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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性開放 床伴平均7.7位
七成15歲前嚐禁果 最細11歲 專家倡跨界支援輔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香
港性教育會及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昨
舉行第六屆「香港性文化節」開幕
禮，由昨日起一連8日在賽馬會創意
藝術中心舉行展覽。今年主題是

「Sex in the city性與城市空間」，平機
會主席周一嶽昨出席開幕禮時表示，
提到曾診治一對夫妻因性愛時過於活
躍，令整張床倒塌，因而受傷。他
指，這反映住的空間對夫婦關係及性
愛關係有很大限制。

今年「香港性文化節」主題是
「Sex in the city 性與城市空間」，周一
嶽在致辭時，提及任骨科醫生時，曾
診療數名住公屋病人，他們均睡碌架
床，小孩睡下格，夫妻睡上格，卻因
性愛時可能過於活躍，令整張床倒
塌，結果全家均受傷，反映住的空間
對夫婦關係及性愛關係有很大限制。

周又提到，自己是傳統環境長大，
性教育「並不存在」，家庭及學校亦
無提到，婚後兩名女兒小學升中，才
與太太擔心她們性知識不足，兩人互
相推搪教授性知識的責任。

指SARS影片名涉侮辱
另外，對於有報道指，一齣以沙士

為題材的恐怖電影，被指涉及歧視沙
士病人。沙士互助會認為有關電影內
容歧視沙士病人，又稱前日已去信平
機會，要求停止播映有關電影。周一
嶽昨回應事件，表示未曾正式收到投

訴 。 但 他 認 為 ， 電 影 的 英 文 名 稱 S A R S
Zombies，是帶有貶意和侮辱性，明日會與負
責電影的部門接觸，了解署方在審視電影時，
是否有足夠敏感度。

東主點蚊香 燒校服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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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遊樂場協會及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於今年3
月至6月，進行了「青少年與性及未婚懷孕」調

查，訪問了355名年齡介乎13歲至24歲的青少年，男性
187人，女性168人。發現當中79.7%曾有性經驗，比2008
年同類調查時的63%更高。約70%受訪者於15歲前發生第
一次性行為，平均年齡為14.7歲，最年輕的只有11歲。

24%遭友「破處」27%涉性交易

調查又發現，受訪者平均曾有7.7名性伴侶，當中16歲
以下受訪者，平均有6.26名性伴侶，比2008年時的4.4名
有所增加。受訪者與性伴侶的關係除了是戀人，有24%
是普通朋友，更有27%是網友、陌生人及性交易對象，
反映青少年的性觀念愈來愈開放。

未婚懷孕少女 七成選墮胎

在283名有性經驗的受訪者中，佔38.9%曾試過未婚懷
孕，男性為34人，女性76人。76名未婚懷孕的少女中，逾
70%選擇墮胎，28.9%選擇生產，最年幼的墮胎少女只有
13歲，而最年幼未婚生產的少女為14歲。調查又發現少女
在墮胎後出現明顯的墮胎後遺症，而未婚生產的少女則因
照顧嬰兒及角色突變而出現多種心理及情緒問題。

12%藉社交網手機App「邂逅」

調查又發現，學校及工作地點是受訪者最常認識性伴
侶的地點，佔55%，酒吧、樓上吧及Disco亦佔30%，最值
得留意的是，利用社交網絡及手機交友應用程式認識性
伴侶亦有12%，協會認為過早的性活躍再加上沒有採取避
孕措施，容易導致懷孕，甚至增加染上性病的機會，而

近年互聯網愈趨流行，不可能以控制網絡的方式避免青
少年接觸不良資料，但機構可善用互聯網，提供更多網上
輔導及正確資訊，向青少年傳播正確的性觀念。

梁偉權在昨日記者會上建議，社會服務機構成立跨專
業合作危機支援中心，以增加服務的平易性及提升青少
年求助的動機，並為家長提供危機處理支援輔導，協助
他們與子女共渡難關。學校方面，梁偉權建議把性教育
納入為學校正規課程，內容包括性心理、性生理、性道
德及性法律等。

針對意外懷孕的青少年，梁偉權認為需要提供更多親
職教育、產後輔導及短期住宿服務，以協助他們順利渡
過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青少年對性的態度愈趨開放，涉及婚前性行為及未婚懷孕的數字

不斷增加。有調查發現，近80%受訪者青少年曾有性經驗，追溯首次發生性行為的年齡，最年輕只

有11歲；受訪者性伴侶數目亦相當驚人，平均達7.7名。香港遊樂場協會總幹事梁偉權昨日在公布調

查結果時指出，當中衍生的社會問題，如意外懷孕後出現的未婚父母、墮胎、援交及性病傳播等，

建議社會服務機構成立跨專業合作危機支援中心，以增加服務的平易性及提升青少年求助的動機。

經手男亦受墮胎困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香港遊樂場協會油尖

旺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主任李德惠表示，曾有意外
懷孕個案在選擇墮胎後，情緒上非常難過，甚至在墮胎
手術後會「燒衣」給無法出世的孩子，又會常常失眠，
甚至出現幻聽，感覺好像孩子在向她哭訴一樣。亦有男
事主因為要女友墮胎，事後精神亦會受到困擾，「以往
觀念會覺得只有女性在墮胎後才會受精神困擾，但亦有
部分男個案出現自責的情況，所以服務機構亦需要照顧
到他們的需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30年前轟動美國西雅
圖、導致13人死亡的非法賭檔大屠殺慘案，其中1名被
重判入獄70年的香港犯人吳偉超（Wai-Chiu Tony
Ng），服刑30年後獲懲教部門批准假釋，將於35天至40
天內移交給美國移民及海關執行署，把他驅逐出美國及
遣返香港。現年56歲的吳偉超出席假釋聆訊及會見委員
時曾表示，他準備返回香港，陪伴患病老父。

吳偉超被控於1983年2月18日晚上11時，與2名同黨持
械行劫西雅圖唐人街的非法賭檔「華美俱樂部」。他們
挾持14人做人質，把各人綑綁，搶去身上財物後，逐一
向他們頭部開槍，結果有13人死亡，只有1人生還。3名
行兇者事後被捕。吳被控謀殺、13項一級械劫及一項二
級襲擊他人身體罪名。法庭裁定他謀殺罪不成立，但其
他控罪成立，每項控罪判入獄5年，分期執行。

服刑30年 6次申假釋遭拒

在獄中服刑30年間，吳先後6次申請假釋被拒絕，至
今年8月，華盛頓州中級判決審議委員會再度審議其假
釋申請，委員都認同吳在獄中表現良好，工作勤奮。華
盛頓州懲教部門中級判決審議委員會4名成員在周五投
票，以3票贊成通過讓吳偉超假釋。

美賭檔殺13人
吳偉超假釋遣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剛退休高級警員昨與
友人結伴到西貢行山遠足，詎料途經馬鞍山水牛山時突
身體不適暈倒，雖由直升機救起急送醫院搶救，惜最終
仍告不治，家人驚悉噩耗哭成淚人，警方事後證實事主
有病患紀錄，相信事件無可疑，惟死因仍需剖驗確定。

行山猝死的高級警員姓程（55歲），據悉服務警隊多
年，與家人同住大角咀紀律部隊宿舍，他早前剛獲批准
退休，正計劃如何安享退休生活。由於昨日是周未，加
上天氣良好，程遂相約7名友人同往西貢遠足。

程與7名友人昨早11時在西貢白沙灣集合後起步，沿
西貢行山到馬鞍山，至下午1時40分，一行8人步經黃牛
山與水牛山之間時，程突感身體不適，需友人攙扶到一
旁休息，詎料未幾他已陷入昏迷，友人大驚報警，消防
員趕到，再召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將事主送往港島東
區醫院搶救，惜終證實搶救無效，家人趕抵醫院，聞悉
噩耗，傷心欲絕。

病漢夥友打籃球險死

另外，一名有高血壓及糖尿病紀錄的45歲余姓男子，
昨晨與友人在小西灣綜合大樓3樓籃球場打籃球，至早
上9時50分快近完場之際，他突暈倒球場上，友人立即
報警，救護員到場為其作心外壓搶救，再急送東區醫院
搶救，余終恢復心跳，撿回一命，惟情況仍然危殆，須
於深切治療病留醫。

偕友西貢行山 剛退休警猝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理工大學眼科視光學院
抽查市面15款來自不同品牌、俗稱「大眼仔」的彩色隱
形眼鏡樣本，發現13個樣本未能通過擦拭及微生物黏附
測試，顯示鏡片表面色素容易被擦掉，生物黏附量亦較
通過測試的樣本最少高6倍。

13「大眼仔」未通過測試

港聞拼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在外貿成衣公司任
經理的男子，疑藉工作之便監守自盜，將公司準備
出口往歐洲，總值50萬元的逾100件成衣私吞後，公
然擺放在自己開設在荃灣南豐中心商場的時裝店內
銷售，警方接獲女東主投訴蒐證後，昨日拘捕該名
經理及其僱用的女售貨員，當場起回部分被盜成
衣。

被捕經理姓盧(33歲)，其僱用的女售貨員姓陳(23
歲)，2人分別涉嫌盜竊及處理贓物被帶回警署通宵扣
查。

深水 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七隊劉子樂督察表示，
本月25日，在長沙灣道開設外貿成衣公司的莫姓(28
歲)女負責人到深水 警處報案，指公司一批自行設

計和染布生產、擬出口往歐洲巿場銷售的100件成衣
被人偷走，全部總值50萬元。警方經調查蒐證後，
懷疑該公司有人監守自盜，將該批成衣運到荃灣西
樓角路138號至168號南豐中心商場一間自行開設的
時裝店銷售圖利。

警檢回200件 女售貨員被捕

負責該案的探員經調查後認為時機成熟，昨午2時
到涉案外貿成衣公司，拘捕該名涉嫌盜竊成衣的經
理，再押到其開設的時裝店搜查，當場檢獲約200件
成衣，當中除被盜成衣外，還包括部分仿製品，更
不排除已有部分贓物被成功售出套現，店內一名女
售貨員亦涉嫌處理贓物被捕。

外貿經理盜50萬成衣 開店銷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

法祖）19歲青年被指撬人牆
腳，前晚深夜在筲箕灣街頭
被3名惡青追打，的士司機
好心借手機給被毆青年使
用，豈料對方將其約值4千
元的手機跌爛，警方事後拘
捕一名涉案姓盧青年，事主
獲送院敷治，的士司機大歎
最倒楣是我。　

事發於前晚11時30分，姓
黃(43歲)司機駕駛的士途經
筲箕灣愛德街3號對開時，
突見一名青年被3名惡青追
打，由於其的士裝有攝錄機，將經過過程拍下。青年遭
窮追50米後，突衝出馬路，險遭的士撞及，青年終被追
及，在馬路中央被3惡青圍毆約半分鐘，同時踢爛青年
的手機才逃去。

事後的士司機下車查看青年傷勢，並代為報警，又好
心借手機給對方使用。豈料警車趕至時，青年突站起身
欲離開，手中手機意外跌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曾任食物及
衛生局副局長及特首辦主任、現任港大醫學
院院長梁卓偉，深夜牽涉一宗4車連環串燒
車禍中，昨晚11時許他乘友人私家車沿告士
打道西行，至中環夏愨道天橋時，前行有車
急煞，釀成梁的座駕、一輛的士、私家車及
公共小巴共4車連環串燒車禍，意外中共造
成13人受傷，幸梁卓偉安全無恙，事後可自
行轉乘其他車輛離去。受傷13人均未有大
礙，事後分由多輛救護車送往瑪麗醫院治
理。

梁卓偉1999年加入香港大學醫學院，2006年
晉升為公共衛生及社會醫學教授，於2008年5
月成為首批獲行政長官曾蔭權委任的副局
長，並在2011年9月30日接替譚志源出任特首
辦主任。曾擔任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銀行及
多個國際組織顧問，亦為香港小交響樂團監
察委員會成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盤蚊香險些
毀掉50年校服老店。旺角「金龍校服」東主在店
內燃點蚊香驅蚊，詎料收舖時卻大意未將其熄
滅，至昨日清晨終致閉門失火，幸濃煙驚動途人
報警，消防員到場迅速破門將火救熄，證實僅得
數箱校服及襪子燒毀，實屬不幸中之大幸。

現場為旺角太子道西194號地下一間已有50年
歷史、曾有「校服皇后」之稱的「金龍校服」
店。昨日清晨6時許，有途人步經上址，赫見該
店冒出大量濃煙，立即報警。消防員到場迅速破
門進入將火救熄，證實舖內僅約1米乘1米地方焚
毀，店內無人被困或受傷。

焚毀數箱校服襪子

店舖東主隨後接通知趕回協助調查，透露前
晚收舖前，忘記將燃點驅蚊的蚊香熄滅便離
開，消防員懷疑是蚊香意外燒 雜物導致火
警，並無可疑，慶幸現場僅得數箱校服及襪子
被燒毀，未波及其他大量校服。東主表示，其
他校服都有紙箱及膠袋裝載，未受煙熏或消防
水漬影響，損失有限。

曾為300校生產校服

「金龍校服」由方氏夫婦於1963年創立，主營
設計及生產校服、工人恤衫等，是校服界名店，
全盛時期曾為本港逾300間中小學設計及生產校
服，培正及喇沙中學等都是其客戶，故被同行冠

以「校服皇后」之稱。
該店初以家庭式作業，至70年代至80年代初，

學校為容易辨認自己的學生，紛紛委託校服店設
計校服，該店業務得以迅速發展，惟及後漸被同
行趕上，至80年代後期，方氏夫婦已將業務交給
子女打理。

另在2004年6月13日晚，該店曾遭獨行賊闖入打
劫，留宿的女創辦人方太的82歲金蘭姊妹李姓女
工，被賊人拳打腳踢毆傷及捆綁達5小時才脫
困，事件中賊匪掠去共3,000多元。

多校毗鄰開竹館遭拒 司法覆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男子向民

政事務總署申請在旺角通菜街開設麻將館，惟署
方指麻將館毗鄰10多間教育及宗教機構，附近有
不少學生及小孩途經，拒絕批牌。男子向行政上
訴委員會上訴再被駁回，遂入稟司法覆核，要求
推翻署方拒絕批牌的決定，並要求法庭頒令署方
重新考慮批牌。

入稟司法覆核的申請人吳漢強(譯音)，於前年10
月向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申請麻將牌或天九牌

照，打算在旺角通菜街143號至145號地下及1樓開
設麻將館，預計會提供40張麻將 供顧客耍樂。

自去年4月起，所有麻將或天九牌照的申請改
交由民政事務總署處理。去年11月，民政署回應
指麻將館方圓70米至100米內，有包括幼稚園及
學校在內的10多間教育及宗教機構。麻將館位處
的通菜街是著名「金魚街」，毗鄰亦有連接新世
紀廣場及旺角東站的行人天橋，人流繁多，不少
學生小孩都會途經上址，故拒絕批牌。

■校服店僅幾箱校服及校襪遭燒毀，實屬不幸中

之大幸。

■好心的哥約4千元的手

提電話跌爛，一臉無奈。

的哥助被毆青 借出手機跌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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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員運走大批疑被盜取的成衣，並將涉嫌男女蒙

頭帶署扣查。

■梁偉權建議成立跨專業合作危機支援中心，以增加服

務的平易性及意外懷孕青少年求助的動機。 王維寶 攝
■周一嶽(右)與吳敏倫在第六屆香港性文化節合唱《難

為正邪定分界》。 張文鈴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