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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女童裸照換網遊點數
「裸聊」激增涉勒索款169萬 最細僅14歲

新界南總區刑事部警司陳惠明昨日表示，新界
南總區於今年首11個月共有731宗科技罪

案，相比去年同期的472宗，升幅達54.9%，當中
涉及24歲以下的受害者人數，由去年1月至11月
136名，增至今年同期的199名，增加46%。而在
受害者中，最多涉及網上拍賣，其次為網上遊戲。

17歲女學生「裸聊」後被威嚇上床
不過，涉及「裸聊」的個案錄得顯著升幅，警方去

年在全港只接獲60宗「裸聊」個案，但今年首11個
月已急升至441宗，涉及勒索款項約169萬元。而新
界南警區佔99宗，其中34宗涉及24歲以下人士「裸
聊」，涉案人數亦由去年全年有4人，增至今年首11

個月已有34人。
曾有一名17歲女學生透過手機應用程式認識一
名男子，至兩個月後進行「裸聊」，該男子其後要
求與女生發生性行為，聲言不就範會將裸聊片段上
載互聯網並告知她的學校。女生因感到困擾，向社
工求助後報警。而報獲的「裸聊」個案，最低更只
有14歲。
另有一名13歲小六女生玩網上遊戲時，竟將自
己的裸照傳給在遊戲中認識的網友，以換取遊戲點
數。雖然女生期間沒有遭到勒索，但事後因感到困
擾，同在社工協助下報警。
陳惠明提醒市民，若有陌生人在網上邀請作為朋
友、進行裸聊、交換裸照、裸體片段時，必須提高

警覺。而市民進行網上拍賣時，應找信譽良好的賣
家，並小心保管戶口密碼，別向第三者透露戶口資
料，減少戶口被非法進入的機會。一旦不幸受害，
可向信任的成年人或警方尋求協助。

青協：「裸聊」苦主或與網癮無關
陳惠明只指，父母亦應留意子女是否過分沉迷上

網，並作適當指導，並可與專業人員尋求協助。他
又提醒，干犯科技罪行與其他罪行同等嚴重，若盜
竊一經定罪可判處監禁，故切勿以身試法。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違法防治中心督導主任陳文浩

則表示，「裸聊」受害人未必與網上成癮有關，又
提醒年輕人如果發現網友有可疑或自己被侵犯，應
即時停止聯繫。他又建議青少年不要啟動讓陌生人
搜尋的功能，以免讓陌生人接觸到自己，增加「裸
聊」風險。
而警方新界南總區將與香港青年協會合作於下周

三起推行針對24歲以下人士的「南網計劃」，以
減低年輕人受害於科技罪行。警方除會定期將真實
個案製作成短片上載至互聯網，亦會在荃灣和葵青
警區試行轉介機制，將存在風險的轉介至青協跟
進。青協將提供輔導服務及家訪，有需要會再轉介
到臨床心理學家。計劃將為期半年，檢討後會研究
在其他地區推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隨着網上通訊工具和手機

應用程式日益普及，「裸聊」個案亦顯著上升，警方於

今年首11個月已接獲441宗「裸聊」個案，遠高於去年

全年的60宗，涉及勒索款項約169萬元，年紀最小只有

14歲。另外，時下網絡遊戲盛行，有13歲小學女生在沒

有被勒索的情況下，願以自己裸照換取遊戲點數，終因

感到困擾而透過社工報警求助。警方新界南總區將與香

港青年協會合辦計劃，將具科技罪行風險的青少年轉介

社工跟進，減低年輕人受害於科技罪行，計劃為期半

年。

美
容
業
批
規
管
偏
袒

西
醫
挺
分
家

無人機測量土地省時93%

內地團經港外遊 倡須第三地簽證證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本港近日罕有發生內
地旅客因簽注問題與內地旅行社出現糾紛，在落馬洲
滯留兩天並要求「十倍奉還」。有見及此，旅遊業議
會將會向國家旅遊局提出，要求組織內地團經香港到
第三地的內地旅行社，要先提供團友已獲取第三地入
境簽證的證明，本港接待旅行社才會接團。主席胡兆
英昨指，有關建議下月會先諮詢業界意見，商討具體
細節，預計最快要兩三個月時間才能落實。
胡兆英認為，今次一個內地東北旅行團滯留落馬洲
的事件，不會損害本港旅遊形象，因為本港接待旅行

社已做好調解角色，問題所在是內地旅行社與團員未
辦好簽注所致。議會至前日為止，無收過任何內地團
員投訴。

將向旅遊局提出 下月諮詢業界
議會將會向國家旅遊局提出，要求組織內地團經香

港到第三地的內地旅行社，要先提供團員已獲取第三
地入境簽證的證明，本港接待旅行社才會接團。他
指，下月會就有關建議先諮詢業界意見，再商討具體
細節，預計最快要兩三個月時間才能落實。

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昨日在電台節目中亦表
示，正考慮向本地旅行社發指引，要求內地旅行社確
定旅客有簽證才接辦旅行團，並會與內地討論有關做
法的可行性。他又說，由於越來越多旅行團以香港作
為中轉站再去其他地方旅遊，所以關注因辦不到簽證
而出現的問題。
董耀中說，事件中的賠償是由內地旅行社負責，
而香港接待旅行社一直配合，而據他了解，有關旅
行團的機票事前都已訂好，是到出事當日才取消機
位，相信是真的因為簽注申請被拒而未能成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廣盛）土木工程拓展署去
年底斥資114萬元，購入定翼無人機及旋翼無人機兩
套系統，並在今年5月開始投入日常測量工作，成為
首個運用無人機的政府部門。該署高級土地測量師李
玉光表示，以無人機作測量較傳統人手測量節省
93%的時間，但無人機仍不能完全取代人手的精確測
量。

60足球場大礦場一日搞掂
兩套系統在今年5月投入服務後，已測量了將軍澳
填料庫、安達臣道石礦場、安達臣道發展區及和合石
墳場等7個地點。李玉光表示，以無人機作土地測量
能較傳統人手測量節省時。他說，面積約45公頃、
大約等於60個足球場的安達臣道石礦場，若以傳統
人手測量，需要兩星期或三星期的實地工作，而無人
機只需一日就可以完成拍照，收集完數據。

災區測量較安全惟精確度未夠
李玉光又說，運用無人機作土地測量比較安全，
以往發生滑波事故等自然災害時，土木工程拓展署若
要進行應急測量，人員都需要於政府飛行服務隊的協
助下拍攝，有一定的危險。而現時可第一時間派出無
人機收集數據，以獲得即時現場概述。然而，他承認
數據後期處理工作往往需時兩星期，形成瓶頸。署方
正計劃加強軟件系統，節省更多時間。
被問及無人機能否取代傳統人手測量，李玉光強調
無人機仍有一定限制，包括未能測量密林阻擋的土地
和室內土地，這些地方始終要傳統人手測量，而且人

手測量的準確度仍然比模型機高，人手測量的誤差只
有1厘米；無人機測量的誤差則達5厘米。
定翼無人機及旋翼無人機分別是由瑞典引入和由科大

研發，全部都配有星定位、數碼相機及特殊感應器等，
可按編定航線自動飛行，收集地形數據及照片，之後再

由電腦軟件分析數據，製作3D地型模型及3D相片檔案，
方便工程設計。土木工程拓展署指，兩套系統各有優勝
之處，由於定翼無人機飛行速度快，故較常用於大面積
的測量項目；旋翼無人機有6個旋翼，可在空中停留，
易於拍下高清相片及影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討論政
府區分醫療程序及美容服務的建議。美容業指
DR醫學美容事故涉及註冊西醫犯錯，批評政
府一刀切規管美容業是偏幫醫生。惟西醫代表
認為，在坊間讀過護理或美容課程不等同可從
事醫學美容，力撐醫療和美容分家。

美容界：DR事故涉西醫
立法會生事務委員會昨日召開特別會議，

討論政府把涉及注射及漂牙等程序，列為醫療
程序，須由註冊醫生或牙醫進行之建議。香港
國際專業導師協會副會長梁頌林表示，致命的
DR美容事故涉及註冊西醫，而美容業界一直
安分守己，但當局提出的監管措施及指引卻百
分百規管美容業，有欠公允、偏幫醫生。亦有
美容學校校長表示，很多美客從業員持有證
書，期望社會認同他們的專業資格。

醫界：坊間課程不等同可從事
香港醫學會會長謝鴻興對政府之建議感到非

常失望，強調專業守則不容許醫生與非專業人
士向市民提供專業服務，而醫生及美容業界絕
無合作空間。
香港西醫工會會長楊超發則指出，本港只有

部分醫生從事醫學美容，他認為在坊間讀過護
理或美容課程，不等同可從事醫學美容，促請
政府能盡快規範及發展醫學美容。
政府計劃明年立法規管激光和彩光等醫療儀

器，並已委託顧問研究規管高風險醫療儀器及
對商界的影響，料於上半年向立法會匯報。
香港美容健體專業人員總會主席許慧鳳批

評，有關致命的DR醫學美容事故涉及注射，
但使用美容儀器並不會致命，加上本港現時有
不少美容院提供儀器服務，部分儀器仍在供
款，促請港府規管美容儀器時，要考慮從業員
生計。

當局重申針對高風險程序
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重申，政府建議針對高風
險美容程序加以規管，主要以病人安全及風險為依歸。
在特別會議開始前，有逾100名身穿黑衣、分別來自
美容院、美容學校、美容儀器代理商等業界人士，由海
富中心遊行到立法會，反對政府一刀切規管，包括激
光、注射美容和漂牙等的美容服務，扼殺業界生存空
間。他們要求政府就規管美容程序要進一步諮詢業界及
公眾，及成立美容業發展委員會，釐定業界的人力資源
及資歷管理。

■旋翼無人機是由香港科大研發。

■李玉光表示，以無人機作土地測量較傳統人手測
量節省九成多時間。 陳廣盛 攝

■定翼無人機起飛方法相當有趣，要由人員投擲起飛。
陳廣盛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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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職業高球賽獎金增至45萬
香港職業高爾夫球錦標賽

之冠名贊助商富通保險宣

佈，2014年度賽事獎金將增

至港幣45萬元。

賽事將於2014年1月13日至

15日舉行，曾兩度奪得錦標

賽冠軍、上月在香港公開賽

領先的亞巡賽球星朴安侯將

再度衛冕，冀能創出錦標賽

舉辦39年來首項三連冠紀

錄。

今屆的參賽者勢均力敵，朴安侯要爭金奪
冠，必須面對連場惡鬥。

雲集草場的高手包括香港代表鄧子鏗和黃煥
民。他們曾於今年中國全運會勇奪銀牌，而鄧
子鏗更是唯一能打進香港公開賽第三輪賽事的
本地球手，實力不容置疑。而他也希望能繼布
力（Dominique Boulet）之後，成為首位獲得冠
軍殊榮的本地球員。

已奪得兩屆冠軍、穩坐香港職業高爾夫球錦
標賽獎金王榜首的詹姆斯．史都華（James
Stewart）也是極有機會奪標的本地職業球手之
一。去年，他僅屈居朴安侯之後得亞軍。

大賽冠軍級人馬、澳洲球手韋恩．格雷迪
（Wayne Grady）最為人樂道的，是他於1990年

Shoal Creek舉行的美國PGA錦標賽捧盃一役。
今屆，格雷迪將於愉景灣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
及香港哥爾夫球會連續三日作賽，首輪和最後
一輪會於粉嶺新場舉行。

格雷迪的同胞、只得28歲的添．史都華
（Tim Stewart），是前澳洲業餘賽冠軍，今屆將
以亞巡賽球員身份首次亮相錦標賽，令參賽陣
容更顯強大。

富通保險行政總裁司徒富瑞（Stuart Fraser）
說：「自2010年富通保險開始贊助以後，香港
職業高爾夫球錦標賽不斷發展。今年，我們決
定大幅增加獎金金額，這正好顯示富通保險積
極支持及推廣香港的職業高爾夫球運動的決
心。

■富通保險行政總裁司徒富瑞（右二）表示，富通保險冠

名贊助「香港職業高爾夫球錦標賽」，正好印證 公司對推

動本地職業高爾夫球運動的決心及承諾。

■新地聯席主席兼董

事 總 經 理 郭 炳 聯

（中）、民政事務局副

局長許曉暉（右二）、

教育家何文匯教授

（左二）、資深傳媒人

劉進圖（右一）及著

名演員黃秋生（左一）

一同主持「新閱會」

啟動儀式，鼓勵更多

人感受閱讀的樂趣。

由香港心連大地攝影會主辦，昌泰國際
集團有限公司愛心呈獻的「『甘肅水源』慈
善攝影籌款展覽2013」將於本月26日至29日
一連四日在香港銅鑼灣中央圖書館1至4號
展覽館舉行。

屆時，本次結合「旅遊」、「攝影」及
「慈善」的展覽活動將展出40位兩岸三地攝
影家的精彩作品，包括王苗、陳一年、容
紹新、曾慶旻、張鐵夫、郭亨斌等的近千
幅作品。

是次展覽所展出的相片來自該會自2012年
起推廣的「一人一相」行動。謂「一人一
相」攝影展，就是讓有愛心的攝影發燒友
們通過自己的鏡頭拍攝下甘肅省人民的生
活，參加者只需籌得港幣1,000元或以上，
便可在攝影展中展出一張相片，並將在港
舉行攝影展籌得的善款及捐款用於解決甘
肅省地區農民的飲水問題。該會曾用去年
舉辦攝影展所籌得善款徹底解決了定西市
渭源縣慶平鄉樊家灣、李家窖兩村10社500
多戶2,000多村民及4,000多大小家畜的飲水
難問題。

新地成立「新閱會」推動愉快閱讀風氣
新鴻基地產（新地）多年來致力推動閱讀及全人發展，日前宣布成

立「新閱會」，藉 這個平台推廣愉快閱讀。新地聯席主席兼董事總經
理郭炳聯、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教育家何文匯教授、資深傳媒
人劉進圖、著名演員黃秋生一同主持成立儀式，並將名人會員送出的
書籍贈予鮮魚行學校。同日，「新閱會」首個活動「當之乎者也遇上
Yo」－經典文學與流行文化講座，亦隨即登場。

新地聯席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表示：「成立『新閱會』是希望
透過這個平台，分享輕鬆愉快的閱讀體驗，並期盼所有人都能夠於當
中發掘自己的新天地。我們歡迎所有喜愛閱讀的人士加入，希望透過
精彩的文化活動，包括名人嘉賓閱讀講座、閱讀寫作營、本土文化導
賞團等不同方式，將閱讀融入生活當中。」

「新閱會」獲一眾社會知名人士支持，包括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
暉、何文匯教授、資深傳媒人劉進圖、著名演員黃秋生、知名設計師
劉小康、兒童文學作家周蜜蜜等，已率先加入成為會員。本地漫畫家
草日、展能藝術家唐詠然、插畫家梁媛媛、設計師莊一淦等，更分別
以愉快閱讀作題材，為「新閱會」進行創作，包括書擋、環保袋、書
籤、文件夾等，希望帶出一種全新的閱讀感覺。

在「新閱會」的啟動儀式上，新地聯席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更
代表一眾支持閱讀的名人會員，向鮮魚行學校送贈讀物，讓閱讀及知
識傳遞能夠薪火相傳。名人會員更在自選的書籍上，寫上鼓勵字句。
梁紀昌校長特別與學生代表到場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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