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實習記者 華鎧

瑩）去年 9月至

今年 3月，本港

發生22宗學生自

殺個案，3 日前

又有一名14歲學

生輕生。面對學

生自殺個案激增

這 一 問 題 ， 家

長、學校以至社

會應如何防範和

應對？
■阿珊勸勉輕生前「等一等」，總會看
見晴天。 華鎧瑩 攝■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指男性佔個案多數。 華鎧瑩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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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兒自殺 母：原來早有先兆
悟管教過嚴適得其反 親子應增了解

兩南亞乘客偷的哥3000元

蝴蝶灣再檢小鯊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六旬的士司
機，昨凌晨接載兩名南亞裔男子到深水埗，詎料有
人落車順手牽羊，偷去司機一個載有近3,000元現金
的手提包，司機發覺落車追截，意外跌倒受傷，有
警員剛巧在附近設路障，聞聲加入追捕，當場制服
其中一名疑人，惟仍被另一名同黨挾贓逃脫，警員
事後在的士上檢獲兩部疑是疑人遺下的手提電話，
刻下正設法緝捕賊人歸案。

警拘一人 檢逃逸疑犯手機
被捕南亞漢Ali（23歲），巴基斯坦籍，據悉持行
街紙留港，他涉嫌盜竊被帶回警署扣查。追賊意外
跌傷的的士司機姓陳（60歲），右手受傷，事後毋
須送院。
事發昨日凌晨3時許，兩名南亞裔男子在油麻地
寧波街截乘的士，聲稱要往深水埗，當的士到達桂
林街與醫局街交界停車後，其中一人先下車，着司
機等候，未幾折返站在車門外，車廂內同黨亦落
車，並乘機偷去司機放在前座的手提包，得手即與
同黨拔足狂奔，司機發覺立即下車追截，並高呼：
「搶嘢呀！」惟不慎跌倒受傷。
適時，剛巧有警員在附近設置路障截查可疑車

輛，聞聲立即加入追捕，迅速制服其中一名疑犯，
惟其同黨則挾贓逃脫。的士司機經點算，手提袋內
共有1,500港元及1,200元人民幣被盜。警員調查期
間，在的士後座發現兩部手機，相信是賊人匆忙間
遺下，正根據手機資料，設法追捕在逃賊人歸案，
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八隊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屯門蝴蝶灣沙灘繼
上周三發現小尖頭鯊後，昨午再發現鯊蹤，有泳客
在防鯊網外岸邊發現一條約1呎半長小鯊屍體，救
生員接報將屍體檢走，並報警及通知上級。漁護署
證實該鯊魚同為小尖頭鯊，雄性。海洋公園保育基
金正跟進有關事件。
發現鯊屍的泳客表示，昨午4時許在防鯊網外淺
水區，發現一條約1呎半長鯊魚沖上岸邊，遂通知
泳灘救生員處理。救生員聯同泳灘的康文署職員將
鯊魚放入膠桶檢走，但至他離開時，仍未聽到泳灘
有廣播通知泳客小心鯊魚。
警方表示，昨傍晚6時許接到蝴蝶灣職員報案，
稱發現一條疑似小鯊魚屍體，警員往現場調查。
小尖頭鯊魚屍體稍後經漁護署人員檢查，證實為

雄性。上周三，蝴蝶灣康文署救生員發現一條約2
呎長雌性尖頭鯊困於防鯊網中，救起放入膠桶後終
告死亡。

■沖上岸邊的小尖頭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食衛局局
長高永文昨日出席器官捐贈活動時表示，
為增加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人數，政府
將推出一系列活動，冀捐贈器官登記人數
由現時的20萬增至40萬人。政府還將研
究被動式捐贈制度，即市民不反對就代表
同意死後捐出器官，將透過民調了解市民
對這一方案的接受程度。

高永文：擬民調了解接受程度
「器官捐贈推廣約章啟動禮」昨日舉

行，逾百個團體及機構簽署推廣約章。高
永文致辭說，最近有關器官捐贈的新聞令
市民登記捐贈更踴躍，但本港捐贈率仍很
低，目前政府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只有
20萬名市民登記，目前等候肝及腎移植的
人數，分別達200人及2,000人，希望透過
推廣，在今年底令器官捐贈登記名冊內的
登記人數倍增至40萬人。
高永文透露，政府效法外國，研究制定
被動式器官捐贈法例，以及與臨床單位合
作，一旦發現有適合的器官捐贈者，便通
知器官捐贈聯絡員。

不過，他強調暫未打算於現階段推行此方案，因
這政策有一定爭議性，例如人權問題及臨床單位人
員的不滿，但政府將繼續探討相關議題，亦會於3
個月內進行民調，以2,000人為目標，了解市民對方
案的接受程度，日後亦會定期進行民調。
20歲中文大學學生馬倬朗上周於瑪麗醫院接受換

心手術，現時仍然在深切治療部留醫，情況危殆。
高永文表示，由於馬倬朗等候合適心臟已一段時
間，曾出現併發症，故手術後的進展比一般接受心
臟移植的病人慢，但情況屬預期之內，現時醫生正
密切監察，適時為其跟進治療或手術。

■高永文（中）、陳肇始（右二）、陳漢儀（左
二）、梁智仁（右一）和梁賢（左一）主持
「器官捐贈推廣約章啟動儀式」。

數年前，阿珊就讀初中的長子在家
中以毛巾自縊死亡，她頓時感到

「世界末日，永遠都不會再笑」，一度
想自殺，幸經社工輔導情況好轉。
她坦言，當初並無察覺兒子有情緒問
題，事後回想才醒覺到兒子自殺前的一
些蛛絲馬跡。
她回憶，兒子曾告知父母懷疑自己患
抑鬱，兩度嘗試用毛巾上吊，由於之前
曾經因限制上網發生過親子摩擦，所以
丈夫誤以為那是兒子爭取上網時間的詭
計，未予重視。後來，兒子經常顯得情
緒低落，不能上網便攤在家中沙發不動
不吃，放學就跟同學到網吧，最夜11

時才回家。
阿珊曾經聯絡校方，希望憑學校的威嚴

禁止學生去網吧，但校方僅回覆「放心，
學生都很喜歡讀書，不會跟你兒子去玩
的。」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她批評學校
不夠關心學生，認為每月應至少有兩堂
「生命教育」，指導正確價值觀。

兒看無痛自殺刊物 母未正視
出事前，阿珊曾發現兒子上網看教

無痛自殺的外國刊物，當時她擔心跟
丈夫討論會令兒子遭責罵。事後她深
感自責，承認管教過嚴，沒有正視兒
子的想法，經輔導後改變管教幼子的

方式，溝通協調溫習及玩樂時間。
她指，青春期親子難免有爭執，過

嚴的管教只會適得其反，雙方應多加
了解對方想法。

社工：不良資訊誤導少年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資深危機

輔導員韋賽姬指，網上資訊發達，不
時有教導如何自殺的文章流傳，心智
不夠成熟的青少年容易受到影響。
她又表示，網上遊戲當中不少暴力

的情節亦會令青少年有錯誤認知，曾
有沉迷遊戲的輕生青年留下遺書告知
父母，他只是到了另一個世界服務人

群。她批評網絡世界的不良資訊易誤
導青少年，惟難以規管，只能靠身邊
人多留意。
據死因裁判法庭報告，去年共有

1,022宗自殺死亡個案，即每10萬人中
有13.94人自殺身亡，較2014年上升15
宗。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分析，去
年個案以男性為主，佔62.92%，連續
10年佔逾60%，過去5年更呈上升趨
勢，認為男性精神健康備受關注。
主席周婉芬指，傳統中國男性形象較
剛毅及自尊心較強，遇到困難時寧自己
解決也甚少向外人求助，建議男士情緒
受困時多向家人及朋友傾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警方為打擊油尖區
黑幫活動及其收入來源，上周一連兩日採取「犁庭掃
穴」反罪惡行動，搜查多個疑由黑幫操控及經營的目
標地點，破獲一個假卡製造工場、一個武器庫、一個
非法賭檔，兩個毒品分銷中心、4個色情光碟分銷中
心及4個無牌按摩院等，合共拘捕96名男女，當中部
分人有三合會背景，警方相信已成功打擊區內黑幫的
收入來源。
油尖警區探員根據情報，經深入調查部署，上周四
及周五（23日至24日）展開行動，周四率先搜查山
林道一個疑屬黑幫的武器庫，當場檢獲4把牛肉刀、
一枝狼牙棒電筒、10個頭套、7個口罩、3對手套及
一對假車牌，拘捕4名（21歲至35歲）涉嫌藏有攻擊

性武器及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的男子。
同日下午，探員成功搗破彌敦道一個假卡製造工

場，當場檢獲17張偽造信用卡、3部讀卡器及兩部電
腦，行動中拘捕兩名內地男子及一對本地男女（36歲
至46歲），分涉管有用作製造虛假文書的設備及管
有虛假文書被扣查。警方隨後在油麻地廟街搗破4間
色情光碟分銷中心，檢獲約2.08萬隻色情光碟，總值
約52萬元，5名男子（48歲至77歲）因涉嫌管有淫
褻物品以供發佈被捕。
警方根據線報，上周四及前日先後搗破兩個位於

尖沙咀厚福街及漆咸道南的毒品分銷中心，檢獲約
24克霹靂可卡因及約6.5克氯胺酮，總值約3.6萬
元，10名本地男子及1名女子（18歲至43歲）涉嫌

販毒被捕。另外調查人員在上海街搗破一個非法賭
檔，檢獲約7,800元現金、3部電子釣魚機、兩部電
子遊戲機、小量冰毒及一個冰壺，兩男一女（21歲
至56歲）因涉嫌經營賭博場所罪名即場拘捕，另一
名25歲男子涉嫌在賭博場所內賭博被捕，而兩名男
女則涉嫌藏毒、藏有工具可作吸食毒品用途及吸食
毒品而被捕。

無牌按摩場夜店拘43內地女
最後警方突擊搜查油尖區4間無牌按摩院，拘捕4
名（33歲至52歲）男女，分別涉及協助經營無牌按
摩場所及協助經營無牌按摩場所；其後再搜查油麻地
區多個單位及尖沙咀一間夜總會，拘捕43名（21歲
至37歲）涉嫌違反逗留條件的內地女子。
為期兩日的行動中，另有16男3女因涉嫌藏毒、傷
人、襲擊等罪名被拘捕。

掃黃賭毒假卡 警油尖拘96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
水貨客及一名的士司機疑為搵快錢而淪
為毒品帶家。警方東區反黑組根據情報
經深入調查，昨凌晨先在北角截停一輛
目標的士，檢獲市值約10萬元的可卡
因，拘捕司機扣查。同時間毒品調查科
探員在粉嶺拘捕一名水貨客，在其背囊
內搜獲近6公斤可卡因及約1公斤冰毒
又100克大麻花，總值高達630萬元。
警方正通宵扣查兩案被捕疑人，並追查
僱用兩人販毒的幕後主腦。

警檢總值640萬毒品
涉嫌以的士作掩飾，四處運毒被捕的

士司機年約50歲，不排除有黑社會背
景，估計從事有關不法活動約一兩個
月，涉及的毒品主要供應港島東區及港
島其他區。東區反黑組早前根據情報經

深入調查，昨日午夜零時許採取行動，
在北角電氣道 233 號對開截查正「冚
旗」暫停載客的目標的士，在司機身上
及背囊內搜出多包懷疑可卡因毒品，全
部總值約10萬元，遂以涉嫌販毒罪名將
司機拘捕帶署，並將涉事的士拖走查
驗。
警方毒品調查科於早前接獲線報，指

有一名水貨客為搵快錢，不惜兼任毒品
帶家，遂在昨日午夜零時許，掩至粉嶺
聯捷街1號對開埋伏，待目標水貨客出
現，即上前截查，結果在其背囊內搜獲
5.8公斤可卡因，650克冰毒及100克大
麻花，市值共約630萬港元，被捕的水
貨客姓施（39歲）男子，有人報稱是為
8,000元報酬，替人將毒品帶出九龍區
分銷。疑人涉販毒罪名被帶回警署扣
查。

水客的哥運毒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主黨立
法會議員何俊仁早前協助銅鑼灣書店店
長林榮基召開記者會，聲言事件涉及破
壞「一國兩制」。團體「同心護港」約
20名成員昨日到何俊仁天后廟道飛龍台
寓所樓下示威。團體指，林榮基曾運禁
書回內地才被拘捕，內地執法部門拘捕
他是有理由及證據，批評何俊仁身為立
法會議員不分事非黑白、 搞亂香港。何
俊仁更被團體質疑收受「外國黑金」。
「同心護港」成員帶同標語、橫額及

五星旗等到何俊仁寓所樓下示威，他們
高叫「何俊仁千古罪人」、「破壞『一
國兩制』幕後黑手」、「破壞法律、踐
踏『一國兩制』」、 「賣國漢奸AV
仁」等口號，又要求何俊仁與他們見
面。他們逗留約半小時，何俊仁最終沒
有現身。
團體召集人曹達明指，「林榮基犯了
法受罰，是天經地義的」，但何俊仁以

此質疑中央政府破壞「一國兩制」，批
評他破壞香港秩序及「抽水」。他批評
何俊仁其身不正，在立法會開會時看艷
照，不務正業，行為不配做議員。

批AV仁顛倒黑白只懂拉布
成員張凱誼則指，何俊仁身為議員及律

師，但只聽林榮基的一面之辭，也沒有前
往內地，對事件完全不了解，「聽埋一邊
就話破壞『一國兩制』」，加上李波等人
已經澄清林榮基所言並非事實，並批評何
俊仁是顛倒是非，把事情「渲染、誇大及
失實」，行為極度可恥，對立法會有這種
議員感到憤怒及失望。
參與示威的陳先生指，林榮基向內地

輸入禁書，相關執法部門就有權拘捕
他，且內地如何執法亦與他人無關，何
俊仁沒弄清事實便指責事件破壞「一國
兩制」。何俊仁平日在立法會上只懂拉
布搞破壞，沒任何建設性。

「同心」20人何俊仁寓所樓下示威

■團體批評何俊仁身為立法會議員不分是非黑白、搞亂香港，更質疑他收取
外國黑金以協助林榮基。 文森 攝

■在水貨客背囊搜出可卡
因、冰毒與大麻花。

■水貨客涉販毒被捕帶署
扣查。 電視畫面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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