欺詐及串謀以欺騙手段取得服務的控罪，港
男及家翁則罪加一等，分別加控一項 「作出虛假的聲
明以促使出生的登記」，以及一項 「協助、教唆、慫
使或促致作出虛假的聲明以促使出生的登記」的
控罪。

家翁與假老公同判監一年
消息人士指，第三被告老翁早年在內地所生兒子

因超齡無法來港定居，多年一直耿耿於懷，去年4月
得悉內地媳婦懷孕後，為了不想將來孫兒如兒子分隔
兩地，而媳婦亦希望兒子擁有居港權，於是 「家嫂」
去年6月先忍痛與老翁兒子、即腹中塊肉生父 「斬纜
」離婚， 「老爺」則經朋友穿針引線介紹下認識港男
張俊雄，以三萬港元為報酬答應結婚。

張秋蘭與張俊雄在去年7月29日結婚，女方成功
由 「雙非」搖身變為 「單非」，港男則獲金錢回報。
劇本一直進行順利，直至張秋蘭在8月成功取得 「預
約分娩服務確認書」，入境處調查衛生署呈報的單非
個案後起疑，去年12月決定展開調查搜集證據，發現
張女懷孕結婚日期太接近，4月至7月期間 「夫婦」根
本從未見面。

今年1月2日，張秋蘭在荃灣港安醫院分娩，1月
15日 「爸爸」偕 「外父」到入境處辦理出世紙時，入

境處職員暗中靜待時機，待張俊雄親口指自己為嬰兒
的親生父親時，立即將兩人拘捕，同日再於住所逮捕
張秋蘭。張秋蘭經調查後，承認嬰兒的親生父親實為
她的內地前夫。三人昨在庭上承認透過 「假結婚」令
張女取得 「預約分娩服務確認書」，目的是使張女能
在港分娩，家翁亦承認曾為兩人作出有關安排。

假丈夫申領出世紙時被捕
無辜稚子成為唯一 「過海變神仙」的 「漏網之魚

」，不知道出生不久爺爺與媽媽便身陷囹圄，入境事
務處助理首席入境事務主任（調查）蔡裕能昨日於法
庭判決後表示，嬰兒仍可繼續依法取得居港權，是次
行動仍算成功，認為今次個案是個別事件，無跡象顯

示假結婚成為趨勢，惟沒有正面回應搜證過程是否出
現困難，導致無法趕及阻止雙非嬰在港出生。

蔡裕能警告，串謀欺詐是嚴重罪行，根據《刑事
罪行條例》一經定罪最高可判監禁14年，任何人故意
在關於出生或死亡個案登記作出虛假證明書或聲明即
屬犯罪，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監禁七年。協助及教唆
者同樣會被檢控。根據《盜竊罪條例》，任何人以欺
騙手段而不誠實地取得另一人的服務，一經定罪可處
監禁10年。入境處強調十分關注非本地孕婦試圖以非
法手段入境香港分娩的情況，今年首三個月，共阻截
870名未有預約分娩服務的雙非孕婦，本港口岸 「闖
關」人數大幅減少，衝急症室人數由去年每月平均50
宗跌至今年20宗。

假結婚來港產子案情
日期

2012年4月
2012年6月
2012年
7月29日

2012年8月

2012年12月

2013年
1月2日

2013年
1月15日

資料來源：入境事務處

案情
39歲內地女子張秋蘭懷孕
張女與內地丈夫離婚
張女在家翁林耀池安排下，與31歲
香港男子張俊雄結婚
張女變身 「單非」 孕婦後，取得預約
分娩服務確認書
入境處接獲衛生署呈報張女的預約申
請，懷疑婚姻真確性遂展開調查

張女在荃灣港安醫院誕下嬰兒

入境處在出生登記處拘捕正辦理出世
紙的林耀池與張俊雄，張女同日在住
所被捕▲助理首席入境事務主任（調查）蔡裕能講

述破案經過 本報記者陳卓康攝

▲麥齊光辭職後被廉署起訴 資料圖片

▲陳先生將在美孚巴士總
站拾獲裝有七萬多元現金
的膠袋交到警署

▶陳先生想到失主可能等
錢應急，戰勝貪念報警

▲大成街市商戶登記後進入街市點算損失

◀校長梁
達衡指示
姓黃老師
危站的地
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