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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長者墮電騙陷阱
警拘收贓款印傭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警方首次搗破涉
及印傭的電話騙案，在上月接獲 2 宗針對長者的 「猜
猜我是誰」電騙舉報，騙徒假扮受害人的兒子訛稱被
捕，急需現金保釋，涉及金額 21 萬元；警方在前日拘
捕一名印尼籍女子，相信為微薄報酬替騙徒收取騙
款，充當 「解款賊」，正追緝其幕後集團同黨歸案。

呃 2 事主付兒子保釋金共 21 萬元
東九龍總區重案組第 3 隊主管總督察莫子威表示，在
上月 6 日一名老婦在堅尼地城住所接獲來電，對方指其
兒子因醉酒鬧事被捕，需要 11 萬元保釋，老婦不虞有
詐，先後兩次到九龍寨城公園，將11萬元交給一名不知
名的女子，至上月22日老婦與兒子見面時方知被騙。
第 2 宗案發生在上月 9 日，另一名老婦在坪石住所
接到騙徒來電，對方訛稱是她兒子，同稱因醉酒鬧事
需 10 萬元現金保釋，老婦同到九龍寨城公園將 10 萬元
交給一名女子，至同月 13 日老婦與兒子相見時發覺被
騙報警求助。

籲市民多關心家中長者

涉案貨櫃場有達 150 個貨櫃具製冷功能，存儲凍肉。 記者 區天海攝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警方聯同食環署在過去兩日展開代號 「揮軍」 聯
合反走私行動，銳意打擊走私集團收入來源，搜查走私快艇和貨物，先後在龍鼓灘一
個貨櫃場搜出1700噸凍肉，總值超過5億元，並檢獲5艘經改裝的快艇，配備馬力
300至400匹的弦外機，行動中拘捕1名貨櫃場負責人。
被 捕 男 子 姓 周 （40 歲 ） ， 涉 嫌 違 反 香 港 法 例 第
132X 章《食物業規例》中 「經營無牌凍房」及香港法
例第 60 章《進出口條例》 「為走私用而建造船隻」
罪，據知他有黑社會背景，現正被扣留調查。

發現大批製冷貨櫃及改裝快艇
新界北總區反黑組歐陽德總督察昨日表示，在本月
3 日和 4 日警方和食環署展開代號 「揮軍」聯合行動，
反黑組人員加強收集情報，發現不法分子利用貨櫃場
作掩飾存放走私貨物，情報得知最常走私的物品為凍
肉，私梟會配備有製冷功能的貨櫃存放凍肉，部分連
接發電機，可存放數個月，其後會用躉船將凍肉運出

公海，交給快艇走私到其他地方。
警方在前日突擊搜查龍鼓灘下灘一個貨櫃場，警員
發現場內共有 200 個貨櫃，當中 150 個有製冷功能，
並在現場發現兩艘 17 米長的快艇，分別安裝 4、5 個
弦外機，每個馬力 350 匹，相信用作走私用途，稍後
拘捕貨櫃場負責人，涉案貨物仍在點算中，初步相信
貨值超過 5 億元，凍肉分來自巴西和荷蘭。警方和食
環署會根據香港法例第 132 章《進口野味、肉類、家
禽和蛋類規例》檢查所有貨櫃是否持有效的衛生證明
書。
水警西分區助理指揮官(行動)劉家業總督察表示，
自陸上關口封閉後海上走私有上升趨勢，走私集團以

食環署與警方聯合行動搜獲約 1700 噸冷藏肉類及內臟。
大馬力改裝快艇進行走私活動，對海上交通造成重大
危險。水警港外警區在 9 月 28 日開始進行一連串反偷
渡及海上安全的行動，聯同陸上警區、海關、海事
處、食環署和飛行服務隊打擊海上走私活動。

飛行隊助巡視黑點扣查 3 快艇
在本月 3 日和 4 日，水警聯同飛行服務隊直升機
在高空巡視走私黑點，在后海灣一帶發現兩艘改裝
大馬力走私快艇匿藏在紅樹林中，而至昨日上午則
在大嶼山白芒發現另一艘改裝快艇，3 艘快艇拖返
水警基地扣查，涉案快艇均沒有船隻號碼，船身長
12 至 14 米、闊 2.5 米，分別裝有 9 個 300 匹至 400 匹
的弦外機，航速超過 50 海里，相當於陸上行車約 80
公里，涉嫌違反香港法例 548 章《商船(本地船隻)
條例》。
劉家業指出，涉案快艇相信會進行走私活動，一般
由內地船員操作，因他們不了解香港水域情況和海上
安全要求，在繁忙水域航行是對海上使用者構成極大
危險。

樊錦詩細訴守護敦煌遺產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由團結香港基金
主辦、敦煌研究院協辦的 「中華大講堂」視像論壇，
邀得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教授以《力同心守
護敦煌藝術遺產》為題主講，細說幾代莫高窟人至善
至美的奉獻精神與保育弘揚國寶的重要性。
擁有超過 1600 年歷史的敦煌莫高窟，是世界上現存
規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中國文化藝術寶庫，可謂
人類共同的文化財富。為了守護這份文化遺產，樊錦
詩教授扎根敦煌逾半世紀，致力保護、研究和弘揚敦
煌文化，更被譽為 「敦煌女兒」。
1962 年，24 歲的樊錦詩參加大學畢業實習第一次來
到莫高窟。她憶述，當年的莫高窟幾乎與世隔絕，缺
乏交通工具，研究人員住土房、喝鹹水，條件非常艱
苦， 「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進石窟，我感到再苦再累
也是值得的。」自此之後，這位 「敦煌女兒」再也沒
離開，數十年間守護了 735 座千年洞窟，並致力於傳
承敦煌文化。
樊錦詩和團隊帶領敦煌研究院，克服當時傳統文
化被貶低、財政資源極度缺乏的問題，成功讓莫高窟
在 1987 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是中國首批申遺的

文化遺產，並逐步成為保護和推廣世界文化遺產的典
範。
1979 年開始，莫高窟正式對遊客開放，然而壁畫和
文物不斷衰變、損毀甚至面臨消失。面對保護與旅遊
發展之間的矛盾，樊錦詩深知必須在兩者之間取得平
衡。

冀藉促進文化交流走向世界

熱帶氣旋料迫港
將命名「獅子山」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天文台昨日預測，
一股達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會在未來一兩日繼續影響廣
東沿岸，料位於南海南部的廣闊低壓區會在未來數日逐
漸發展為熱帶氣旋，將會命名為 「獅子山」，並靠近廣
東西部沿岸至海南島一帶，而在與東北季候風的共同效
應下，預料周六及周日期間華南沿岸風勢頗大，有狂風
大雨，海有湧浪；而兩日普遍風力亦達 5 至 6 級，周六
離岸更吹7級風，風力達3號風球程度。

天文台料周末狂風大雨
目前，位於南海的低壓有機會增強成熱帶性低氣
壓，在未來 2、3 日不排除生成颱風，據國際命名，若
屆時雙颱風生成，將是今年第 17 號颱風 「獅子山」
(Lionrock，由香港提供)，以及第 18 號颱風 「圓規」
(Kompasu，由日本提供，指圓規星座)。

數碼科技保育傳承文化瑰寶
80 年代末，樊錦詩提出前瞻性的 「數字敦煌」構
想，透過數碼科技將洞窟、壁畫、彩塑及相關文物加
工成高智能數碼圖像，並將敦煌文獻、研究成果，以
及相關資料匯集成電子檔案，使莫高窟的歷史資訊得
到永久保存和永續利用。
在相關科技部門與海外機構的支持下，經過十多年
的研發，2016 年 「數字敦煌」正式上線。全球觀眾可
在線欣賞敦煌洞窟的高清圖像，全景漫遊這座人類文
明寶庫，讓敦煌這顆歷史明珠永遠散發出不朽的光
輝。

莫子威指出，兩宗案合共損失 21 萬元，兩名受害人
分別 76 歲和 81 歲，同為退休人士。東九龍重案組人員
接手調查後，發現收騙款女子透過找換店匯款到內地
戶口。至本月 4 日警員在黃大仙拘捕一名 52 歲印尼籍
女子，來港任職女傭，涉嫌 「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
罪，在其住所檢獲當日犯案時所穿衣物和匯款的單
據，相信她為數千元報酬替騙徒收錢。
莫子威說，受僱協助騙徒收錢的人士被稱為 「解款
賊」，調查得知，近日 「猜猜我是誰」電話騙案手法
有所轉變，騙徒開始不再只假扮親友，而轉為假扮受
害人認識的任何人。根據紀錄，騙徒曾假扮受害人的
東主，而另一名 12 歲小童被騙徒訛稱是他的老師，因
召妓被捕需金錢保釋同被騙財。
此外，過去騙徒會叫受害人將金錢直接存進找換店
匯款，但因找換店職員遇到長者匯大量金錢到內地戶
口都會提高警覺，騙徒遂僱用 「解款賊」減低風險。
警方呼籲市民要多關心家中長者，多致電給他們教導
防騙意識，如市民同被上述手法騙取金錢，可致電
36610101 與東九龍重案組人員聯絡。

樊錦詩教授細說敦煌人的奉獻精神，探討保育國寶
的重要性。
樊錦詩說： 「守護莫高窟是值得奉獻一生的高尚事
業，是必然要奉獻一生的艱苦事業，也是一代又一代
人為之奉獻的永恒的事業！」
展望未來，樊錦詩認為，要進一步挖掘利用敦煌文
化遺產資源，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敦煌學的發展也
不能僅僅局限在學術圈內，要讓敦煌文化遺產走出洞
窟，走出敦煌，走向全國，走向世界。

最熱 9 月平均最高 32.8℃破紀錄
另外，天文台指出，由於覆蓋華南的副熱帶高壓脊
較正常強，2021 年 9 月成為香港有紀錄以來最熱的 9
月。今年 9 月平均最高氣溫、平均氣溫及平均最低氣
溫分別為攝氏 32.8 度、29.7 度及 27.8 度，各較其正常
值高 2.3 度、1.8 度及 1.7 度，均為有紀錄以來 9 月份的
最高。該月的酷熱天氣日數及熱夜數目分別為 15 天及
11 天，兩者皆是有紀錄以來 9 月份的最高。今年 1 月
至 9 月的酷熱天氣日數及熱夜數目已分別達 53 天及 57
天，兩者都較 2020 年創下的全年紀錄為高。

氣節，撐起做人做事的精神脊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