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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盤工獸交毆記者 兩罪囚7個月

電騙匯走財務策劃129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再有市民遇

上電騙痛失過百萬元！一名任公司財務策劃
的女子，報稱本月11日接獲一名自稱速遞公
司職員的男子電話，指其有包裹涉及一宗刑
事案件，電話其後轉駁至一名聲稱是上海公
安的女子接聽，對方要求事主前往內地開設
銀行賬戶，以協助調查事件，女事主其後再
多次按指示匯款至新開賬戶，其後發現所有
匯款被人提走，損失合共129萬港元，前晚8
時自行到北角警署報案求助。

被騙10萬積蓄餘款向內地友借
墮入電話騙局女事主姓曹（31歲），來自
上海，但已取得香港身份證，任職一間公司
的財務策劃，家住北角一私人屋苑。

據悉她被騙的129萬港元，除當中10萬元
是自己的積蓄外，其餘款項均是向內地朋友
所借。
警方已將案件列作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

交由東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2隊跟進，暫時
無人被捕。
警方本周三（19日）剛公佈今年首季統計
數字，合共有171宗電話騙案，當中127宗
成功騙得4,058萬元，當中假扮官員行騙佔
54%，「猜猜我是誰」及虛構綁架各佔
23%，被騙事主中女性佔67%，當中八成是
永久居民，而損失最多金錢的受害人，教育
程度均在高中或以上。
另在剛過去的復活節假期，警方亦一共接

獲11宗電話騙案，共涉1,245萬元。

警破武器庫 檢145萬元大麻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近日公佈2015年「國際學生能

力評估計劃（PISA）」中的學

生幸福感專題報告，在受訪的

70個國家或地區中，香港15歲

中學生自評的生活滿意度排名倒

數第三，僅高於韓國及土耳其。

多達32.3%港生指自己曾遭受

不同形式的欺凌，比率屬全球最

高，當中以被同學作弄最多。另

港生同時面對父母少關心、學習

焦慮大的問題；港爸港媽對子女

學校活動感興趣比率為全港最

低，而港生學習焦慮指數亦排全

球第十二的偏高水平，逾三分二

人即使準備充足，對測考仍感到

非常擔心。

32%港生受欺凌 比率全球最高
生活滿意度全球尾三 憂測考學習焦慮指數偏高

OECD於2015年開展的一屆PISA，除
能力表現外，亦有向數十萬名來自約

70個國家或地區的15歲中學生作調查，從
多個角度了解其主觀幸福感（Students'
Well-being）。
近日發表的報告顯示，港生的生活滿意

度評分屬全球最低的一群，以0分至10分
計平均只得6.48分，僅高於韓國及土耳其
列倒數第三。而對生活非常滿意（9分至
10分）者只得13.9%，更為全球最少，遠
低於OECD平均值的34.1%。

26.1%會不時被其他同學作弄
是次調查中，有關學生自評遭欺凌的情

況值得關注。雖然港生於整體欺凌指數中
只列全球第十六，但欺凌普遍性卻極高，
32.3%人一個月至少數次受不同形式的欺
凌，26.1%稱會不時被其他同學作弄，兩
項比率均為全球最高。
港生學業壓力大，其因為學習或測考

所致的焦慮亦偏高。是次調查中港生學
習焦慮指數排全球第十二，高於大部分
歐美國家，惟比起內地、台灣、澳門及
新加坡等華人社會略低。
受訪港生中，52.7%指只要一學習就會

非常緊張，更有
67.1%稱，即使
有好好準備測考
但仍感到很擔
心。
父母對學生成

長的作用不可替
代，但此次調查
反映港生親子溝
通明顯偏低，全
港平均有逾86%
的15歲學生放學
後會跟父母談
話，但香港只得
76.8%排尾四，而感到父母對自己學校活
動感興趣的港生則只有70.2%，更於是次
PISA中包尾。

教局：觀感受不同文化價值取向影響
針對此次報告，教育局發言人表示，

有關結果主要根據抽樣學生的觀感，而
有關觀感會受不同文化背景、價值取向
所影響，故分析結果時不應單純作跨地
域的比較。
針對欺凌普遍性問題，發言人指過去

3個學年香港每年約有120名中學生涉及
校園欺凌個案。
局方並建議學校採用「全校參與」模

式訂定反欺凌政策，包括清晰的「零容
忍」立場、妥善的舉報機制與處理步
驟、高透明度的監察，以積極認真的態
度跟進每一宗欺凌事件。
教育局又表示，會透過預防教育、培訓及

訓輔，提升學生及教職員的反欺凌意識，
並讓學校在課程中加強個人成長教育，培
育學生尊重別人並掌握處理衝突技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 58歲地盤
燒焊工今年初在大嶼山偏僻處，與兩歲唐狗
人獸交，早前提訊時選擇承認控罪，惟離庭
後在法院外動粗，拳毆一名男攝記面部導致
對方鼻孔撕裂。地盤工昨日在西九龍裁判法
院就一項獸交罪及一項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
罪，被判監7個月。被告一方解釋因自己酗
酒問題嚴重，導致腦袋出問題，事發前有聲
音叫他和唐狗性交。
案情指，被告鍾連輝（58歲）於今年2月
1日用麵包餵受害狗女，並帶牠到溪澗洗
澡，期間被告用手撩狗的私處，被告「攬住
隻狗跪低」進行人獸交。

稱「聽到女性聲音叫佢咁做」

被告昨由囚車押送到法院提堂，神情憔
悴。辯方求情指，被告干犯人獸交是受酒精影
響，背景報告指他「聽到女性聲音叫佢咁
做」，但其實被告是知道這做法不恰當，現已
感到後悔，對自己家人及受害唐狗感到抱歉。
而襲擊攝記純因一時衝動和失控，被告願

向該名攝記道歉。
本港唯一被定罪的一宗人獸交案發生在

2000年，涉案男子被判入獄兩個月。本案裁
判官黃國輝昨判刑時指出，該案例年代久
遠，而且只是裁判法院案件，對本案量刑沒
有約束力。黃官又指涉案唐狗子宮受傷流
血，對狗女造成傷害，基於案情嚴重，決定
判被告獸交罪入獄6個月，而襲擊罪則判囚
1個月，兩罪須分期執行，總刑期7個月。

有關案件2月10日在西九法院提堂時，攝
記謝榮耀與其他記者於法院門外等候被告步
出並拍照，其間被告撞到幾名攝記身上，並
揮右拳打人，謝榮耀給迎面擊中，送院後證
實他右邊鼻孔撕裂，另背部有觸痛。
辯方就襲擊攝記行為求情，稱當時現場混

亂，被告失去自制才會拳打記者，他願意公
開向事主謝榮耀道歉。控方透露，事主不會
就被告行為追討賠償。

動物保護專員指判刑輕或上訴
「十八區動物保護專員」發言人鄭錦珊在

庭外表示，被告的人獸交行為完全違反自
然，認為法庭判刑太輕，將會去信律政司，
就被告獸交罪刑期提出上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
警方繼續採取代號「雷霆17」的反
罪惡行動，由前日至昨晨分別於觀
塘偉業街及大埔廣福邨採取行動，
合共拘捕3名男子，除檢獲總值逾
145萬元的大麻花毒品外，更破獲一
個疑屬於黑幫的武器庫，起出一批
水喉通及木棍等攻擊性武器。
昨晨8時許，大埔警區反三合會行

動組探員根據情報，採取代號「雷
霆17」行動，突擊搜查大埔廣福邨
廣義樓一個目標單位，當場檢獲4支
水喉通、兩支木棍及1支鐵通。
警方不排除該批武器用作黑幫廝
殺之用，並在屋內拘捕一名姓胡
（41歲）有黑幫背景男子，以涉嫌

藏有攻擊性武器將他扣查。
警方毒品調查科人員早前亦接獲

線報，前日中午12時許掩至觀塘偉
業街205號一座工業大廈，採取代號
「雷霆17」及「征服者」的打擊毒
品行動，其間截查兩名推着手推車
出現大廈的男子。
對方一度反抗，但很快被制服，

其後探員在手推車上一個紙箱及環
保袋內，合共搜出約重8.8公斤懷疑
大麻花毒品，市值約145萬元。
兩名涉案男子分別姓張（28歲）及

姓沈（32歲），俱涉販毒罪名被捕，
兩人其後連同毒品等證物一併帶署扣
查。警方正設法追查該批毒品來源，
不排除稍後會有更多涉案者被捕。

香 港 文 匯
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有
車神之稱的
「盲亨」詹昌
盛，其 16 歲
女兒詹詠嵐去
年底失蹤，最
後被發現浮屍
荃灣碼頭海
面，死者男友
原被控一項誤
殺罪，昨被改
控謀殺，案件
將於下月29日在東區裁判法院進行交付審
訊程序，期間被告須繼續還柙。

「盲亨」聽審「怒睥」被告
20歲被告林嘉偉昨日由囚車押送至西九

龍裁判法院提堂，林被控謀殺16歲少女詹
詠嵐。被告在庭上表現平靜。死者父親「盲
亨」詹昌盛亦有到法院聽審，坐在旁聽席前
排，有多名男子在旁陪伴，整個提訊過程
「盲亨」一直盯住被告。
詹詠嵐父母於去年12月11日報警指女兒

失蹤，4日後一名漁民在海中見到浮屍後報
警，詹詠嵐父母根據屍體身上特徵，即時認
出死者正是其女兒。而詹女報稱失蹤翌日凌
晨，被告林嘉偉在青衣墮海並大聲呼叫，獲
途人救起送院，警方其後懷疑他跟女友遇害
一事有關。

「盲亨」女遇害案
男友改控謀殺

■「盲亨」女兒詹詠嵐。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2012年
南丫撞船海難釀成39人罹難及92人受傷，
事發當日港燈職員甄劍清與家人出海同遊，
妻女不幸罹難，甄事後入稟高等法院向香港
電燈有限公司索償逾830萬元，案件昨在高
院原訟庭閉門審批授產安排。代表律師散庭
後指，目前尚有7宗至8宗民事索償案件未
能和解，但甄氏一家的案件雙方已達成和
解，惟律師沒有透露和解條件及賠償金額。
2012年10月1日申索人甄劍清與妻子鄭

燕蘭及一對子女乘搭「南丫四號」出海觀賞
煙花，期間船隻跟「海泰號」渡輪相撞，妻
女在海難中喪生。甄以一家四口的名義向港
燈索償，當中以甄及其子女名義的索償早前
已達成共識，港燈一方表明願承擔意外責
任，餘下針對甄太的索償昨亦順利達成和
解。

妻女南丫海難罹難
索償達和解

追債500萬不遂 商人危坐天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一名男商

人擬向友人追收500萬元欠款，前晚逕自
到訪西環山道友人住所，詎料友人身在外
地未返，萬般無奈下，疑一時感觸，突走
上天台簷篷危坐，大廈保安員發現報警，
後經警方、消防和其友人合力苦勸約個半
小時，始平復心情返回安全位置，未致釀
成悲劇。
一度企圖跳樓男子姓姚（43歲），據悉

以經商維生，聲稱自2012年開始，多番借
錢予一名友人做生意，至今友人已欠下他約
500萬元巨債。
現場為西環山道4號至16號業昌大廈，前

晚11時許，姚到上址擬找友人還錢，詎料摸
門釘，失望之餘獨自登上15樓天台危坐簷篷
邊，險象環生，大廈一名姓陳（69歲）保安
員發現報案。
警員與消防員先後趕抵，立即封閉大廈對
開的山道天橋，張開救生氣墊戒備，然後登
上天台展開游說，並成功聯絡到姚的一名男
友人到場加入勸解，雙方僵持約個半小時，
直至昨日凌晨零時30分左右，事主心情終於
平伏，態度軟化，自行返回安全位置結束對
峙，隨後由友人陪同離去。
警方相信事件無可疑，列作企圖自殺案處

理。

■警方到大埔廣福邨拘捕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男子。

■鍾連輝承認人獸交判囚7個月。
網上圖片

油車非法賣油
載5000公升油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友光）消防處特
遣隊聯同警方昨在大埔工業邨成功破獲一個
流動非法加油站，當場截獲一輛運截危險品
的油缸車，檢獲約5,000公升油渣，一名涉
嫌非法為商業車輛入油的男子當場被捕扣
查。
現場為大埔工業邨大喜街一處空地，被截

獲油缸車上載有約5,000公升油渣，據悉車
輛牌照只限於運送燃油用途，但調查發現該
輛危險品油缸車已停放上址一段長時間，也
無合理解釋。有人疑似替一些商業車輛，包
括旅遊巴進行非法加油，昨日清晨6時消防
處特遣隊人員遂聯同警方進行取締行動，即
場拘捕一名報稱負責看守該輛油缸車的男
子，涉嫌違反《危險品條例》295章，並無
持有有效危險品儲存牌照被扣查。

■充當流動非法加油站的油缸車。

青山靶場遭非法耕種 駐軍清理整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針對有傳
媒指近日有行山人士在屯門良景邨後山的
行山徑，發現一則以解放軍駐港部隊法律
處名義發出的通知，內容指將於下周一
（24日）開始針對青山靶場內的非法耕種
點進行清理整治，並強調青山靶場屬軍事
禁區，任何人未經准許而擅闖，或會被檢
控。
有關報道指，青山靶場鄰近下白泥行山

徑，由良景邨後山拾級而上，僅5分鐘腳程
就能走到青山靶場外圍閘口。該鐵閘雖然會
上鎖，但由於平日無人看管，不時有行山人

士自行剪鎖開閘進入靶場，闖入禁區。有當
區區議員指，不少退休人士喜好行山，部分
人更會在禁區山坡內非法耕種。

擅闖可被檢控 罰款5000囚兩年
解放軍駐港部隊昨日以書面回應有關報

道時指，青山靶場屬於軍事禁區，屬於香
港《軍事設施禁區令》列明的軍事禁區，
受《中國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
法》和《公安條例》等法律保護，任何人
未獲駐軍許可不得進入靶場範圍，否則可
被檢控。經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5,000

港元及監禁兩年。
青山靶場主要入口及邊界的顯明位置均

設有警告標誌，標明軍事禁區範圍，以免
市民誤闖。擅自闖入軍事禁區屬違法行
為，市民更不應在軍事禁區內進行任何未
獲授權的活動。
針對青山靶場內發現的非法耕種情況，

駐軍已定於4月24日起進行清理整治。
駐軍希望借此提醒廣大市民，青山靶場

經常進行包括實彈射擊在內的各種軍事訓
練和演習，靶場範圍內的地勢非常險要，
市民不應擅闖靶場範圍。

■有市民擅
闖青山靶場
非法耕種。
資料圖片

■OECD公佈港生受欺凌比率全球最高。圖為年前聯合國兒童基金
青年使者向中學生網上欺凌說不。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