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在修例風波
中，一名自稱名為「陳妍茵」的中學生編製了
一個「香港編年史」網頁，內容主要是上載及
「起底」警員的資料私隱，其網頁最底部則註
明是「德望學校協作：余麗嬋老師主編」。香
港文匯報記者昨日翻查資料，發現德望學校及
余麗嬋老師曾多次阻止學生在校內宣揚政治內
容及貼「連儂牆」。
記者再向德望學校致電查詢，校方強調學校

及余麗嬋老師從來沒有參與協作「香港編年
史」，認為是一場惡作劇，希望外界不要誤
信，而余麗嬋老師已經報警處理。
該自稱為「陳妍茵」的「中學生」與另一位
不知名者合作建立「香港編年史」網頁，內容
主要是上載及「起底」警員的資料私隱，最近
更新的一個頁面是3月19日披露某警員的詳細
資料。

德望禁政治騷 搞事者賴「打壓」
雖然網站製作人為「陳妍茵」，但在網頁最

底部就註明「德望學校協作：余麗嬋老師主
編」。
原來，「陳妍茵」在網上介紹中曾經寫明，

「大家有睇開我地（哋）Channel嘅，望到培
道中學同德望余麗嬋老師嘅下場，都知道陳妍
茵對待呢啲唔受歡迎嘅行為，最鍾意就係拉埋
佢地（哋）落水啦。」
翻查資料，由於未經過學校批准，德望學校
曾禁止同學在午膳時間播放由港台製作的《鏗

鏘集》、派白絲帶、舉行罷課及在課室內張貼
各種文宣單張，惟學生卻聲稱校方是在「政治
打壓」。
網上有消息指，有同學在班群中發表了一些

自己對於《禁止蒙面規例》的看法後，立即遭
到班主任余麗嬋老師將其從班群中移除，並指
該同學會令其他同學有危險。
同時，有人聲稱余麗嬋老師因自己的政見，

禁止所有學生在她身為班主任的課室內戴黑色
口罩，指曾經有不屬於她班別的學生在午膳時
間戴黑色口罩走進她的課室，被發現後隨即被
叫出課室訓話。

校方：惡作劇
根據一些資料及「陳妍茵」這種疑似報復的

行為可見，德望學校及余麗嬋老師都是被「陳
妍茵」故意標明在網站上，用意是想他人誤會
他們同為「黃絲」及違反法庭禁制令。
香港文匯報記者致電德望學校查詢，校方表

示，早於去年11月，學校及余麗嬋老師已經知
悉事件，並在學校網頁上作出澄清聲明。校方
非常肯定地表示，學校及余麗嬋老師從來都沒
有參與及協作過「香港編年史」，認為這是一
場惡作劇，希望外界不要誤信。
另外，校方曾向「香港編年史」網頁發出律
師信，惟至今仍未收到任何回覆，而余麗嬋老
師亦已經報警處理。雖然事件或多或少對余麗
嬋老師生活有一些影響，但校方表示，她現時
仍然在校內任教。

黃學生起警底 偽冒師名靠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屯門昨日
發生驚險奪命車禍。女司機駕駛私家車由
大興邨停車場出閘時，疑失控撞欄狂飆近
40米，由無名路衝出馬路，撞飛一名男途
人再攔腰撼向駛經的輕鐵列車，男途人昏
迷送院不治，私家車女司機受輕傷，並因
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罪名被捕。

出閘冇拍卡 毀欄飆廿米
遭撞斃的男途人姓鄧（55歲）。肇事
女司機姓陳（47歲），她腰部及腳部受
傷，清醒送院經治理，已獲准保釋候查，

須於4月下旬返警署報到。
陳女昨晨由市區駕駛紅色私家車往屯

門，相約男友人品茗後，與男友人各自取
車離開。上午8時許，陳駕駛私家車準備
駛出大興邨停車場，現場消息指，她駛至
閘口時未有拍八達通卡，私家車更失控，
撞脫閘口的欄柵衝出無名路。
有目擊者指，私家車在撞欄後沿無名路

一直狂飆近20米，撞中正在上址過路的
男途人。男途人被撞至飛彈10多米，跌
落大方街馬路上重傷昏迷。
私家車餘勢未了，繼續狂衝近20米橫

越大方街，攔腰撞向一輛駛經輕鐵列車始
告停下，私家車嚴重損毀，車頭不住冒出
白煙，女司機受傷被困，途人見狀紛紛報
警。其間，陳的男友人駕駛電單車經過發
現車禍大驚，並停車了解情况。
警員趕至封鎖現場調查，消防員為重傷

男途人進行心外壓急救及救出被困女司
機，兩人由救護車送院搶救。男途人延至
昨晨9時56分證實死亡，警方隨即拘捕肇
事女司機，案件交由新界北總區交通部特
別調查隊跟進。警方呼籲目擊者致電
3661 3800提供資料。

女司機危駕亂衝 撞斃途人撼輕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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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 警方前日在小西灣龍
躍徑搗破石屋「兵工廠」，搜出10發子彈及760粒
彈頭、彈殼等彈藥原材料，4人被捕。其中3人包括
兩名大專生和一名海洋公園客戶服務主任，暫被控
一項無牌管有槍械或彈藥罪，昨被押上東區裁判法
院提堂。3名被告暫無須答辯，主任裁判官錢禮拒絕
3人保釋申請，將案件押後至7月17日再訊，其間須
還柙候訊。同日，有人在小西灣道富景花園一座對

開花槽再發現一支長槍和鉛彈，不排除與是案有
關。

3名被告依次為蔡康橋（20歲，香港高等教育科技
學院園藝科3年級生），鍾浩軒（23歲，香港知專設
計學院攝影科2年級生），林嘉勤（23歲，報稱無
業）。庭上還透露，林嘉勤曾任職海洋公園客戶服
務主任，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被停工。

3人暫被控一項無牌管有槍械或彈藥罪。控罪指，
3人於本月26日在小西灣龍躍徑近黑角頭一間廢棄的
屋內，管有彈藥，即10發子彈、249粒9×19毫米彈
頭，以及511粒混合款式彈殼，而沒有持槍械及彈藥
的管有牌照權或經營人牌照。

控方透露，3名被告在石屋當場被捕。警方在石屋
內搜出770發彈藥，但未有找到有關槍械，不排除有
更多涉案者及會搜出更多武器。

在石屋檢獲彈藥後，警方又分別搜查3名被告的居
所，搜出氣槍、弓箭、彈藥、槍管、配件及伸縮棍

等。控方申請押後案件至7月17日，以待進一步調
查，包括檢驗證物及追蹤懷疑涉案人士，並反對3名
被告保釋。

主任裁判官錢禮批准押後，並拒絕所有被告的擔
保申請，下令還柙候訊。3名被告保釋申請被拒，首
被告表示放棄8日後保釋覆核權利，鍾及林則於下月
3日作保釋覆核。

昨晨10時20分，有人在小西灣道富景花園一座對
開花槽再發現一支長槍和鉛彈並報警，警方將案件
列作發現彈藥，懷疑與石屋「兵工廠」案有關，交
由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跟進。

據悉，該支長槍疑為氣槍，不排除有人得知同黨
被捕後，將槍彈掟落街逃避警方搜查。警方會進一
步檢驗該氣槍能量。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三十八章
《火器及彈藥條例》，任何可發射子彈或投射物，
而槍口能量超過兩焦耳的氣槍（包括長槍型氣槍、
氣槍或手槍型氣槍）均屬槍械。

「兵工廠」3疑犯還柙 被告樓下再發現長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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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檢獲的彈藥警方檢獲的彈藥。。資料圖片資料圖片■■其中一名被告前日被押返龍躍徑調查其中一名被告前日被押返龍躍徑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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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罪委員會滅罪委員會
資源減少資源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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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儀指近期涉及青少年的李淑儀指近期涉及青少年的
嚴重罪案有上升嚴重罪案有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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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屯門警區去年錄得2,887宗案件，整體數字雖然較2018年
少，但倘只看去年下半年的罪案情況，案件數量就較

2018年同期急升了9.4%。李淑儀指出，爆發修例風波是令罪案
率上升的主因，而屯門區去年下半年發生的刑事毀壞、藏有攻
擊性武器、非法集會、傷人及縱火案件，數量多達310宗。

假消息擾執法 離間警民
黑衣魔曾用不同方式包裝以反修例為目的示威，包括聲稱不

滿屯門公園噪音問題的「光復屯門公園」行動。李淑儀質疑，
當日所發生的混亂情況，並不完全是居民不滿噪音問題而發
生，「可能有關係，但也可能沒有關係，很多事件因為市民受
到不真確報道或假消息影響，而做出一些行動。」
她指出，假消息令市民對警方存在誤解，警員近月的工作大

受影響，包括在調查期間，經常遇上不願合作的市民，影響他
們的調查工作進度，令執法變得困難。同時，由於處理修例風
波需要大量警力，可以調配在前線巡邏的人手減少，社區中的
治安亦有影響。

犯罪行徑升級 逞兇網上炫耀
修例風波的影響不單是罪案數字上升，更嚴重的問題是令青

少年失去守法觀念。李淑儀表示，近期發現有青少年涉及爆
竊、行劫及刑事毀壞等較嚴重罪行，情況過往少見，「過往經
驗顯示，青少年主要是干犯店舖盜竊或其他輕微罪行，如打架
等。」
網上早前流傳一段發生在屯門的欺凌事件短片，一名15歲

少女疑因為感情糾紛被綽號「牛丸」的少女同伴拳打腳踢，李
淑儀指，有人竟然拍攝自己的違法行為，並上載到互聯網炫
耀，正正反映他們的守法意識薄弱。
她補充，學校近期因為疫情嚴峻而停課，不排除有不法分子

借機利用他們犯案，或他們本身因為經常聯群結黨而變得更加
大膽，做出不同的違法行為，又透露有欺凌事件中的受害者同
時亦是其他案件的施襲者。
有青少年以為暴力可以解決問題的情況令人擔心，李淑儀強
調，警方對暴力事件十分重視，必定會主動將有關人等繩之以
法，提醒青少年作決定前要三思，切勿做出任何違法行為。

香港一直以來都是罪案率極低的安全城市，但一

場修例風波引發黑暴禍港，令香港的罪案數字去年下

半年急升，以屯門警區為例，去年下半年發生的罪案

較2018年同期增加9.4%，包括逾300宗涉及暴力

及違反公安條例的案件。屯門警區助理指揮官（刑

事）李淑儀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出，近期涉及青

少年的嚴重罪案有上升趨勢，部分案件過往很少有

青少年涉及，反映修例風波令青少年守法意識下

降，並以為暴力可以解決問題，情況令人關注更擔

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區議
會與全港各區的撲滅罪行委員會一
向是緊密的合作夥伴，前者更是後
者資源的主要來源，但一場修例風
波令區議會變天。屯門區撲滅罪行
委員會主席李洪森直言，憂慮撲滅

罪行委員會未來能否繼續
有足夠資源，推動防罪
滅罪工作。

李洪森在訪
問中指出，區
議會與撲滅
罪行委員會

的理念都是為市民謀求福祉，但他
擔心現時多區的區議會改由反對派
控制後提出改變撥款制度，會影響
撲滅罪行委員會未來的工作。
他表示，新一屆區議會只僅剛開
始運作，撲滅罪行委員會原定近日
舉行的活動，因為新型冠狀病毒肺
炎疫情而被迫取消，暫時未清楚建
制派失去區議會控制權，會對撲滅
罪行委員會有多大影響，但強調撲
滅罪行委員會必定會繼續向區議會
申請撥款推動防罪滅罪工作。
「不論任何政治背景，都不期望

有罪案產生，撲滅
罪行委

員會會沿用同一模式做好原有工
作，理念繼續是市民可以安居樂
業。」他說。
同時，撲滅罪行委員會已擬定一

旦無法取得區議會贊助的後備方
案，李洪森表示，該會是民政事務
總署轄下的委員會，有需要時可以
向民政事務局及保安局提出請求，
而除區議會外，禁毒基金和懲教署
亦有向他們提供贊助。
除資源問題外，近日的社會氣氛

亦是令撲滅罪行委員會難以正常進
行防罪、滅罪宣傳的原因。李洪森
說：「社會狀況令義工有憂心，撲
滅罪行委員會推動活動之餘，不論
是宣傳、教育，或舉行公開活動也
要慎重考慮，義工和持份者的看

法，他們是否安全，因為有
網上欺凌、起底等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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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勢力」佔據區會 恐削滅罪委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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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罪案下半年同比升近一成 近期涉青年嚴重罪案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