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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少年狂呃「黃家長」資助
騙逾十人涉款數十萬「金主」私下「通緝」小騙子
黑暴一度肆虐香港，襲警、堵路、砸
毀公眾設施，但黑魔卻辯稱是為「民主
自由」，否認「收錢做嘢」。香港文匯
報記者調查發現，近日黃絲圈內爆出一
宗醜聞：一名讀中五的少年黑魔，一方面長期接受幕後「金主」資助，另一方面
又以各種理由向「黃絲家長」騙取更多「暴衝資金」，總額達到數十萬元。該名
少年黑魔得手之後，還拉攏其他同道齊齊呃錢。有「金主」懷疑受騙，遂在網上
貼出該少年黑魔的身份資料「公審」，揭發他原來「食幾家茶禮」（多人表示向
他資助過金錢）。不過，這些「金主」擔心報警後受牽連，唯有在黃圈起底來
「通緝」騙徒。由於近期所有學校停課，涉嫌行騙的學生暫不知所終。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齊正之
宗醜聞近日熱傳黃圈。一名姓莊的 17 歲
男生，在深水埗一間教會中學就讀中五，
自稱從去年 7 月起就多次參與暴衝活動，是一
名「前線勇武」。早前透過「家長車」（俗稱
「保母車」）認識多個「家長」，再以各種理
由分別向多名「家長」索取金錢。
由於獲得這些「家長」無條件的現金、物資
甚至住所等的資助，據知情者透露，不少黑魔
見錢來得容易，亦編造各種謊言騙取金錢，除
一小部分用於購買暴衝裝備「扮嘢」外，其餘
大量金錢則豪花在吃喝玩樂上，由於收益可
觀，許多黑魔變成「快閃暴衝」，只是在衝擊
現場亮亮相，拍個照就走人，然後再向「家
長」索取援助。

這

獲主動贊助 啟騙財大計
香港文匯報記者調查發現，早於去年 7 月下
旬的一次港島衝擊活動後，莊姓同學在逃離中
環現場時，認識一名「接仔女放學」（開車帶
暴徒逃離現場）的「家長」。其間，該「家
長」表示願意長期資助他參與「暴衝」，起初
的金額不算很高，一般是每次幾百數千不等。
這名少年黑魔見有利可圖，每次衝擊行動後
都刻意認識這些「家長」，之後更向他們訴苦
稱「與屋企人嘈咗，無錢開飯」，「家長」們
聽後二話不說便提供資助，而金額也不斷加
碼，有時一次過能拿到上萬元。

網羅勇武同道 財路更廣
莊男見到這些「家長」如此豪爽，開始實行
自己的搵錢大計，每星期都聲稱自己出去暴
衝，再向不同「家長」索取酬勞。每隔一段時
間再用新的理由索取更多金錢，如「被老闆拖
糧」、「暴衝好大壓力」等等，每月最少有 5

位數收入。
自認聰明的莊姓男生更向「黑衣同道」炫耀
自己得財有道，此後，更找來數名黑魔謊稱
「勇武小隊成員」，在網上尋求資助。此外，
他 亦 在 facebook、 Instagram 及 連 登 「 招 家
長」，騙取更多金錢。
據悉，他與其他黑魔靠這套騙錢術成功擴
展不少財路，有十多名「家長」每月為他們
提供固定的暴衝資金。據悉，這些「家長」
都是用銀行轉賬形式過數給莊姓男生的「勇
武 」 小 隊 ， 大 多 是 用 WhatsApp 或 Telegram
溝通，很少碰面，所以遲遲未有發覺他涉嫌
行騙。

■莊姓同學涉向多名「家長」騙
取資助，導致被貼街招。

■負責接載示威者離開的「保母車」司機有人成為被呃錢的受害者。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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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學費加碼千元 被揭穿
去年底，雖然暴衝事件已明顯減少，但「家
長」仍繼續出糧給這些「勇武」，讓他們衣食
無憂。直至本月中，莊姓男生又分別向多名
「家長」發出一張聲稱是他所就讀學校的通
告，尋求再獲資助 5,000 元參加遊學團。據了
解，多名「家長」在翌日轉數給莊男，總數逾
7 萬元，但之後有「家長」也收到其他小隊成
員的同一款學校通告，但所列金額卻比他的少
1,000 元，經查證後發現莊男的通告有修改痕
跡。在本月 22 日，有人將此貼在「家長」群組
查證，發現原來有十多名「家長」也有出糧給
莊姓男生而揭發事件。
事件曝光後，他不但不想還錢，更反咬這些
「家長」斤斤計較。這些「家長」於是將莊男
的相片、身份證及銀行卡等資料一併放上網
「公審」，並指行騙金額更可能超過六位數。
知情者透露，正當「家長」在網上「公審」這
名莊姓男生時，有人此時正在日本旅遊逍遙快
活，不知何日才返港。


■事件曝光後，有大批苦主聲稱被
莊姓同學欺騙。
網上截圖





 



■莊姓同學將學校遊學通告的金額
修改成「$5000」。
網上截圖

黃絲盛行
「助養」
黑魔
社會上一直流傳有不少黑魔收
取利益參與暴衝，今次有人具體
爆出黑衣魔長期獲得資金「助
養」。據香港文匯報記者所知，
一批自稱為「家長」的煽暴者一
直都以五花八門的形式為黑魔提供報酬。為了
掩人耳目、減低被拍下當眾進行現金交收的風
險，有人也會以八達通等方式向黑魔提供資
金。
去年 8 月黑暴正盛之際，香港文匯報記者在
荃灣、觀塘等暴衝現場採訪期間，看見在一批
所謂的「家長」向黑衣魔提供支援，每當暴力
衝擊發生後，都會有「家長」走到黑衣魔必經
的逃走路線向黑衣魔說聲「辛苦了」，然後向
他們派發食券、超市現金券等。
據悉，這些現金券都有很長的使用期限。在

$

同一時間內，亦不難發現在不論是餐廳還是超
市，都多了很多年輕人使用現金券。有食客更
透露，有人更在食肆外向他搭訕，問他可否用
這些現金券換取現金。

八達通易變現
除了這些指定商舖的現金券外，記者還發現
有「家長」會在暴衝附近的港鐵站向黑衣魔派
發八達通，每張最少價值 100 元，記者在現場
也看到黑衣魔領取數張八達通。
據了解，「家長」會選擇派八達通的原因，
除了是可以令黑衣魔乘車逃走時減少留下記錄
外，最主要原因是八達通比較容易退回現金，
比起指定商店的現金券，派八達通更似一個可
以間接將現金交到黑衣魔上的手段。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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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
由接人發展到金援
「 保 母 車 司
0 機」、「家長」其
" 實都是幕後支援或
金援黑衣魔的金主
代名詞。「保母車
司機」起源於 7 月中，港島一帶
爆發多次大規模的暴力衝突活
動，由於交通癱瘓，加上警方在
各交通要點嚴查可疑人等，使黑
衣魔逃跑時困難重重，於是有人
在 Telegram 設 置 「 接 仔 女 放
學」群組，最多時召集了過千名

司機到暴衝現場附近接走黑衣
魔，之後更演變到幫黑衣魔運送
暴衝物資，甚至包括汽油彈等殺
傷武器等。
「保母車司機」之後更直接金
援大量黑衣魔，這些「家長」親
自在前線招攬黑衣魔組軍，再為
他們提供裝備及金錢，有些甚至
會成立小隊，為黑衣魔提供基
地。
至去年 9 月，有煽暴者開始眾
籌或成立群組，籌集了數百萬港

台眾籌250萬 助養匿台逃魔

■傑斯在個人頻道上發眾籌計劃助養一眾潛逃的香港暴
徒。
視頻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齊正之）本港經
歷多月黑暴後，一直有消息指有為數不
少的黑魔暴徒逃到台灣匿藏，而有關一
眾「逃魔」在台的資金來源亦十分神
秘。近日有相關資料曝光。一名叫傑斯
的時評人，在網上發起一個名為「千個
爸媽台灣助學」計劃，打算透過眾籌集
資 250 萬港元款項「助養」這些潛逃到
台的黑魔。
本月 22 日，傑斯在個人 YouTube 頻道
節目上宣佈這個「助學計劃」。早前有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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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指出，潛逃台灣的黑衣魔會以留學作掩
飾，讓他們以學生的身份去延長在台逗留
時間，而這個「助學計劃」會為他們提供
部分所需的學費及部分生活開支。
據悉，「助學計劃」密謀尋找逾千名的
「家長」（幕後金主），以每人 2,500 港
元的年費形式籌集約250萬港元資金。

涉學費生活費 最後助定居
該計劃發起人傑斯稱，這些在台者需
就學數年，因此計劃亦會持續數年，除

以上基本學費和生活費外，還會為黑魔
提供醫療費用、尋找寄宿家庭以及幫助
就業等「一條龍」式服務。傑斯在節目
上直言，該計劃的最終目的就是協助一
眾匿台者獲取在台合法居留身份。
本周，傑斯在fb專頁上宣佈已有逾300
名「家長」參與計劃，3月初會先將70萬
港元的款項交到台灣的協辦組織。據悉，
「助養計劃」主要的支援對象為在台就學
的黑魔，而資助較為年長的黑魔則由一個
名為「保護傘計劃」負責，該計劃是在台

元資助黑衣魔，此後黑衣魔裝備
亦大大提升，甚至可以有足夠資
金及場地製作數千支汽油彈及購
買槍械。
不過，「接仔女放學」群組內
也是龍蛇混雜，當時，有不少媒
體透露，有參與暴衝的年輕女子
乘坐保母車離開時遭色魔性侵。
有不少受害者由於擔心暴露曾參
與暴力衝擊活動，在不敢報警下
只好啞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

設立超過 10 間店舖，為部分潛逃黑魔安
排工作，並協助他們取得工作簽證而能長
時間在台逗留。
除了有組織為潛逃到台的黑魔籌集資
金，而本港近日亦另有團隊為一眾在港黑
魔籌資，一個名為「食飽飽」的手機應用
程式團隊近日在網上發起眾籌，聲稱要解
決所謂「學生」的膳食問題，企圖以間接
手段去助養一班年輕黑魔。
該團隊聲稱該外賣程式會為「學生」
提供免費膳食，而為了確保他們的安
全，該外賣程式只會選取「黃店」。團
隊聲稱他們會為所謂「學生」進行一系
列驗證，亦會聘請曾被捕的「學生」作
為組織者，實行一邊擴展「黃圈」，一
邊助養黑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