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香港警方在社
交平台表示，去年共錄得1140宗電話騙案，損失金
額高達8.1億元。警方提醒市民，若收到陌生人來電
要求提供個人資料，應立即掛斷，以及主動核實來
電者身份。

警方指騙徒手法層出不窮，騙徒或能說出姓名、
地址、電話及身份證號碼等個人資料，並可能出示
印有相關個人資料，以及印有受害人姓名、身份證
號碼及照片的假內地法院文件及假拘捕令。

小心以假亂真執法機構網站
騙徒亦會用以假亂真的執法機構網站，要求受害

人輸入網上銀行帳戶登入資料及密碼，並會用 「社
會孤立」式心理操控，要求 24 小時視訊，與身穿
「制服」的騙徒保持通話，並要求報告行蹤，禁止

受害人向任何人透露事件。騙徒最後會要求安裝一
個名叫 「安全防衛」的木馬程式，目的是盜取個人
資料、網上銀行登入資料，以及由網上銀行發出的
一次性密碼。

警方提醒市民，若接到騙徒來電，應立即掛斷，
並指由於現時資訊氾濫，要知道姓名等基本資料並
不困難。警方亦提醒市民切勿下載不明來歷的應用
程式；如果接到 「+」字頭電話，但自稱是本地電
話，可能是詐騙電話；收到陌生人來電要求提供個
人資料，亦應立即掛斷，以及主動核實來電者身
份。

包括學生文員及工程師等
9 名被告包括 8 男 1 女，依次為陳國威（學生，19

歲）、陳子謙（會計文員，27 歲）、江鏡棠（工程
師，26 歲）、陳霆（學生，18 歲）、黃適哲（學
生，21歲）、梁嘉星（毛記葵涌設計師，23歲）、曾
倩儀（銀行職員，24歲）、鄧錦樂（無業，23歲）及
詹隆享（測量主任，26 歲），被控於前年 11 月 18
日，在油麻地加士居道拔萃女書院外與其他身份不詳
者參與暴動。其中，梁嘉星及詹隆享各被控一項管有
攻擊性武器或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罪，梁嘉星於同
日同地管有一把剪刀及一罐打火機燃料；詹隆享管有
一支六角匙及一把板手。

官斥罔顧法紀須迎頭棒喝
在9名被告中，陳國威和陳霆犯案

時年僅18歲和17歲，法官接納教導所
報告建議，判處兩人入教導所。陳子
謙、江鏡棠、黃適哲及鄧錦樂被判監
38 個月；梁嘉星、曾倩儀及詹隆享則
被判入獄40個月。

林偉權判刑時表示，修例風波引發一連串暴力事
件，許多參與其中均是年輕人，本案全部被告亦然。
他強調，法庭必須堅決打擊此類罔顧法紀，危害執法
人員的行為，對之予以迎頭棒喝，但在判刑時必須考
慮阻嚇性，但刑罰不應過重，以免造成壓倒性影響，

因年輕人將來仍須重投社會。

犯案時明顯都是有備而來
林偉權指出，本案被告犯案時明顯都是有備而來，但

無證據顯示他們有周詳計劃，事件中亦無人受傷，或造

成嚴重財物損失。綜合上述因素後，法官以42個月作量
刑起點。因9名被告都無案底，以及在審訊時同意大部
分案情，故可減刑4個月至38個月。其中梁嘉星及詹隆
享因另負管有武器或適合作非法用途工具罪，因此另加
刑2個月，曾倩儀亦因持有汽油彈而加刑2個月。

「聲援」理大黑暴9男女收監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香港
海關昨日通報，於去年 12 月 31 日和今年 1
月10日，分別在葵涌海關大樓驗貨場和香
港國際機場檢獲約110公斤懷疑大麻花及約
63公斤懷疑冰毒，估計市值約7000萬元，
海關在行動中共拘捕3人。

太陽能板藏懷疑冰毒
海關人員於去年12月31日，在葵涌海關

大樓驗貨場透過風險評估揀選及查驗一批
由加拿大抵港、報稱載有燕麥片的海運貨
物，在一批燕麥片包裝盒中檢獲該批懷疑
大麻花，估計市值約2250萬元。跟進調查
後，海關人員於1月13日在元朗和上水拘捕
兩名分別16歲和34歲懷疑涉案男子。

另外，海關人員1月10日在香港國際機場檢查一批
從墨西哥到港並報稱載有太陽能板的空運貨物，經檢
查後發現該批懷疑冰毒收藏在兩組太陽能板內，估計

市值約4700萬元。跟進調查後，海關人員翌日在粉嶺
拘捕一名36歲懷疑涉案女子。

上述兩宗案件仍在調查中。
海關呼籲市民提高警覺，切勿貪圖金錢利益而參與

販毒活動，不要接受任何人士聘請或委託運送受
管制物品進出香港，亦切勿於未確定物品屬性的
情況下，貿然協助他人運送。此外，市民亦要避
免將個人資料或地址交予他人以作收取貨物用
途。

進口大麻可囚終身
海關提醒公眾人士，大麻及四氫大麻酚屬

《危險藥物條例》定明的危險藥物。除非符合
《條例》的相關要求，否則進口含有大麻或四
氫大麻酚的產品（包括食品或飲料）一律被禁
止。市民須留意有關產品的包裝標示，以免誤
墮法網。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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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可致電海關24小時熱線2545 6182，或透過舉

報罪案專用電郵帳戶（crimereport@customs.gov.hk）
舉報懷疑販毒活動。

責任編輯 黃雪峰 尚文 美編 曹俊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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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少年入教導所 7人囚38至40月

去年1140宗電騙
損失金額達8.1億

海關嚴正澄清
絕無「插贓」執法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網上謠傳香港

海關人員日前以 「收件詐騙」方法，持紙皮箱要求
一名少數族裔男子簽名 「收貨」，然後再把其拘
捕，質疑海關 「插贓嫁禍」。海關發言人昨日予以
嚴正澄清，強調絕無此事。

譴責社交媒體不負責言論
海關發言人表示，前日(14日)於葵涌進行打擊冒

牌物品活動，在一間物流公司發現一個包裹，內有5
個懷疑冒牌手袋，估計市值約2000元。海關人員隨
即部署監控派遞行動，晚上在深水根據《商品說
明條例》，拘捕一名34歲收貨男子，並在現場再檢
獲89件懷疑冒牌貨品，包括手袋、銀包和手表等，
估計市值約4萬元。案件仍在調查中。

海關強調，所有行動均根據事實證據，專業執
法，公正公允。對於有人在社交媒體聲稱海關有所
謂 「插贓嫁禍」，海關對此等不負責任言論予以譴
責。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2019年11月香港理工大學爆
發暴動，有大批人士前往 「聲援」 ，期間有8男1女被指在佐敦拔
萃女書院外參與暴動而被捕，並於上月被裁定全部罪成。法官林偉
權昨日聽取求情後判刑，其中2名被告被判入教導所，其餘7名被
告判監38至40個月。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香港近年的離婚
及再婚現象日趨普遍，離婚率較20年前高出逾一倍，
再婚的人佔整體婚姻數目三分之一。為幫助再婚人士
好好預備及維繫新一段婚姻，明光社於 2021 年為 30
對準新人(其中一方或雙方是離婚人士)提供再婚的婚
前輔導，並委託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就服務成
效作出評估，結果發現高達98%參與者認為服務使他
們了解再婚家庭面對的困難及挑戰，加強對再婚的信
心，並對伴侶關係產生正面影響。

明光社推輔導免蹈覆轍
明光社引述政府統計處2021年數據表示，每千名人

口計算的粗離婚率由 1991 年的 1.11 人上升至 2019 年
的 2.28 人，離婚判令數字在 1991 年至 2019 年間上升
了2.36倍，由6295宗大幅上升至21157宗。同時，再
婚數字也不斷上升，由1991年的4892宗、5803人，
大幅上升至 2019 年的 15832 宗、23821 人，按宗數計
上升了2.24倍，按人數計則上升了3.1倍。

為了幫助離婚後計劃再結婚的人士好好預備及維繫
新一段婚姻，以避免重蹈覆轍，明光社於2021年為30
對準新人提供再婚的婚前輔導，並委託中文大學社會
工作學系專業顧問劉玉及其團隊，就這次再婚的
婚前輔導服務的成效作出評估。該會事工顧問傅丹梅
稱，婚前輔導的目標除了幫助準新人為再婚作好準
備，也需要幫助他們考慮清楚是否適合結婚，或在現
階段結婚，特別需要考慮子女是否已預備好進入再婚
的家庭。

劉玉介紹，她的團隊於去年2月至11月期間，採
用了量性研究(52 人參與)、質性訪談(50 人參與)及實
地觀察(6人參與)3個研究方法，為再婚的婚前輔導的
成效作出評估。她說研究結果顯示，再婚婚前輔導服
務有效提高了服務使用者對再婚的信心；有助增加自
我了解，及對彼此的了解；有助化解衝突、改善溝
通；有助反思從前，放下過去的包袱；有助預備進入
將來的家庭生活；有效幫助服務使用者處理衝突，改
善溝通。

劉玉指出，性格測試可幫助服務使用者清楚了解
彼此的異同，有助化解雙方相處中的誤解；而5節輔

導的次數不足，未及處理所發現、深層次或突發的問
題，建議按服務使用者需要增加輔導的節數。

性格測試幫助了解彼此
團隊對再婚前輔導作出以下建議，包括服務要有

核心內容，包括檢視過往離婚或親密關係的經歷、
性格分析、繼子女和前配偶的關係與親職配合、以
及溝通與衝突等；訂定基本節數為5節；設立線上再
婚婚前講座；提供再婚輔導的輔導員訓練；成效指
標是幫助準新人建立美滿婚姻；加強再婚輔導宣
傳。

港離婚再婚宗數20年均增兩倍

海關連破兩案檢毒值7000萬

農曆新年將至，送牛迎虎，
市民都趕緊為年關打點，有忙
碌清潔家居，有到處購買年
貨。九龍深水富榮街兩旁商
舖擺滿了琳瑯滿目的賀年飾
物，吸引不少市民選購，港島
上環文咸西街 「海味街」 近來
湧現大批市民，爭先購置年
貨。

結婚及離婚數字統計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註：政府統計處尚未有公布2020年及2021年
具體結婚及離婚數字

資料來源：綜合政府統計

結婚宗數

60459

55274

56454

51609

50008

51817

49331

44247

離婚宗數

21125

22271

20019

20075

17196

19394

20321

21157

離婚率

34.9%

40.3%

35.5%

38.9%

34.3%

37%

41%

48%

▲林偉權法官。

▶2019年 11月 17日，
暴徒堵塞理工大學漆咸
道南與暢運道交界處並
投擲磚塊，警方以水炮
車驅散。 資料圖片

明光社指出，輔導服務可增加再婚者信心。
明光社提供圖片

海關於去年12月31日在葵涌海關大樓驗貨場檢獲懷疑大麻花。 中通社

深水富榮街兩旁商舖擺滿了琳瑯滿目的賀年飾物。 中通社 市民到上環 「海味街」 購買年貨。 中通社

趕辦年貨趕辦年貨
迎新歲迎新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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