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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琼視察塌露台 聽居民訴求

「兼職女友」賣淫 中學女生有份
卧底App「預約拘捕」10女 料無集團操控屬「個體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友光、鄧偉明） 警

方鑑於涉及學生援交的非法活動有上升趨勢，

加上暑假將至，早前在旺角區展開一項代號

「天河」的反援交行動，派出卧底探員喬裝嫖

客，以手機應用社交程式，成功「預約拘捕」

10名涉案女子，當中包括中學女生和美容師。

警方相信被捕者均屬個別行事，背後並無集團

操控。有外展社工呼籲，家長應多留意子女行

為，避免子女趁放暑假受不住金錢引誘，秘密

參與援交。

傳媒人張圭陽投訴「蘋動」報道失實

違法「佔領」行動雖已結束了兩年多，社
會整體回復平靜，但當時帶病執勸、休克送
院的警長談國倫（倫哥），至今仍然未能行
動及說話。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早前再
次與警隊朋友到醫院探望倫哥及其家人，坦
言感觸良多。她憶述，當時因「佔領」行動
阻塞道路，倫哥延誤了個多小時送院，最終
腦部細胞缺氧受損，「現在雖然甦醒但未能
行動及說話。」不過，她說倫哥最近身體情
況及氣色都不錯，其家人亦得到警隊的兄弟
姊妹支援，大家可以放心。她又請大家為倫
哥及其家人打氣，「在大家的支持及祝福
下，祝願倫哥早日康復。」

珮 帆 探 倫 哥

警方表示，將密切監察不法分子利用互聯
網進行賣淫活動，同時加強與社福機構

及學校進行宣傳教育，避免年輕人從事援交
活動。
被捕的10名女子，年齡由20歲至40歲，

全部是本地人，當中包括有中學生、美容工
作者、營商人士以及兼職教師，當中亦有從
事性工作多年的女子，以及高學歷人士，她
們因涉嫌干犯「為不道德目的而唆使他人」
罪名被帶署扣查。

援交改變手法 App招攬客人
旺角警區行動主任劉漢鈞署理總督察表
示，警方發現近期有關援交的非法活動營運
手法有所改變，參與援交的女子不同過往多
數利用成人網站討論區作宣傳的手法，改為
以「個體戶」方式使用手機應用社交程式，
如facebook及Instagram等「招攬客人」，刊
登色情廣告聲稱可作「兼職女友」，並可作

性交易、口交或手淫等服務，雙方會在手機
上初步接觸後再用WeChat相約進行性交
易。

個別涉案者竟建議上男方家
旺角警區特別職務隊第二隊主管陳穎女督

察表示，調查發現參與援交的女子包括有中
學生，加上暑假將至，遂在本月初展開一項
代號「天河」的反援交行動。其間根據收集
的情報，顯示最少有約30人以該類手法進行
援交宣傳，於是派出卧底探員喬裝嫖客「預
約拘捕」，最終成功拉人，並檢獲10部涉案
手機、100個避孕套、10支潤滑劑及11件情
趣衣物。
另外調查發現她們的收費由 1,200 元至

4,000元不等，她們相約卧底探員在公眾地方
見面，但進行交易地點則各有不同，有個別
更建議到男方家中。
劉漢鈞續表示，警方會繼續密切留意網上

援交活動，重點關注是否有不法分子利用互
聯網及手機程式進行賣淫活動。
因暑假臨近，警方會加強與社福機構及學
校進行宣傳及教育工作，讓青少年明白從事
援交活動的危險之處，以及同樣需要負上刑
事責任，防止相關罪行惡化。

壹仔勁蝕近4億 擬外判採編引爭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壹傳媒
集團去年虧損近4億港幣，為減省開支
成本，決定採取外判形式聘請採編人
員。台灣《蘋果日報》近日傳出以外判
形式聘請編採人員，有消息指香港《蘋
果日報》將實施類似的方案，其管理層
已於本月21日舉行會議，商討擴大外
判制度聘請員工，同時鼓勵現有員工離
職並自組公司合作，並以美術部首當其
衝，其次是副刊版。

壹傳媒工會表示，反對公司以任何形
式外判，會於今日與管理層會面商討有
關事宜。

工會反對任何形式外判
據《蘋果日報》母公司壹傳媒集團早

前公佈的業績，截至今年3月底，全年
虧損已逾3億港元，前年虧損亦近3.25
億元。期內收入17.83億港元，按年大
跌23%，主要源於印刷刊物在香港及台

灣的廣告收益大跌，及讀者閱讀習慣由
印刷刊物轉至網上媒體所致。
為減省開支成本，台灣《蘋果日報》

將計劃以外判形式聘請編採人員。有消
息傳出，香港《蘋果日報》亦不能倖
免，管理層已於本月21日舉行會議，
指由於公司營業額近年錄得虧損，故須
推出措施以減省開支。
據稱該集團將計劃以外判形式聘請員

工，亦鼓勵現有職員離職並自組公司合

作。
有消息指，美術部將會首當其衝，其

次為副刊版，至於靜態及突發組則暫未
受影響。《蘋果日報》社長張劍虹接受
傳媒查詢時表示，確認公司正討論擴大
以自僱人士（freelance）合約制方式聘
請員工，但目前未能透露細節，待方案
「成熟」時才對外公佈。
壹傳媒工會表示，得悉公司將計劃把

部分工種外判，對此表示不滿。

工會今日會與管理層會面，了解詳
情。工會認為，外判制度影響員工收入
及勞工權益，因此反對任何形式外判。
記協主席楊健興表示關注事件，並

已向《蘋果日報》管理層查詢，惟暫
未獲回覆。他表示，暫時未知道外判
制的實行細節，故難以評論。
他希望管理層能以員工利益為先，

盡快向員工交代事件及了解員工訴
求。

香港遊樂場協會
外展社工楊雅儀指
出，參加援交的女

孩子，初時一般以為僅需與「客人」拖
手仔及擁抱，便可以輕易賺取500元至
1,000元報酬，於是不再甘心做一些入
息較低的兼職工作。惟在手機應用程式
的援交圈子中，一旦結識了同為援交的
女孩，大家在互相「交流」下，很快便
會知道如何進一步作出性交易，以賺取
更多金錢。由於當中亦有淫媒混雜其
中，女事主更加容易受到引誘，在推波
助瀾下輕易進行性交易，甚至在援交過
程被偷拍照片或影片作要挾等，漸漸踏
上不歸路。
隸屬遊協油尖旺區青少年外展社工

隊的楊雅儀表示，以往接觸的個案中不

乏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及「乖乖女」，另
有部分讀女校的女生，最初亦可能只想
接觸異性，但在金錢引誘下，最終參與
援交活動。她勸喻家長平日要多留意子
女的行為，特別是在暑假，應鼓勵子女
參予正當活動及暑期工，避免落入不法
分子圈套，如發現子女突然多了零用
錢，更應查問清楚來源。另外年輕人如
果很少留意有關涉及援交禍害的新聞報
道，將會缺乏危機感。
楊雅儀謂，針對涉及年輕人或學生

的援交問題，近年已加強了網上外展工
作，並到學校進行教育講座，灌輸正確
人生觀，宣傳有關援交活動隱藏的陷阱
及危機，包括可能觸犯的法律條文等，
希望年輕人遠離援交活動，避免成為受
害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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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以為拖手擁抱 受引誘行不歸路

■援交女子透過網絡社交平台吸引嫖客光
顧。 網上圖片

■警方講述
「 天 河 行
動」過程。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鄧偉明 攝

■■反援交反援交「「天河行動天河行動」」檢獲的手機檢獲的手機、、避孕套避孕套、、
潤滑劑及情趣衣物潤滑劑及情趣衣物。。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 資深傳媒
人張圭陽（ 62歲）今年2月初遭一名16歲
少女指控非禮，警方經4個多月調查，近日
通知張調查已經結束，沒有人被檢控。張圭
陽對事件告一段落表示欣慰，感謝警方還他
清白，惟批評「蘋果動新聞」在有關報道上
誇張失實，昨已向香港報業評議會作出投
訴。
張圭陽向香港報業評議會投訴，指網上媒

體「蘋果動新聞」在報道該事件上，用畫面

效果暗示被指控者已干犯非禮罪，實施媒體
審判，誇張失實，有欠中允。
張圭陽曾在多家媒體出任主管職級，同時

在香港及內地多家大學任教，亦曾到東非坦
桑尼亞、柬埔寨、尼泊爾等地培訓當地國家
廣播電視管理人員。他認為，傳媒人應當珍
惜新聞自由得來不易，不應濫用，一旦媒體
氾濫作失實誇張的報道，就會失去受眾的信
任，得不到社會人士的支持，引發的後果相
當嚴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紅磡機利
士南路一座舊唐樓前日凌晨在黃雨中發生
露台倒塌意外，由於一樓至三樓露台結構
存在危險，政府承建商通宵拆除及完成加
固工程後，至昨傍晚將唐樓解封，陸續安
排居民返回住所。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
琼昨到現場了解受影響居民訴求，她關注
政府在處理舊樓安全方面的不足，考慮在
立法會作緊急質詢，並在區議會推動召開
緊急會議，處理相關事宜。
消息指，該唐樓早在2015年已有一名

陳姓住戶發現單位地板傾斜，外牆有約1
米長裂縫，疑是外牆巨型招牌拉力引致。
他求助區議員並向屋宇署投訴後，署方下
令拆卸招牌，但裂縫依舊存在。至今年5
月，屋宇署再收到上址樓宇失修舉報，但
也只是發出勸諭信，並無實質行動，結果
事隔僅1個月即發生露台崩塌事故。

考慮立會提緊急質詢
立法會議員李慧琼昨到現場慰問受影響
居民並了解情況。她又在fb上表示，對於
九龍城區再次有樓宇倒塌，表示非常遺憾
和傷心，她指事件再次揭露政府在處理舊
樓安全方面，是追不上舊樓老化的現象。
過去她已就劏房不斷增加而形成的累積重
量，長期向政府表達關注，但政府多次回

應表示「樓宇安全，無問題」，現再次有
樓宇倒塌，說明政府的判斷不夠準確，監
管及配套措施嚴重滯後。李慧琼要求政府
更嚴謹審視問題，確保樓宇安全。她會考
慮在立法會進行緊急質詢、並在區議會推
動召開緊急會議，處理相關事宜。
前日凌晨坍塌事件後，屋宇署派員作實

地視察後，認為一至三樓的露台均有結構
危險，須緊急清拆及臨時加固，幸整幢樓
宇無倒塌危險，受緊急清拆及加固工程影
響，住客需臨時到紅磡社區會堂棲身。
政府承建商的工人經通宵搶修，坍塌的

一樓露台全部拆除，並在二樓露台底部加
裝6支樁柱支撐，另在二樓及三樓單位近

露台內籠的四角，各加裝4支樁柱予以鞏
固。並將被壓毀的一段機利士南路路面重
新鋪上瀝青。
昨晨7時許，屋宇署人員視察加固工程
及登樓勘察後，部分居民獲准在民政署、
屋宇署及警員陪同上樓執拾物品。有居民
直言「今次冇死人冇傷人，真係奇跡！」
至傍晚唐樓正式解封，居民可陸續返回單
位。
屋宇署表示，今天會向有關樓宇業主發

出勘測令，着令其委任認可人士為樓宇結
構及狀況進行詳細勘測。至於樓宇坍塌肇
因，及有否違反《建築物條例》，該署會
繼續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於塘福
監獄服刑的4名囚犯，透過懲教署一名工
藝督導員聯絡中間人，安排他人假扮親友
探監，於欠債囚犯的包頭中取款3.6 萬元
清還「煙仔數」。案件昨在區域法院審
結，法官判刑時指，事件中懲教署雖沒有
實際損失，但被告行為損害了懲教署的規
管制度，判工藝督導員監禁6個月，涉案
的4名囚犯則被各判監5個月至11個月。
首被告懲教署工藝督導員梁藝林（37

歲），承認兩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名，辯方早前求情時稱，梁負責監督在囚
者製作金屬製品，須依賴在囚者合作才能
保持貨品品質及按時出貨。

安排假親友探監
懲教員囚半年

DR醫學美容集團女顧客疑接受打
針療程後不治，集團創辦人周向榮、
實驗室助理陳冠忠和註冊女醫生麥允
齡，3人同被控誤殺罪，案件昨在高
等法院續審。控方昨將曾盛載3名女
病人血液樣本的鹽水袋、試管，以及
放於細菌感染機的培植樣本呈堂，陪
審團起初隔着大封套膠袋觀看證物，

惟法官建議陪審員應拆開膠袋細看，有陪
審員聞言即尷尬微笑，並向鄰座陪審員做
出洗手的動作。
在審視呈堂物之前，6男3女陪審員每

人均獲發一對白色膠手套及口罩，由法庭
書記協助將證物傳閱，並拆去大膠袋，而
有關證物仍有小膠袋包裹，看畢證物後每
名陪審員亦獲發消毒濕紙巾清潔雙手。
控方昨在庭上透露，女死者陳宛琳（46

歲）2012年10月3日接受CIK療程注射後
感到不適，翌日返回中心求助時已發燒高
達40°C，職員及後將她送院，院方隨即
將陳轉送深切治療部，惟留醫一星期後終
告不治。
另案中女被告麥允齡曾向兩名接受CIK

療程後出現不適的女病人黃鳳群及王靜

波，處方多種藥物，主要是用作消炎及止
痛。藥物包括撲熱息痛（Paracetamol）、
胃藥西咪替丁（Cimetidine）、止痛消炎
藥痛博士（Cerebrex）及抗生素阿莫西林
（Amoxicillin）。
控方又透露，首被告周向榮患有肺癌的

胞姊周欣欣，2012年8月至9月期間也曾
接受CIK療程，周欣欣於案發後前往伊利
沙伯醫院抽血檢查，其中一個血液樣本顯
示有受細菌感染。事後院方再將周欣欣的
血液樣本送往政府化驗所進行第二次化
驗，伊院醫生事後為周撰寫了兩份醫療報
告，涉及日期為2012年10月5日至2013
年12月31日。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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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琼到塌露台現場了解受影李慧琼到塌露台現場了解受影
響居民的最新情況響居民的最新情況。。 fbfb圖片圖片

■■屋宇署已順利清拆屋宇署已順利清拆
及加固坍塌露台及加固坍塌露台。。

6月22日(第17/072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
三獎：$98,110 （65注中）
多寶：$25,66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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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攪珠日期：6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