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游塘將軍澳堆填區活化

20172017年年66月月2727日日（（星期二星期二））香  港  新  聞A11 ■責任編輯：李楊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現時網上交友程式大行其

道，不少人都會使用該類軟件交友以至尋覓另一半，卻有女性

因而誤墮色狼陷阱。警方指去年涉及網上認識的強姦案有11

宗，較前年激增接近一倍，而本年首季同類非禮案則錄得8

宗，比去年同期增加超過一倍。同時亦有男性被「假援交」所

騙，去年更有年僅14歲的受害男童因「假援交」而受騙，加上

一向以女性受害人為主的「網上情緣」騙案，警方形容現時騙

案是「情性兼備」。

近年不同類型罪案數字
涉及從網上認識的強姦案

2015年 6宗

2016年 11宗

2016年首季 1宗

2017年首季 2宗

涉及從網上認識的非禮案

2015年 17宗

2016年 15宗

2016年首季 3宗

2017年首季 8宗

「假援交」案件

2016年第四季 292宗

2017年首季 186宗

求職騙案

時期 宗數 受害人數 總涉金額

2015年 33宗 37人 130萬元

2016年 27宗 33人 150萬元

2016年首季 13宗 17人 120萬元

2017年首季 3宗 3人 3萬元

干犯毒品罪被捕人數

2015年 508人

2016年 440人

2016年首季 109人

2017年首季 86人

非法販運毒品被捕人數

2015年 297人

2016年 231人

2016年首季 61人

2017年首季 41人

資料來源：警方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禮傑

歲仔遭「假援交」呃 元
網友強姦非禮案倍增 警：現時騙案「情性兼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
禮傑）互聯網帶來的方便

不言而喻，但相關的騙案種類卻愈來愈多。警
方本年首次發現有俗稱「炒信」的網上回帖求
職騙案，受害人在網上求職時被告之要先繳交
會費方可獲得兼職，其後被安排在拍賣網站回
帖賺取少量酬金，但後來就不會得到任何工
作，得不償失，最年輕受害者更只得11歲。
警方商罪科訛騙調查組總督察譚詠詩指

出，本年暫時共有兩宗「炒信」騙案，其中
11歲的受害人以支付寶繳交約700元的「會
費」，替網站回帖，最後只獲得數十元的酬
勞。另一宗案件則是一名38歲女士，被告
之幫助銷售廚具可獲10%佣金，因而被騙約
8,000元，最後得不到任何收入以至貨品。
至於其他的求職陷阱仍然存在，雖然數字
有下降趨勢，但去年最高錄得一宗涉款95萬
元的案件，受害人被訛稱要申請信用卡購買工

作用品，更被盜取個人資料，向財務機構申請
借貸，當中借了約70萬元。

去年31港人當「衝關豬」
另外，近期有青年欲找快錢而替人運毒至

海外，即當「衝關豬」，最後被捕。根據警
方與內地和海外執法機關聯合行動的數字，
去年共有31名香港人因參與跨境販毒而於香
港關口、內地、澳門及海外被捕，當中包括
4名15歲至19歲青少年，涉及不同種類毒品
約2,928公斤，價值39.7億元。
毒品調查科情報組署理總督察鍾文齡指

出，雖然涉毒案件有下降，但近期罪犯以較
新的網上宣傳，以找快錢及免費旅遊作招
徠，以數千至數萬元酬勞找「衝關豬」。
她續指有人訛稱18歲以下人士販毒只需被

警司警誡，但曾有案例判處監禁10年以上，
呼籲青少年不要以身試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環境保護署昨日公佈，根據第一
期「活化已修復堆填區資助計
劃」的評選結果，由基督教家庭
服務中心負責活化觀塘馬游塘中
堆填區，將發展成為綜合社區活
動中心。另由東華三院負責把將
軍澳第一期堆填區活化為營地及
環保教育中心。至於屯門的望后
石谷堆填區，由於沒有合適的活
化方案，日後再作發展。
「活化已修復堆填區資助計

劃」督導委員會，詳細考慮第一
期資助計劃的所有申請，挑選出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及東華三院
的活化方案。
馬游塘中堆填區將發展為綜合

社區活動中心，主要設施包括戶
外歷奇體驗區、農圃、園藝治療
花園、綜合教育活動室、多用途
小禮堂及公眾休憩用地等。將軍
澳第一期堆填區則活化為營地及
環保教育中心，主要設施包括露
營場地、環保教育展覽及活動設
施、迷宮花園及戶外康樂活動平
台等。
第一期資助計劃下的已修復堆

填區包括觀塘的馬游塘中、屯門

的望后石谷及西貢的將軍澳第一
期堆填區。於2015年11月27日
至2016年4月29日的申請期內，
環保署共接獲27份資助申請，包
括有關馬游塘中及望后石谷堆填
區分別各7份申請，及13份有關
將軍澳第一期堆填區的申請。
至於屯門的望后石谷堆填區，基

於接獲的申請普遍未能充分考慮該
堆填區的發展限制，督導委員會認
為當中沒有合適的活化方案。環保
署將檢視該堆填區的發展限制，並
考慮有否改善之處，以便利該堆填
區日後作合適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香港賽馬水平之高，屬世界一流
之列。香港女騎師蔣嘉琦於去年
一鳴驚人，更令不少青少年視騎
師為理想職業。香港賽馬會由即
日起招募新一屆「賽事見習學
員」，獲挑選的約25名學員入職
月薪約 1萬元，完成相關訓練
後，可成為見習騎師、策騎員及
賽事見習行政助理等多個賽馬工
作崗位。馬會賽馬培訓發展委員
會高級經理暨見習騎師學校校長
陳念慈說：「香港的年輕人，15
歲前未必有機會騎馬，收生是一
張白紙不打緊，最重要是品格態
度良好，肯用心學習便可。」

培養技巧兼學術品格修養
新一屆見習學員的接受申請日

期為即日起至下月19日，應徵者
之後要過體能測試、面試與策騎
測試及選拔體驗營幾關。凡年滿
15歲、具中三學歷者均合乎申請
資格。基礎課程為期9個月，如
要成為見習騎師，其後要再受訓5
年至7年。
陳念慈指出，馬會提供的賽馬

證書課程，除了培訓學員的騎術

技巧外，同樣重視他們的學術知
識，以至品格修養等各方面的培
育，冀能為年輕人締造美好的前
途。學員完成有關課程後，可獲
得等同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
局評核之第一級至第三級的認可
資歷。
她續說，學員日後除了有機會

成為見習騎師外，也可在其他賽
馬工作崗位上盡展所長，例如策
騎員、賽事見習行政助理、馬術
事務助理、釘甲匠及獸醫事務技
術員等，大有發展前景。

「升正」練馬師稱前景理想
將於下個馬季「升正」練馬師

的羅富全，1981年修讀中三時透
過賽事見習學員計劃加入馬會，
受訓後成為見習騎師，1987年晉
升為騎師，從騎間曾策騎馬王
「及時而出」奪冠。掛靴後曾擔
任多位練馬師的助手，其能力獲

馬會肯定而於新賽季晉身練馬
師。他認為，香港賽馬業前景理
想，任何人只要有興趣及能力，
定有發展的空間。
現年23歲的見習騎師潘明輝，

今年 3月才展開香港的策騎事
業，至今已取得17場頭馬。他
說：「我一直以當騎師為夢想，
當年考了兩次才獲取錄，可能我
在第一年未能展現決心吧，經過
多一年的準備，最終成功。」
獸醫事務技術員吳俊偉於2012

年投考賽事見習學員，接受基礎訓
練後，後來轉為馬房助教練，教授
馬房助理學員照顧馬匹技巧，並於
今年轉往馬醫院擔任獸醫助理。他
坦言，當初是希望當見習騎師，惟
經過半年訓練後，技術表現不符當
騎師的條件，「當時很失落，很迷
惘，但後來想通了，於是轉往幕後
發展，我期望最終能成為一位專業
的獸醫護士。」

馬會招見習學員 校長：肯用心學便可

「炒信」求職遇騙 11歲少年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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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網
絡安全組總督察許綺惠指出，部

分網上交友程式有「速配」功能，每
日會彈出提示以推介不同網友作配
對，但就有騙徒訛稱自己是專業人士
或紀律部隊人員，交談後再邀請受害
人到其他即時軟件相談，達至一定好
感後便提出約會，見面時就予以侵
犯，大部分受害人是女性。
根據警方數字，去年涉及從網上認
識的強姦案有11宗，較前年的6宗激
增接近一倍，當中涉及交友軟件We-
Chat、 Skout、 iAround， 以及 face-
book。防止罪案科培訓及支援組總督
察關惠群指，本年首季亦有2宗，也
較去年同期的1宗多。

交保證金買點數卡騙錢
至於因網上認識而發生的非禮案，
去年錄得比前年少兩宗的15宗，We-
Chat及 iAround也涉其中，另有其他
軟件包括momo及Hello，亦有其他網
上討論區，受害人包括13名13歲至34
歲女子，及兩名31歲及33歲男子。關
惠群表示，本年首季則錄得8宗，比去
年同期的3宗增加超過一倍。
同時，警方去年第四季錄得「假援
交」案件292宗，本年首季則有186
宗，許綺惠指，99.9%受害人為男

士，今年首季最年輕受害人只有16
歲，去年則有一名14歲男童因「假援
交」而損失3,000元。
許綺惠續指，在網上自稱女性的人往

往聲稱可提供援交服務，又說要保障自
己安全，要求受害人繳付可退回的保證
金，及後會指自己遇麻煩需要對方購買
點數卡幫忙等，藉以騙取金錢。

最大單金額損失逾50萬
案件數字雖降，但最大損失金額的

單一案件卻由去年的30萬元升至本年
的超過50萬元，許綺惠表示，受害人
為20歲出頭男子，在幾星期內購買超
過20次點數卡。
她指出，騙徒手法與騙財的「網上

情緣」相似，受害人始終沒有與對方
見面，惟該類案件受害人以女性為
主，形容現時騙案是「情性兼備」。
除了風化案件外，網上騙案亦涉及

港人酷愛的網購，去年第四季警方錄
得385宗，至本年首季增至565宗，
當中受害人最年輕只得12歲。
另亦有案件涉網上遊戲，包括扮賣

家放售賬號騙取金錢，由去年第四季
的59宗，增至本年首季的89宗，受
害人以學生為主，去年及本年首季最
年輕的分別是11歲與14歲，涉最大
款項分別為60萬及10萬元。

■警方指去年涉及網上認識的強姦案較前年激增接近一倍。 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禮傑 攝

■■馬會招募新一馬會招募新一
屆見習學員屆見習學員。。

■■潘明輝潘明輝（（前前））示範策騎示範策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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