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足兩成市民滿意自己健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香

港的整體罪案數字近年雖然持續減

少，但詐騙案仍時有發生，數字更

有上升趨勢，當中以「網上情緣騙

案」、「電郵詐騙」及「求職騙

案」為近期最猖獗的詐騙案，警方

指不少網上情緣騙案的受害者都是

真心相信騙徒與自己相愛，有人即

使損失金錢亦不願意報警。警方提

醒市民切勿匯款予從未見面的「朋

友」，並建議先視像對話，確認對

方與社交媒體相片是否同一人，再

決定是否相信對方。

網上情緣騙案是近期較常見的騙案之一，
警方在今年上半年共處理272宗相關案

件，數目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248.7%，合共
損失金額達1.374億元。據警方統計，不同
年齡層的網上情緣騙案受害人都有，當中約
90%人屬女性，並有約30%人是白領。
警方指網上情緣騙案針對人性弱點作詐
騙，手法雖然不算新鮮，但仍然有人受騙。
商業罪案調查科高級警司鄭麗琪舉例指，有
受害人在2016年於網上結識聲稱家族經營石
油生意的馬來西亞華僑「男朋友」，對方早
前以需要行政費接管遺產為由，要求借款
2,600萬元，受害人因無力應付要求而與弟弟
商量，才驚覺自己受騙。
受害人最終在今年2月向警方報案，但事
前已經40次匯款到不同的香港及海外銀行戶
口，部分匯款更是曾從弟弟經營的公司虧空
公款所得。警方反詐騙協調中心最終協助他
們取回約150萬元被騙款項。

騙徒扮船員 海盜要贖金
網上情緣騙案時有發生，但卻不是全部受
害人都願意報案，有女士上月底到銀行要求
匯款20萬到外國戶口，予聲稱為駐土耳其美
軍的「男朋友」，銀行職員起疑後報警，警
方即時派員跟進，但她一直不相信自己受
騙，警員花了一整個早上才能說服她取消匯
款要求，但她在接受自己被騙的結果後，仍
拒絕就事件報案，令警方未能取得更多騙徒
的資料作調查。
商業罪案調查科警司陳天柱表示，騙徒多
扮成長駐海外的軍人、專業人士及行船的船
員，指過往曾有騙徒向受害人訛稱遇上海
盜，要求匯款，受害人於是到警署報案指朋
友被綁架，因而將案件揭發。他提醒市民切
勿匯款予從未見面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在
facebook等社交媒體認識，只是見過一幅
相，建議可做一次視像對話，如所見的人與
相片一樣，再決定是否相信。」
反詐騙協調中心由成立至今，共進行19宗
與網上情緣騙案相關的拘捕行動，共拘捕23

人，包括9男、14女，年齡介乎25歲至93
歲，涉及22宗案件，涉及金額約5,000萬
元，中心並凍結約320萬元。不過，陳天柱
指有關行動亦揭發不少「案中案」，部分被
捕人士亦是受害者，他們是按騙徒要求借出
戶口作收錢之用。

商務電郵騙案損失最大
如果以損失金額計算，商務層面的電郵騙
案則屬今年上半年問題最嚴重的騙案，1月
至6月共發生402宗相關案件，共涉款7.594
億元。不過，今年至今涉及金額最高的一宗
同類案件是在上月報案，有關數字並未包括
在內。
陳天柱透露，警方在上月接獲一間西班牙

機械零件公司報案，指有同事接獲公司行政
總裁指示，將港幣1,100萬歐元（約1.3億港
元）匯到香港一個公司戶口，事主按指示進
行匯款後發現受騙。反詐騙協調中心接報後
即時與銀行聯絡，發現該筆騙款已透過多層
轉賬，牽涉約20個銀行戶口，但最後仍成功
攔截近6,000萬元。
另外，警方亦特別提及求職騙案的問題，
有關案件在今年上半年已經發生69宗，較去
年同期大幅上升331%。警方指求職騙案主
要針對想「揾快錢」的年輕人，提醒他們提
高警覺。

網戀勿講金 視訊驗正身
網上情騙案猖獗 警：九成受害人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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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案數字

案件類型 2016年 2017年 2017年上半年 2018年上半年 2017年與2018年
(損失金額) (損失金額) 上半年升降幅度

電話詐騙 1,138 991宗 443宗(1.4725億) 165宗(1,055萬) -62.8%

電郵詐騙(商務層面) 867 683宗 311宗(4.407億) 402宗(7.594億) +29.3%

網上情緣騙案 114 235宗 78宗(3,640萬) 272宗(1.374億) +248.7%

投資詐騙 134 137宗 53宗(1,960萬) 90宗(5.357億) +69.8%

求職騙案 29 33宗 16宗(32.9萬) 69宗(1,139萬) +331%

資料來源：警務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防騙易18222」查詢數字
接獲電話總數：22,522個

分類 電話數目(百分比)
一般查詢 12,732個（56.5%）

關於提供可疑來電、電郵 3,776個（16.8%）
及推銷廣告等資料

與社交媒體、電郵、投資 951個（4.2 %）
及其他騙案有關

與電話騙案有關 715個（3.2%）

與騙案無關或未能分類 4,348個（19.3%）

註：數字統計至今年6月30日
資料來源：警務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特區政府高度重視
青年發展工作，致力為
他們開拓多元發展機
遇、向上流動和實踐理

想。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發表網誌指出，
政府為青年人推出的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
劃，讓他們通過親身到內地實習，將以往對
內地的誤解一掃而空。至於青年委員自薦計
劃，最新一期招募收到1,511個申請，反應
正面，其中以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申請人數
最多。
張建宗表示，資助計劃自2014年推出以

來，共有466個實習項目獲批資助。本年度
計劃批出的總資助額逾1億元，資助135個
內地實習項目，分佈不同內地省市，預計受
惠青年約3,600名。
他於上周五曾到深圳前海及南山，親身了

解香港青年在內地實習的情況。

張建宗：可了解灣區發展
他引述實習青年指，資助計劃讓他們親身

體驗內地不同行業和工種的職場實況，以及
與內地職場人士進行交流，從而了解內地企
業運作，拓闊視野及提升他們就業能力。
同時，亦藉此了解粵港澳大灣區的未來前

景和發展方向，為未來就業創業提供參考，
機會難得。
他表示，透過資助計劃，實習青年對內地

的發展認識增加，掌握第一手資訊。當中有
實習青年參與資助計劃前，對內地的發展不
甚了解。經過親身到內地實習後，將之前的
所有誤解一掃而空。

為青年提供議政機會
他又提到，青年委員自薦計劃現已擴展至

更多涵蓋不同政策範疇的委員會，每年進行
兩次招募，為青年人提供更多議政論政機
會。第一期自薦計劃擴大至10個委員會合
共20個名額，共收到1,511份合資格申請，
反應正面。當中以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申請
人數最多，其次是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社會投資共享基金及交通諮詢委員會。
他表示，本屆政府目標是於任期內提升各

政府委員會青年成員的整體比例至15%水
平。有關比例已由去年底的7.8% （即464
委員職位），上升至現時的8.8%（即529委
員職位）水平，增加了1%（即65委員職
位），進展理想。政府未來會陸續開放更多
渠道，讓青年人有更多機會參與公共事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青年北上實習
誤解一掃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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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去年
中成立反詐騙
協調中心，制
訂了緊急止付

機制，在1年內成功阻截5.3億元的
犯罪得益，並設立24小時反詐騙諮
詢服務，為懷疑受騙的市民提供協
助。
中心計劃在下個財政年度向政府

申請增加人手，以加強情報分析工
作。

23次行動拘逾30人
商業罪案調查科總警司曾正科表

示，反詐騙協調中心的「防騙易
18222」熱線在成立第一年共接獲逾
2.2萬個公眾查詢，成功阻止97宗騙
案。
另外，中心又曾協調23次行動，

拘捕逾30名疑犯，並曾與不同金融
機構合作，處理1,200個止付要求，
成功阻截5.3億元的犯罪得益。

曾正科指阻截騙款並不容易，因
為不少騙案都是跨境罪行，而且受
害人亦未必能及時報案。
反詐騙協調中心在現行編制下只

有25人，但就要兼顧24小時熱線、
情報分析及宣傳等工作，警方表示
計劃在下個財政年度向政府申請開
設額外人手，期望在2019年增至34
個常額編制。
曾正科並表示，即使有關申請不

獲批准，警方亦可以透過內部人手
調配增加中心人手，以滿足中心人
手需求。
商業罪案調查科高級警司鄭麗琪

補充，反詐騙協調中心獲批增加人
手後，會進一步加強情報分析，並
會繼續加強與境外的執法機構和金
融機構合作，及時凍結受騙的金
錢。
她並表示中心未來亦會加強宣

傳，提高市民的防騙意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年截5.3億「罪惡錢」
反騙中心擬增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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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永臣）為喚起市
民對健康的關注，九龍社團聯會發起「全
城投入，活出健康」系列活動，並於昨日
舉行啟動禮，並委任食物及衛生局前政治
助理陳凱欣為「健康大使」。該會同時發
佈「港人健康生活調查」的結果，顯示僅
得不足兩成受訪市民對自己的健康狀況滿
意，建議特區政府應增撥資源，提高市民
對健康的關注，並由地區開始，改善市民
整體的生活質素。
九龍社團聯會在本月6日至10日透過隨
機抽取電話號碼，向18歲或以上的香港市
民，作全港性電話問卷調查，獲得1,353份
有效回應。結果顯示，只有19.5%的受訪者
認為，現時的生活質素是屬於「好」或
「較好」的水平，反映市民對整體生活質
素並不樂觀。52.8%的受訪者表示對自己的
健康狀況不滿意，只有不足18.4%的受訪者
表示滿意。
就香港醫療系統問題，只有24.3%的受訪
者認為，香港的公共醫療系統能有效保障
市民的健康。63%的受訪者認為，診症的輪
候時間最需要改善，其次是服務質素。
另外，72.6%的受訪市民表示自己目前感
到焦慮。其中，分別有22.1%及21.5%的受
訪者，對居住及退休保障問題最感焦慮，
只有18.2%的受訪者對生活情況感到安心。

陳振彬：病床缺 市民信心減
九龍社團聯會會長陳振彬指出，數據充
分反映出近年不少公立醫院出現急症室輪
候時間過長，及病床嚴重不足的問題，已

直接降低市民對公共醫療系統的信心。
他又認為，目前香港人大多對生活有憂

慮，情況令人擔心，冀政府能根據數據作
出針對性的政策，逐漸改善市民對生活的
擔憂。
該會又建議政府增撥資源，提高市民對

健康的關注，並由地區開始，改善市民整
體的生活質素。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貞透露，該會

將舉行一系列活動，包括於本月的「8．18
健康日」、慈善接力遊戲等。
她又表示會聯同其他組織合作，舉行更
多活動，以喚起市民對健康的關注。
另外，陳凱欣獲九龍社團聯會委任為

「健康大使」。她在活動中向在場人士分
享心得，指自己保持良好習慣，又一直關
注大眾健康，冀藉健康大使的身份，鼓勵
大眾多關注身心健康。

香港生活緊張，不少市民需
購買外賣「醫肚」，惟使用太
多外賣即棄餐具，會對環境造
成損害，有商會調查發現，近
90%受訪市民贊成到餐廳購買外
賣時自攜飯盒，惟卻有逾40%
市民表示自己不會自攜飯盒。

商會建議政府加強教育，提高市民
自攜飯盒意識，又建議餐廳從減外
賣費着手，增加食客自攜飯盒動
機。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旗下的浩

洋青年商會，於今年5月至7月期間
成功訪問580名市民和60家餐廳，
了解他們對自攜外賣飯盒的看法，
從而探討自攜飯盒、從源頭減廢的
可行性。
調查發現，有近90%市民贊成自

攜飯盒到餐廳購買外賣，主要原因
是環保，其次是可節省外賣飯盒附
加費，以及為健康着想。惟同時亦
有逾40%市民表示，因消費習慣自
己不會自攜飯盒。

在不會自攜外賣飯盒的市民中，
有近70%表示因未知當日是否會叫
外賣，51.6%表示不方便，33.1%市
民則擔心餐廳未能配合。

近八成餐廳願配合
餐廳方面，有近80%餐廳願意配

合，容許外賣自攜飯盒，主因是能
履行社會責任、提高餐廳形象等，
但33%餐廳認為，對本身營運操作
有一定難度，且擔心與顧客在溝通
上出現誤會。有40%餐廳直指，自
攜飯盒對業務沒有實際幫助。
至於徵收「飯盒稅」，超過40%

市民表示願意多付5元停止使用發泡
膠飯盒。70%餐廳指擔心影響營運操
作，反對政府開徵即棄飯盒稅。
商會建議，政府應加強教育，提
高市民自攜飯盒的意識，又建議餐
廳從減外賣費着手，增加食客自攜
飯盒的動機，亦鼓勵餐廳以標籤識
別可接受自攜外賣飯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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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振彬等人現場做健康操。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永臣 攝

■■張建宗指青年親身到內地實習，將以往對
內地的誤解一掃而空。 張建宗網誌圖片

■■浩洋青年商會公佈自攜外賣飯盒調查，發現不少市民贊成買外賣時自攜飯
盒，但因消費習慣而不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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