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搗雛妓集團14歲男涉援交
歹徒網上招聘暑期工 誘拍裸照迫接客

A5 責任編輯：姚逸民 2011年7月29日(星期五)重 要 新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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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昨日抱病赴溫州，看望動

車事故的傷者與遇難者家屬，到現場獻花圈悼

念，並會見中外記者。溫總理珍視生命，人性

化回應民眾，強調救人第一的原則，並承諾公

開透明調查事故原因，給出事實真相，顯示出

以民為本、對人民負責的態度，有助釋除連日

來籠罩在公眾心中的一些疑問和陰影。溫總理

強調高鐵的發展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要把安全

放在第一位，這是對高鐵發展實事求是的態

度，有利挽回外界對中國高鐵的信心。

此次動車事故傷亡慘重，引起社會強烈震

驚，搶險善後存在不足，亦造成不良影響。對

此，溫總理表示，事故發生後，胡錦濤主席當

即指示要把搶救人命放在第一位，他本人得到

消息立即給鐵道部負責人打電話，也只說了兩

個字，就是「救人」。溫總理珍惜生命，把搶

救人的生命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體現國家弘

揚生命的尊嚴。溫總理人性化回應民眾，是國

家以人為本、對人民負責的具體體現。溫總理

在溫州重申救人第一的原則，以其特有的親和

力安撫傷者及罹難者家屬，囑咐有關方面照顧

好傷者，給予受害者及其家屬合情合理的賠

償，認真清理遺物，讓人民感受到國家的關

愛，增強對政府的信心。

動車事故信息公開程度不足，存在不少讓公

眾和輿論感到困惑的地方。溫總理向中外傳媒

明確表示，事故能否處理得好，關鍵就在於能

否讓群眾得到真相，指出事故調查處理的全過

程要公開透明，接受社會和群眾的監督，嚴肅

對待並且給群眾一個負責任的交代。溫總理言

辭甚厲的表態，代表最高領導層向中國民眾、

國際社會表明中國政府徹查事故真相、還民公

道的決心，有助消除公眾的疑慮。

此次動車追尾事故，反映中國高鐵建設存在

安全隱患。溫總理強調高鐵發展速度不是越快

越好，要實現速度、質量、效用和安全的統

一，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安全是高鐵發展的前

提，沒有安全保障，高鐵也就失去可信度和生

命力。高鐵技術是中國近年自主創新快速進步

的結晶，也正如溫總理所言，應該對高鐵發展

充滿信心。只要認真吸取此次事故的教訓，更

加重視高鐵建設中的安全問題，實現速度、質

量、效用和安全的統一，完善高鐵的技術和管

理，中國的高鐵將更安全可靠、更具有競爭

力。

(相關新聞刊A2-A4版)

警方最近發現有人誘使或拍下青少年裸照，

然後強迫進行援交活動。西九龍重案組上周二

採取「搜鯨」行動，拘捕26名男女，包括8名

未成年男女，更首次發現有年僅14歲男生參與

援交。

本港的援交問題不但有低齡化趨勢，而且更

開始出現集團式經營，不法之徒利用網上平台

唆使或強迫青年進行援交賣淫，青年稍一不慎

隨時墮入圈套，為自身帶來難以挽回的傷害。

社會必須正視援交犯罪問題，一方面應加強打

擊，修訂法例提升罰則，並賦權執法部門規管

援交網頁；另方面加強宣傳教育，讓青年了解

援交與賣淫並無區別，強化道德觀念，遏制援

交歪風。

本港的援交風氣早年由日本開始傳入，過去

從事援交的青年，多是獨自在網上招徠，以掛

羊頭賣狗肉形式暗中進行。然而，由於不法之

徒看到援交市場利潤豐厚，近年開始明目張膽

進行有組織的賣淫活動，先是在網上張貼招聘

廣告誘使青年見工，繼而以利誘甚至暴力威嚇

手段威迫就範，不少青年因為「搵工心切」而

被不法之徒要脅從事援交賣淫，部分受害人甚

至是男童。這次警方破獲的援交集團相信只是

冰山一角，社會各界都應警惕這股歪風在社會

上繼續蔓延。

應該看到，援交集團可以有恃無恐地在網上

進行交易，原因是網絡上的犯罪行為帶有一定

隱蔽性，警方要搜證及巡察相當困難。針對援

交集團日益猖獗，警方必須加強在網絡上的打

擊，通過放蛇、舉報等方式搜集證據，並派專

人在各個有刊登援交資訊的討論區內進行「網

上巡邏」，以加強阻嚇力。現時警方雖然可引

用「唆使他人作不道德行為」罪來檢控援交集

團，但有關法例的最高刑罰僅判監六個月，對

不法之徒阻嚇力有限。當局應檢討有關法例，

加重刑罰，並增加警方在網上執法權力。

近年本港青少年問題屢響警號，吸毒、援

交、搶劫等案件此起彼落，背後反映的不只是

青年個人的品德問題，而是部分青年缺乏正確

積極的人生觀，沉迷於金錢物慾，致令不法之

徒有機可乘，部分青年更因歪風所及，以為援

交並非賣淫，對援交不以為恥，甚至是慫恿同

學朋友參與。因此，解決援交問題不能只靠警

方的打擊，教育當局及學校應對症下藥，為青

少年提供輔導，灌輸正確的價值觀及道德觀，

防止問題繼續惡化。 (相關新聞刊A5版)

溫總理珍視生命 誓言徹查真相 打擊援交 執法教育並重

社工：援交少男多非為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蔣焯文、杜法祖) 暑假期間，有不少學生因心急搵暑

期工而墮陷阱，警方最近就發現有人誘使或拍下青少年裸照，然後強迫援

交活動，而且情況愈趨嚴重。西九龍重案組上周二採取「搜鯨」行動，拘

捕26名男女，包括8名未成年男女，更首次發現有年僅14歲男生參與援

交，另一名14歲女生涉嫌唆使及控制他人進行不道德交易。警方呼籲青少

年切勿參與援交，更不要誤以為援交是一份工作或兼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雁翔）香港
對保護心智未成熟少男、少女的法例迥
異。俗稱「衰11」的「與未成年(16歲以
下)少女發生性行為」，是專門為保護女
童而設，若與13歲以下女童發生性交，
更有可能面對終身監禁的刑罰，但對於
未成年的男童卻沒有特定條文保護。有
律師指出，如有女性與未成年男子發生
性行為，只能控以非禮罪，法例保障男
女大不同，非禮罪刑期長達10年；如兩
人進行肛交才有可能面對終身監禁的刑
罰。
律師梁永鏗指出，現時法例上未有針

對未成年(即16歲)男童「風化案」而設

的法例，如有女性與男童發生肛交以外
的性行為，只能以非禮罪起訴。

非禮罪最長刑期達10年
換言之，援交男童若與客人進行肛交

以外的性行為，客人有機會被控非禮
罪，即使被告以兒童同意進行性行為作
辯解，控方仍可以作出起訴和入罪，因
為法例不容許16歲以下人士在自願或非
自願情況下，被他人非禮。
他指出，非禮罪最長刑期達10年，而

與年齡在16歲以下的女童性交的「衰11」
是《刑事罪行條例》中第200章第124
條，可處監禁5年。如男子與13歲以下

的女童性交，更有可能面對終身監禁的
刑罰。他認為，法律上有足夠能力保護
少男少女。法庭在判刑時會考慮被告和
受害人的年齡，例如40歲女性與15歲援
交男童性交，或40歲男性與15歲援交女
童性交，將面對較重的刑罰。

同性客肛交刑罰或更重
另一方面，如21歲以下的援交少男與

同性客人進行肛交，則有機會面對更重
的刑罰。大律師陸偉雄表示，根據《刑
事罪行條例》第200章第118C條，男男
肛交可處終身監禁，是客人與援交男都
需要面對的刑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雁翔）警方首
次拘捕涉及援交的少男，但有社工指出少
男參與援交早在2年前已有所聞，年紀最
小僅11歲。現時參與援交的少男以服務同
性顧客為主，與援交少女不同，多數援交
男不只為錢財吸引，參與援交是由於他們
不清楚自己的性取向，欲從中探索自己是
否同性戀者。

不知性取向 網上找客人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青少年服務部

主管趙德財表示，在兩年前已發現有男童
參與援交活動，援交男的「客人」以男性
為主，女客人則甚少見到。與援交少女不
同，多數援交男不只為錢財吸引，參與援
交是為揭開自己性取向之謎。中心曾接觸

過一名男生，當他11歲時懷疑自己的性取
向，便在網上「物色」援交的客人。最初
該名男童只與客人逛街吃飯，因為客人送
贈禮物，以及與客人到處遊玩，為逗客人
長期惠顧，後來更願意為客人口交。及後
他結識男朋友，因為有愧於男友，才考慮
結束維持了3年的援交生涯。

警隊募義工 網上搜疑點
援交活動利用互聯網作平台，令家長學

校難以發現，警方亦不易偵破。趙德財指
出，遏止援交活動需從預防入手，故中心
招募學生義工在網上接觸其他青少年，宣
傳援交引起的潛在危險，讓他們及早有戒
心。年輕人除了主動在討論區或交友網站
發帖外，亦有援交中介人在聊天室、網絡

遊戲中向少男少女「埋手」，利誘他們參
與援交，只要肯交出聯絡方法，數十分鐘
就有人聯絡。
中介人會鋪排他們先做簡單的工作，如

陪客人食飯行街等，再一步步增加性接
觸，令援交少男少女泥足深陷。

嫖客「報告」 評價援交女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部分年輕人經常瀏覽

的討論區或交友網站上，發現大量列明身
高、三圍、收費的帖子，有興趣的客人可
私下利用MSN聯絡洽談交易細節，更甚
者有嫖客撰寫「報告」評價援交少女。就
網上所見，平均每次收費約1,000至2,000
元，服務包括了食飯、拖手、性交等，多
數拒絕到客人的住所或汽車進行交易。

西九龍總區刑事總區警司盧國基表示，
時下青少年極容易透過一些網上討論

區、社交網站、成人網頁或報紙等，接觸到
一些不法之徒的宣傳廣告及招聘廣告，當中
以「搵錢快」及「安全」，又或招聘「拳手」
毋須經驗等誘使青少年「見工」，當事主填
報個人資料後，則被游說援交，其至被強迫
拍下裸照，並以掌握其住址及學校地址等作
威脅，強迫事主就範。

明目張膽賣淫抽75%佣金
西九龍總區重案組總督察王忠巡指出，過

往涉及青少年的援交活動多以掛羊頭賣狗肉
形式暗中進行，但如今已發展至幾乎明目張
膽，是徹頭徹尾的賣淫活動，情況備受關
注。調查顯示，該批援交青少年男女，從事
援交最長達3個月，接客多達10人以上。他
們每次肉金由數百至數千元不等，但不法之
徒卻從中抽取高達75%佣金。
警方西九龍總區刑事總部早於5月已開始

部署針對青少年援交賣淫的「搜鯨」行動，
經2個多月情報搜集，包括「放蛇」。

拘19男7女6人為學生
鎖定目標人物後，至上周二趁暑假剛開始

即採取拘捕行動，突擊搜查全港多處目標地
點，成功拘捕19男7女(14至47歲)，包括14人
涉及援交賣淫，當中1男7女年僅13至17歲，
6人為學生，另2人則報稱失業。警方更首次
發現當中有一名14歲男生參與援交，被安排
招呼男女恩客。這次行動中涉嫌援交的青少
年，部分將接受警司警誡，並轉交社會福利
署向法庭申請青少年保護令。

檢電腦攝錄機少女校服
其餘12男女分涉及控制他人從事不道德行

為、依靠妓女收入維生，及威脅促使他人作
非法性行為等罪名被捕，最年輕者竟為一名
14歲女童，她與另2名男子已被落案控告相
關罪名，稍後上庭。初步調查顯示，被捕者

當中部分有黑社會背景，但尚未確定有否涉
及黑社會操控或集團化經營。
行動中警方檢獲包括電腦、攝錄機、相

機、記事簿、手提電話及電話卡等器材，另
外還有大量避孕套，甚至供援交少女穿 校
服都有。盧國基續稱，警方對不法分子以援

交為名，誘使青少年賣淫的罪行零容忍，警
方在2008至2009年間，已成功控告23人控制
他人援交，他們分被判處監禁或守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蔣焯文、杜法祖) 青少年易受不
法之徒以「搵錢快」、「毋須經驗」等伎倆瞞騙，隨時
墮入求職陷阱，西九龍總區重案組總督察王忠巡指
出，青少年參與援交活動非常危險，呼籲學生搵暑期
工時，應特別留心工作性質，家長及監護人亦應時刻
留意子女的行為。

網站警帖切勿援交警示
王忠巡續稱，警方為遏止以援交為名的賣淫活動，

將從宣傳、教育、情報收集及嚴厲執法等4方面 手，
其中在宣傳及教育方面，警方由去年至今年暑假開始
前，分別與多間中小學的校長、老師、家長及學生舉
行不下10次講座，向學生講解有關援交的風險及禍
害，同時協助校方與家長處理學生援交的問題。另
外，警方亦與互聯網供應商，以及青少年經常瀏覽的
網站負責人保持聯繫，並會在有關網站帖上「切勿援
交」的警示。
警方呼籲，任何人如知悉援交罪行的活動，可透過

互聯網、信件、傳真等方法進行舉報，如情況緊急更
可直接致電999報案中心或向任何一所警署求助。

暑期搵工小心
毋須經驗舊橋

律師：女性狎少男只控非禮

■趙德財表示，在兩年前已發現有
男童參與援交活動，援交少男的

「客人」多以男性為主。 資料圖片

■梁永鏗指出，女性與男童發生性
行為，只能控以非禮罪。 資料圖片

■檢獲的證物包括避孕套及校服。
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焯文 攝

■西九龍總區
刑事總區警司
盧國基(中)展示

「搜鯨」行動中
檢獲的大批證
物。

香港文匯報
記者蔣焯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