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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青澳門運毒 為 35 元毀前途
2019年7月10日（星期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蕭景源) 暑假將
至，又是暑期工陷阱高危期。本港青年
為「搵快錢」充當「衝關豬」跨境運毒
到澳門的個案急劇上升，澳門警方昨日
接連拘捕 3 人，而由上月底至今至少 13
名涉販毒青年在澳門被捕，年紀最小僅
13 歲。而香港海關則發現本港販毒集團
在網上社交平台利誘青少年帶毒品闖關

澳警拘13人最細13歲 港海關揭毒販網誘年輕人闖關

到澳門，澳門部門調查發現，毒品集團

■澳門警方
在港青入住
的酒店房間
起出一批毒
品。

每 售 出 一 包 黑 市 價 約 1,000 元 的 可 卡
因 ，小「拆家」只分得 35 元報酬，卻
斷送前途。

今年3月中至5月初，香港海關已發現港澳運
毒問題越趨嚴重，其間偵破 11 宗來往港澳

的運毒案，其中 10 宗發生在港澳碼頭，檢獲約
1.5 公斤各類懷疑毒品，黑市價約 134 萬港元，
共拘捕 12 人，包括一名 17 歲學生，檢獲的懷疑
毒品包括海洛英、可卡因和大麻花等，分別藏
於被捕者的衣物、鞋及隨身行李內，海關相信
他們以螞蟻搬家方式，於不同時段搭船將毒品
運到澳門。

澳門警方近月破獲港青販運毒品案
6 月 27日

18 歲香港搬運工人涉嫌赴澳門販毒被捕，聲稱每出
售一小包可卡因可獲數十港元報酬。

6 月 24日

司警拘捕 17 歲香港青年及 13 歲香港男學生，疑犯
稱每人每日收1,500港元報酬到澳門販毒。

6月5日

司警拘捕 18 歲中四男學生和 15 歲中二男生，分別
以每日1,700元報酬和一部手機代價販毒。

5 月 22日

警拘捕 20 歲香港男學生，他以每日 3,000 元受僱到
澳門販毒。

5月9日

24 歲港青聲稱為還債，受僱到澳門販賣可卡因被
捕。

3 月 29日

20 歲及 17 歲港青，以每日 1,200 元報酬受僱到澳
門販毒被捕。

1 月 29日

司警拘捕 16 歲香港少年，他每日收取 1,000 港元報
酬，受僱香港販毒集團到澳販毒。

毒品分拆小包 藏內衣內褲
有見及此，海關於 5 月起加強在上環港澳碼頭
及尖沙咀中港碼頭截查可疑者，由 5 月 27 日至
本月 8 日期間，海關偵破 3 宗涉及港澳兩地的販
運毒品案，共檢獲約 70 克各類懷疑毒品，估計
市值約6萬元。
行動中，共拘捕 3 男 1 女，全部為 21 歲或以下
青少年，當中最年輕的只有 15 歲。海關人員發
現涉案青少年將可卡因、冰毒及氯胺酮，收藏
在內衣褲或鞋內，並分拆成小包，方便分銷。
暑假臨近，海關發言人提醒市民，不法分子
會於不知名的網站及社交平台上刊登招聘廣
告，利誘學生及青少年販運毒品或其他受管制
物品。市民務必提高警覺，切勿於未確定物品
屬性的情況下，貿然協助他人運送物件。
根據《危險藥物條例》，販運危險藥物屬嚴
重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 500 萬元及
終身監禁，切勿以身試法。

每售一包毒品 兩人平分 70 元
澳門警方也高度關注香港青少年到澳門販毒
的個案有上升趨勢，加強截查及情報搜集，昨
日一天內便拘捕 3名涉運毒的港青。兩名分別17
歲及 18 歲的香港青年，在新口岸區被巡警截
查，警員其後在兩人入住的新口岸一間酒店的
房間內發現總重 86.47 克的 K 仔、開心水、可卡
因，黑市價約 5.4 萬港元。他們承認，一周前由
一名香港男子介紹到澳門販毒，主要售賣對象

勿抱僥倖心態 小心「糖衣陷阱」

■涉嫌到澳門販毒的香港廚師被司警押走。
■兩名在澳門涉嫌販毒的香港青年被治安警拘捕。
網上圖片
澳門治安警察局圖片
為夜場人士，抵澳一周已賣出 150 包可卡因，每
包黑市價約1,000 元；每售出一包可卡因 ，兩人
平分70元。
另外，司警昨日凌晨也拘捕一名 27 歲、報稱
廚師的香港男子，他供稱因為欠債，在香港被
販毒集團招攬來澳販毒，每日收取 2,000 港元報
酬，自6月來澳販毒，已售出50多包毒品。
澳門檢察院指出，由 6 月底及本月 4 日共偵破

4 宗港人來澳販毒，拘捕 10 名港人，當中有 3 人
未滿 16 歲，其中一人 13 歲。雖然澳門刑事歸責
年齡為 16 歲，但不表示未成年人毋須為違法行
為承擔法律責任。
12 歲至 16 歲未成年罪犯，會被教育監管，例
如入住短期宿舍或少年感化院等，為期 1 年至 8
年不等。近期破獲的港人販毒案，3名未滿16歲
的涉案人已被送交初級法院。

網絡和手機應用程
& 式發展迅速，對青少
年的滲透力強，令他
們在社交平台受販毒
集團利誘當「衝關
豬」機會更高，不法分子甚至佯稱
「未夠秤」(未成年)不會受到重罰
來哄騙青少年帶毒，而長假期正是
「搵快錢」陷阱的高危期，有社工
警告青少年勿抱僥倖成功衝一次關
的心態，一旦被捕前途盡毀。
香港家庭及親子教育工作者司徒
漢明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暑假是青
少年誤墮「搵工陷阱」的高危期，
雖然青少年搵「暑假工」吸收經驗
及賺一點「外快」不算壞事，但如
果發現一些以高薪招聘的工作，但

文憑試考生遇溺亡 升大學夢碎

■在大嶼山
遇溺身亡的
男生遺體，
由仵工抬離
醫院。

■死者的親友
趕至醫院驚聞
噩耗，傷心不
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鄺福
強）一名成績優異的應屆香港中學文
憑（DSE）男生，昨日趁放榜前與友
人到大嶼山長沙燒烤及游水，詎料樂
極生悲，在離岸 50 米暢游時，遭大浪
捲走失蹤，友人大驚報警。
水警及消防員趕至進行搜索下，約
一小時在海中發現救起遇溺青年，送
院搶救證實不治。據悉，遇溺男生已

獲大學有條件取錄。
遇溺男生陳×霆(18 歲)，生前就讀
天水圍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據
悉，陳與家人同住新界區，他讀書勤
奮，在校內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已獲
大學條件取錄，原定今早返校接香港
中學文憑（DSE）成績單，若他無失
手，相信很大機會考進大學。
昨日下午 3 時許，陳相約兩名好友

到大嶼山嶼南道一個營地消遣，而營
地外為長沙泳灘。

離岸 50 米游水 突翻大浪
現場消息稱，至昨日傍晚 6 時許，
陳在離岸 50 米海面游水，但突然翻起
大浪，陳奮力與海浪搏鬥嘗試游返上
岸不果，反被大浪愈扯愈遠遇溺呼
救，同行友人嘗試落水拯救，但因海

水警海關反走私 檢520萬電子零件燕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劉友
光）水警聯同海關前日在西貢區破獲
走私案件，檢獲一批燕窩、智能電
話、平板電腦及電子產品等貨物，總
值約 520 萬元。根據資料，近期破獲
的走私燕窩有上升趨勢，由去年一宗
增至今年首 7 個月 4 宗，共檢獲 470 公
斤走私燕窩。

水警及海關經過一星期情報搜集及
深入調查，發現有不法分子在西貢鐵
鏟洲水域進行走私活動。前日下午，
執法人員在鐵鏟洲碼頭一帶水陸兩路
埋伏監視，晚上 7 時許，發現一部輕
型貨車駛至上址碼頭卸下一批貨物後
離去，其間岸上有 6 名可疑男子整理
貨物。

約 5 分鐘後，一艘 10 米長、兩米闊
及配備兩部大馬力舷外機的快艇駛至
碼頭岸邊，6 人隨即將貨物由岸上搬
落快艇，水警及海關人員即現身，6
人即棄下貨物跳上快艇，沿佛堂門對
開水域向東往內地方向高速逃走，兩
艘水警快艇展開追截，走私快艇舵手
多次嘗試靠近淺灘欲讓 6 名同黨登岸

面大浪不成功，未幾陳更遭大浪捲走
失蹤，友人大驚報警。
水警輪及消防員趕至進行搜索，約
一小時後終在海中尋獲陳，他被救起
時已昏迷不醒，由救護車送往北大嶼
山醫院搶救，惜證實不治。
警方初步調查無可疑，列作「送院
時死亡」案處理。陳的親友接報趕至
醫院，驚聞噩耗，傷心不已。

逃走，但因水警快艇尾隨緊追而不
果，快艇放棄接載該 6 人往內地水域
逃去無蹤。
人員在岸上檢獲 63 箱走私貨物，包
括 85 公斤燕窩、2,600 部智能手機、
1,700 部平板電腦，700 隻智能手錶及
4,500 件電子產品，市值約 520 萬元。
根據資料，這是今年水警聯同海關偵
破的第十宗涉電子產品的走私案，共
檢獲 4,200 萬元不同種類電子產品貨
物，檢獲的走私貨物已經向法庭申請
充公，會根據程序進行拍賣。

27歲醫生非禮女生
官伸「仁慈之手」判社服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一名年輕男醫生前年 9 月在巴士車
廂上，涉嫌伸手入一名15歲女學生的裙內「捏臀」非禮，他早前
否認一項猥褻侵犯罪，經審訊後被裁定罪名成立。裁判官昨在觀
塘裁判法院判刑時指，被告否認控罪而要女事主出庭作供，導致
她要回想起難堪經歷，惟被告的非禮行為不算嚴重，病人對他亦
有好的評價，被告屬有為青年，遂決定伸出「仁慈之手」判處被
告240小時社會服務令。
男被告劉嘉駿（27 歲），控罪指他於 2017 年 9 月 25 日，在黃
大仙太子道東彩頤花園對面一輛 98S 線九巴內，非禮 15 歲少
女×。辯方律師求情指，被告自中學起開始做義工服務社會，大
學畢業後決定在公立醫院工作亦是為了幫助窮苦病人，服務市
民。被告被捕後被醫院管理局停職，已是極大懲罰，案件會影響
他從事專科醫生的生涯。被告承諾不會再於公眾地方作出令人誤
會的姿勢，望法庭給予機會，判社會服務令。
裁判官指，報告顯示社會服務令對被告的裨益不大，而公共交
通工具上發生的非禮案，一般都會判監，直言原本打算判他入獄
3 星期，惟鑑於被告初犯，病人對他亦有好的評價，屬有為青
年，若被告被判監禁，極有可能遭醫管局長期停牌，故判處他
240小時社會服務令。

前「豪宅大王」洗錢案 碼頭主管囚21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前「豪宅大王」秦錦釗等6人被指
串謀走私及洗黑錢近 33 億元案，包括秦錦釗在內的 5 名被告不認
罪，早前獲控方不提證供起訴。而案中唯一認罪的碼頭主管秦礎
成，雖曾申請撤回認罪答辯，但被拒絕，昨在區域法院被判入獄
21 個月。法官指被告並非案中主腦，面對長年訴訟已受莫大精神
壓力，在見到其他被告全脫罪或會感到深受委屈，故已酌情扣減
刑期。
案情指，秦錦釗涉嫌在7年前串謀他人，利用內河商船及貨櫃，
走私電子產品及工業用金屬等貨物往內地，此外更涉嫌串謀他人洗
黑錢。秦錦釗因此與另外5人被起訴，碼頭主管秦礎成是唯一認罪
的被告，其餘5名不認罪的被告早前獲控方不提證供起訴。
秦礎成因此案與妻子離婚，及後經歷喪母之痛，法官譚思樂昨
日對其家庭變化深感同情，但認為被告應在犯案時預視到犯案的
後果。在考慮所有求情因素後，判處他監禁21個月。

「掟彈鼠」再被拒保釋 揚言將官「玩到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綽
號「老鼠」的男子莊鑫淼，今年 6
月 7 日涉嫌向灣仔警察總部外一輛
警車及跑馬地警署投擲自製汽油
彈，面對兩項縱火罪，被告暫毋須
答辯，他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第三
次申請保釋覆核，其間聲稱會用
「8,000 億個兆」作擔保，更指全
球的銀行業和酒店業都在他旗下。

裁判官聽畢，再次拒絕其保釋申
請，指被告有機會再犯案，被告則
回應稱「會玩到你傻」。
案件原安排在 8 月 23 日再提訊，
但被告稱下周二（16 日）將再到
法庭第四次申請保釋覆核。被告續
還押荔枝角收押所候訊。
25 歲被告莊鑫淼被控今年 6 月 7
日，在灣仔軍器廠街警察總部附

近用火損毀一輛警車，以及在跑
馬地分區警署附近用火損毀警署
外牆。
控方早前指，被告在逃捕時曾進
入與他不認識的 92 歲老婦住所匿
藏，被捕時又作出反抗，另外警方
在其私家車內檢獲可卡因及「冰」
毒等，不排除稍後會加控其他罪
名。

對應徵者無特別技能及經驗要求，
則可能是「糖衣陷阱」，青少年應
額外小心，以免誤墮法網。
司徒漢明續說，青少年除因無知
被利用作違法勾當外，也有青少年
因心急搵快錢，即使明知是「犯
規」的行為，也不覺得問題嚴重，
但當道德缺口打開後，便只會愈踩
愈深，為追求更大利益而作出更嚴
重或危險的行為，甚至帶毒品或違
禁物品也在所不惜，這是價值觀被
扭曲的問題。這方面有賴家長從小
向子女灌輸價值觀教育，令子女對
金錢及物質有正確的價值觀，不要
為金錢做出違法行為，因為一次被
捕足以前途盡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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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綽號「老
鼠」的男子
莊鑫淼第三
度申請保釋
覆核被拒。
資料圖片



   



頭獎：二獎：$1,990,230
三獎：$134,360

（0.5 注中）
（39.5 注中）

多寶：$8,995,115
下次攪珠日期：7 月 11 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