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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本票網購呃 37 萬拘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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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往銀行入票博信任 利用過賬需時騙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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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女 1 男，其中 2 名分別 40 歲及
被捕的
31 歲女子，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
產」被扣查；另一名 27 歲男子，則涉嫌販
毒被扣查，他與 31 歲女疑犯屬同居情侶關
係。
警方在今年 1 月拘捕 5 名利用偽造銀行
本票網上購物的詐騙集團成員，案中涉及
騙取的二手名牌手袋總值 142 萬元。及至最
近商罪科再接獲 3 名受害人報案，指在網上
社交媒體及網上購物平台放售名錶及首飾
等物品時被騙。

藉放售名錶約疑犯交易
調查發現，受害人在放售有關物品
時，俱獲一名女子聯絡表示有興趣，相約
見面以銀行本票付款交易，騙徒更陪同事
主往銀行將用作付款的本票存入事主的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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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貨車剷上行人路撞壆始停下。

■警方展示偽造的銀行
本票。
本票
。
鄺福強 攝

戶，事主於是將放售的物品交予對方。殊
不知銀行處理本票或支票一般需時 1 至 2 個
工作日，最終事主被銀行通知有關本票不
能兌現，更屬偽造，始知上當受騙，於是
報警。
商罪科經調查相信 3 宗案件均為同一網
購詐騙集團所為，並鎖定部分可疑人士。
警方前日（13 日）透過在網上放售一隻約
值 11 萬元名貴手錶的賣家，相約一名 40 歲
可疑女子在港鐵大圍站交易。對方以一張
疑偽造的銀行本票付款，警員隨即將她拘
捕。
其後警員再到將軍澳唐明街一住宅單
位搜查，以同一罪名拘捕另一名 31 歲女同

■女高級督察李凝姿（中）籲
網購時提高警覺。 鄺福強 攝

黨，檢獲她們犯案時所穿着的衣服、使用
的手機以及一張懷疑偽造買賣本票的收據
等。另在屋內檢獲小量「冰」毒及可卡
因，毒品總值約 6,800 元，同屋一名 27 歲
男子涉嫌販毒被捕。

警方籲認證平台現金交易
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偽鈔及偽造文件
組女高級督察李凝姿呼籲，市民在進行網
購時要提高警覺，加倍小心，應在受認證
的網上平台購物交易，或盡量以面對面用
現金方式，一手交貨一手交錢交易，以減
低風險；若選擇收取支票或本票時，須確
認有關金錢已過賬才交付貨品。

山火葬場。
林老師的妹妹及弟弟前日在殯儀館外
回應傳媒時仍難掩傷痛，胞妹稱：「呢個
幾月對我哋嚟講真係好漫長，對林老師嘅
離開，我哋依然感到好難過，依然好掛住
佢，但我哋會努力走出呢個傷痛。」對於
■林麗棠設靈，不少人獻上花牌致哀。
東華三院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事件至
今仍沒交代具體的調查時間表，她直言：
「我哋唔知仲要等幾耐，又或者仲應唔應
該等落去。」更加哽咽道：「我哋都希望
就呢件事親耳聽到佢（羅校長）嘅講
法……真係好想聽番佢點講。」
家屬：冀聽校長說法
林老師的胞弟則指教育局應主動調查
林老師的遺體昨日上午約 10 時半出 事件，並需作出政策檢討。他又批評校本
殯，由胞弟捧住遺照離開，靈柩移送鑽石 機制是「畀教育局推卸責任嘅藉口」。

東華三院李東海
小學女教師林麗棠，
疑不堪校長長期針對責難致壓力爆煲，上
月 6 日在天水圍的校園內墮樓身亡，家屬
前日為她在紅磡萬國殯儀館設靈，靈堂中
央掛有「教澤永懷」橫匾，靈堂亦放映林
老師的生活照片，展現她生前開朗一面，
當日有逾百名親友、學生及家長到場弔唁
或獻上花牌致哀，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剛
卸任東華三院主席的王賢誌均有到場致
意，惟校長羅婉儀未有現身。

墮樓女教師

及犯案動機。
警方於昨晨 7 時 08 分、7 時 45 分、8 時
58 分及 9 時 56 分先後接報，地點分佈在觀
塘協和街、寶珮街及翠屏北邨，報案人均
稱一名女子遭男子扑頭搶劫。警員經初步

槍擊案拘兩女一男
槍手寓所檢兩「槍」

林
■麗棠出殯。

觀塘三小時 4 宗虛報扑頭搶劫

連綿春雨路面濕滑易生車禍，
昨導致多宗車輛打滑失控意外，其
中最嚴重的為昨午 3 時半許美孚美
荔道有客貨車疑因路滑失控，逆線
先後撞倒一輛電單車及貨車，最後
剷上行人路撞壆才停下，一名 50 歲
姓康的鐵騎士面、腹及腳傷，倒地
重傷昏迷，送院搶救，客貨車 29 歲
姓黃司機未有受傷，涉嫌危險駕駛
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被捕。
另於凌晨零時許，一輛七人車
沿東區走廊東行，至鯉景道一處彎
位時，疑因天雨路滑失控撞壆，再
反彈衝前數十米始停下，除車頭損
毀外，右前輪更撞至甩脫。駕車的
馮姓 27 歲男子頭及腳部輕傷，警方
到場替其作酒精呼氣測試，證實度
數超標，涉嫌酒後駕駛被捕，事後
送院治理。

■電單車被撞倒，司機重傷昏迷送
院。

林麗棠出殯 逾百學生家長致哀

觀塘區昨日發生多宗虛報搶劫案，警
方於三小時內分別接獲 4 宗搶劫案報警，警
員到場調查後均無發現，案件列作浪費警
力處理，交由觀塘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警方不排除為同一人報假案，正追緝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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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貨

網上平台放售貴重物品要小
心！有詐騙集團利用偽造的銀行本
票，以及銀行需時 1 至 2 個工作天處
理本票的「時差漏洞」進行網購行
騙。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商罪
科）繼 1 月拘捕 5 名集團成員後，前
日再採取行動「引蛇出洞」，成功
拘捕兩名女騙徒，案中相信最少有 3
名受害人在放售名錶及首飾時被
騙，損失財物總值約 37 萬元；行動
中一名男子涉嫌販毒被捕。

調查，相信上述地點均沒有發生搶劫案。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221 章，
任何人虛報有人犯罪、虛報內容對任何人
或財產安全引起憂慮，或傾向顯示他擁有
對警方調查具關鍵作用的資料，因而導致
警力浪費，即屬有罪；一經定罪，可判處
罰款 2,000 元及監禁 6 個月。

深水埗上周五（12 日）發生的街頭槍
擊案，昨晚續有新發展，警方再拘捕兩女
一男令被捕人數增至 4 人，惟案中男槍手仍
然在逃。據悉，最新被捕的其中一男一女
分別為槍手的女友及當晚同行的同黨，警
方更在槍手的寓所內發現兩支懷疑仿製槍
械，目前正設法緝捕槍手歸案。
最新被捕的兩女一男，分為姓謝（29
歲）本地男子，他涉嫌「有意圖而傷人」
在油麻地被捕；姓鄧（44 歲）本地女子及
姓陳（32 歲）本地女子，則涉嫌「藏有仿
製槍械」在九龍城區被捕。警方另在深水
埗一單位內檢獲兩支懷疑仿製槍械，以及
一批拆散的懷疑槍械零件。
案發上周五晚 10 時許，在深水埗長沙
灣道 259 號對開，一名黑漢「阿南」早前在
釣魚機賭檔疑被揭發「出千」，遭姓羅檔
主拒絕將點數兌換現金並驅趕離開。「阿
南」身懷自製手槍與另一同黨「阿群」與
羅在賭檔附近街頭相遇起爭執，「阿南」
疑開槍射中羅右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