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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逾 9 個

月的暴力衝擊

令香港經濟插

水，加上疫情

夾擊，經濟活

動幾近停頓，

以致近日香港

的街頭劫案有所增加，當中不少更涉及青少年犯案。有

青年服務機構指出，隨着經濟轉差，有不法分子利誘年

輕人一起搵快錢，加上長期停課或增加「童黨」相處機

會，他們或因心存僥倖及無想過犯法後果，繼而以身試

法。

黑暴重創經濟 催生童黨劫匪
青協：歹徒誘青少年搵快錢 疫境停課恐互相慫恿犯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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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近期接連發生劫案，犯案者不乏學
生。其中本月6日大角咀發生童黨行

劫案，5名青少年打傷一名夜歸女子並搶去
其手袋，劫匪乘的士逃至深水埗被警方截獲
兩名歹徒，兩人僅13歲，均為中一學生。

劫案增 易致「有樣學樣」
香港青年協會副總幹事陳文浩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近期劫案增加，未必
是單一原因，但大致可歸納為四大原因。首

先，香港經濟轉差，有不法分子乘機利用年
輕人搵快錢。他指出，受疫情等因素影響，
現時街上行人減少，也令青少年心存僥倖，
認為即使犯案也未必這麼容易被捕。
他續說，不少劫案是連群結黨所為，如

「童黨」之間有人有犯罪傾向，便更容易互
相慫恿犯案；最後一個原因正正是由於案件
增加，容易令其他人「有樣學樣」。

泛暴煽犯法 削弱守法意識

警方過去一直強調，持續逾9個月的修例
風波中，黑暴衝擊事件頻生，也出現泛暴派
煽動青年人犯法的言論，導致年輕人守法意
識薄弱。
陳文浩認為，社會事件是否近日劫案增

加的原因，很難一概而論，但認同經濟轉
差會令年輕人萌生搵快錢的念頭；本學年
長期停課也令青少年之間增加相處時間，
「不用上班上學，自然令他們有更多溝通
機會，傾傾吓或會萌生犯罪念頭，甚至付

諸實行。」
陳文浩指出，除了搵快錢外，亦有青少年

只因無聊，為求刺激感且心存僥倖而參與違
法行為，「他們可能無諗清楚，亦無體驗過
(犯法及被捕)後果。」他續說，從近期一些
牽涉青少年的劫案看到，犯案的「童黨」都
認識了一段時間，個別人等稍稍年長或犯罪
心較強，便容易成為一個主犯的角色。
他表示，隨着疫情影響，市民減少出街，

街頭「童黨」聚集的情況亦較之前減少，青

協的外展隊亦減少落區，更多轉為透過電話
提供輔導服務；並繼續發放短片，讓青少年
更了解如何應對不同的犯罪陷阱。
另一方面，青協同時會與學校老師、社

區人士、輔導個案及其家人保持溝通，青
年違法防治中心熱線8100-9669亦會繼續提
供服務，為公眾提供青少年犯罪違規的資
訊和求助方法。他提醒年輕人不要以身試
法，若有經濟困難，應盡快向家人及社工
求助。

◀持續逾9個月的暴力衝擊
令香港經濟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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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黨」之間有人有犯罪傾
向，容易互相慫恿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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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希望市民提高警覺，認清事實，免受「假新聞病
毒」感染。 警方短片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自去年6月爆發
修例風波以來，以煽惑暴力、抹黑警隊和鼓動仇
警情緒為目的假消息假新聞，充斥網絡世界各大
討論區或群組，令不少人無辜受害。時至近期全
港防疫抗疫之際，有關假消息假新聞仍未中斷，
如同另類高傳染性的「病毒」四處肆虐。警方昨
日在其facebook專頁分享防禦「假新聞病毒」的
七「防疫」措施，希望市民可以提高警覺，認清
事實，免受「感染」。
「高達都出動去示威喎」、「有圖為證」、

「香港無米賣」……是真是假？你又如何去分
辨？警方為此提出「防疫」七招，包括了解資料
來源出處是否出於官方網站或可靠的機構，問一
問自己這是否假新聞，會否有人假冒可信的機構
發佈假新聞等等；如果不確定消息真假，切勿轉
載；尤其對於涉及煽動仇恨、恐慌的訊息，要特
別提高警覺。

有圖未必有真相 勿「跟車太貼」
警方指「謠言止於智者」，現今科技發達，瞬

息萬變，假若大家未有核實有關資訊便轉發，很
容易令假消息假新聞大幅度散播，而有關假消息
可能是無心，亦可能是有意，方式亦可能是改
圖，或用真圖但配上假的文字或配上似是而非，
未經核實的描述。
然而，無論是哪一類型的假消息，過去一年在

香港互聯網上流傳的數量不但多，而且流傳速度
快，不少人因「跟車太貼」而炒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輛
平治房車昨日午夜在天水圍行駛期
間，如「舞龍」般忽左忽右，頓時引
起正在附近執行反非法賽車行動的新
界北總區交通部警員注意，追前將其
截停調查，赫然在車尾箱揭發藏有近
200萬元毒品，另有一批包裝工具及利

刀等攻擊性武器，車上一名年輕男司
機當場被捕，案件目前交由元朗警區
刑事調查隊作進一步調查。
被捕男司機姓周（21歲），分涉販
毒及藏有攻擊性武器兩項罪名被扣
查。事發昨日午夜零時21分左右，新
界北總區交通部警員在天華路一帶執

行反非法賽車行動期間，發現一輛平
治房車左搖右擺地行駛，形跡可疑，
遂追前並在天華路近天晴邨巴士站將
對方截停調查。
據悉當時在可疑平治房車上只有一

名男司機，警員發現車廂內有一批用
作包裝的手挽膠袋，遂要求司機開啟

車尾箱作進一步搜查，赫然發現內藏
大批懷疑高純度可卡因、一把相信由
鐵尺及刀片改裝而成的攻擊性武器、
一個相信用作秤毒品的電子磅和一批
包裝毒品的工具，於是將涉案司機拘
捕，連同車輛和毒品等證物全部帶署
通宵扣查。據悉檢獲的毒品初步證實
共重約1.85公斤，市值約196萬元，警
方現正追查該批毒品的來源和其他涉
案者下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周日復活節假期風乾物
燥，天文台發出紅色火災危險
警告，油麻地一大廈天台僭建
的鐵皮屋昨晨突生火警，一時
間濃煙滾滾，火勢猛烈，更傳
出爆炸聲，消防員要升起雲梯
灌救及緊急疏散逾 50 名居
民，一段佐敦道要臨時全面封
閉，交通大受影響，幸大火在
20多分鐘後很快被救熄，無
人受傷，消防處正對起火原因
展開調查。
現場為佐敦道37E至37K號統一大廈A
座天台一間鐵皮屋。據悉，上址鐵皮屋疑
屬僭建物，在該大廈的業主立案法團成立
前已存在，有指該鐵皮屋主要供作法團的
活動室，用來開會及供住客聯誼之用，平
日無人居住。但法團主席陳先生昨否認鐵
皮屋與法團有關，指僅屬一個「大廈聯
會」的委員使用，但該聯會早在十多年前
已經解散。又指颱風「山竹」吹襲過後，
屋宇署曾向天台屋的業主發出清拆令，但
天台業主一直未拆除。

濃煙沖天 佐敦道全封
昨日早上10時54分，警方突然接獲多
名市民報案，指上址天台的鐵皮屋冒煙起

火。消防員到場發現天台火勢猛烈，濃煙
直捲半空，火場更傳出爆炸聲響，立即登
樓灌救及疏散居民，又要求派員架起雲梯
協助射水，火警在早上11時16分救熄，
無人受傷。
火警期間，大廈共有約50名住客被疏

散到樓下安全位置。另受火警影響，佐敦
道來回方向近上海街，以及上海街往尖沙
咀方向近佐敦道一度要封閉，附近交通受
阻，運輸署在昨上午11時08分亦一度要
呼籲駕駛人士考慮改用其他道路。
本港昨受一股乾燥的大陸氣流影響，

天文台在凌晨6時發出紅色火災危險警
告，表示火災危險性極高，中午時分的各
區相對濕度則在60%以下。天文台展望
未來一兩日繼續天晴乾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一對自稱是「夫婦」男女，前日
下午在屯門良景廣場一間金行試
戴一批金飾後，並無購買便離
開，其後男子再折返要求試戴一
條價值7.3萬元的金鏈連吊墜，其
間戴住金飾奪門而逃，職員尾隨
追出呼叫捉賊，適時有兩名休班
警員途經，迅在50米外將劫匪制
服，人贓並獲，另再檢獲兩張屬
於他人的信用卡。警方事後經調
查，昨日凌晨再以涉嫌盜竊罪名
將男劫匪的「妻子」一同拘捕。
被捕兩名男女，分別為男子姓顏

（40歲），涉嫌搶劫及盜竊被扣
查；女子姓黃（39歲），涉嫌盜竊
被扣查。據悉兩人並非夫婦，兩張
屬於他人信用卡，則屬兩名不同的
男子所有，相信是早前被人盜去，
警方正追查該對假夫婦過往是否干
犯其它同類罪行。

放下假卡 奪門狂奔
前日下午4時許，一對自稱是夫
婦的男女在良景廣場一間金舖假
裝選購金器，其間試戴了多款不
同金飾，但最終並無成交便離
開。約10分鐘後，該名男子單獨

折返，要求再試戴一條價值7.3萬
元的金鏈連吊墜，職員不虞有
詐，為其戴上後，男子放下一張
信用卡假裝付款，惟趁職員不
備，即轉身奪門狂奔逃走。
職員見狀追出大喊捉賊，適時

有兩名休班男警途經，立即追前
迅在50米外一間銀行對開將劫匪
制服地上。未幾，大批警員奉召
到場，除在被捕劫匪身上起回金
鏈連吊墜外，證實其放下的信用
卡和在他身上搜出的另一張信用
卡，俱屬他人所有，案件交由屯
門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經調查後，警方相信早前與男
疑犯同行的「妻子」亦涉嫌與兩
張屬於他人的信用卡有關，昨日
凌晨以涉嫌盜竊罪名將她拘捕。

「假夫婦」劫金行被休班警制服

一頭約3呎長的大
野豬昨晨在葵涌青山

公路葵涌段覓食期間，疑橫過馬路時遇車受驚，慌不
擇路下橫衝直撞，意外一頭撞入行人路邊的鐵欄，慘
遭卡住頭部進出不得，受傷流血。警方接報後急召消
防員到場撬開鐵支，再由漁護處人員將牠放入鐵籠運
走交由獸醫檢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鐵 欄 夾 豬 頭

警截查「舞龍平治」檢值200萬毒品

火燒鐵皮屋驚傳爆炸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復活節長假期，警方新界南交通
部執行及管制組特遣隊由前日至
昨日凌晨，在新界南總區多個地
點展開打擊危險駕駛及非法賽車
行動，其間拘捕8名男子截獲6輛
大玩「飄移」的車輛，當中一名
疑參與非法賽車的車房技工，駕
駛一輛掛試車「Ｔ」牌的私家
車，為逃避警方追截，由葵涌狂
飆11公里至沙田失事撞欄，終被
警方以6宗罪拘捕。
前晚約11時許，警方特遣隊人
員在青衣青尚路近6號迴旋處，發
現5輛私家車及1輛客貨車大玩

「飄移」駕駛，險象環生，遂採取
截查行動，當場拘捕6名男司機及
1名男乘客，他們年齡介乎20歲至
27歲，涉嫌危險駕駛被扣查，當
中1人另涉駕駛時沒有第三者保
險，兩人另涉駕駛未獲發牌車輛。
7人經調查後暫獲准保釋，5月下
旬再向警方報到。
另在昨日凌晨4時許，同隊特遣
隊人員巡經葵涌貨櫃碼頭一帶時，
發現兩輛疑經非法改裝的私家車高
速行駛，相信正進行非法賽車，立
即發出警告要求停車，惟對方未予
理會，更加速駛上青沙公路，經尖
山隧道往大圍方向逃走。

警方於是展開追截，其間發現對
方時速竟超過230公里，更兩度衝
燈，狂飆約11公里後，至沙田美
林邨對開的青沙公路，其中一輛掛
試車「Ｔ」牌的私家車突失控撞向
路邊鐵欄，車頭毀爛停下，另一車
則繼續逃去。失事車上27歲男司
機並無受傷，當場被捕。
被捕男子為車房技工，他事後

涉嫌6宗罪包括非法賽車、危險駕
駛、超速駕駛、駕駛時沒有第三
者保險、違反試車牌照使用規定
及駕駛時沒有攜帶駕駛執照被
捕，涉案車輛亦被扣查作進一步
檢驗。

警嚴打危駕 追11公里截「Ｔ」牌車

■大火在20多分鐘後很快被救熄。

■警方展示案中檢獲的證物包括金
鏈連吊墜(右)。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福強攝

■「Ｔ」牌私家車在美林邨對開青沙公路失控撞
欄，車頭毀爛。 警方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