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門輔導流連街頭青少年的 「協青社
」 統計，每年全港有超過7萬名青少年離家
出走，其中女孩子佔35%，較10年前大幅
增加75%，而且年齡趨細小化，為盡早發
現、盡早提供輔導，防止他們流連街頭被
黑社會招攬，協青社由去年開始聘用改過
自新的女邊青，專門導化這類年幼女邊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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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1米長寵物蛇 「玫瑰蚺」，昨日早上9時許，
在彩雲16樓1單位窗邊捲伏 「吐信」，嚇煞街坊報警，未
料 「蛇王」剛到場時，寵物蛇疑受驚凌空飛墮而下，奇不
死仍能蠕動，被捉走轉交漁護署檢驗。墮樓不死寵物蛇 「玫
瑰蚺」，全身金黃色，長約1米，無毒，估計6至7歲，無表
面傷痕，至於是否有內傷須由漁護署獸醫檢驗確定。

【本報訊】爆竊 「快閃黨」改變過去撬閘犯案手
法，昨凌晨駕偷來的一輛的士駛向銅鑼灣霎東街一間
二手名牌手袋店，瘋狂撞毀櫥窗，1分鐘內極速掠去
10多個包括名媛至愛的Hermes手袋，得手後乘另一
輛私家車逃去，警員在店外檢獲4個LV手袋及1個未
拆開包裝的 「紅白藍袋」，相信賊人犯案時手忙腳亂
，擔心警員趕至匆匆掠取財物離去；負責人其後點算
，證實損失總值80萬元。

案發現場為銅鑼霎東街33號的 「法國店」，該店
沒有分舖，主要出售Hermes、LV、Fendi、Prada及
Ferragamo等名牌二手皮具手袋及飾物。據悉， 「法
國店」貨品款式並非十分齊全，不過價錢在同類店舖
中較低，所以人流甚旺。

一分鐘極速犯案
昨天清晨5時許，一輛的士駛至霎東街停下後，

突然加速剷上行人路，瘋狂猛撞向 「法國站」店舖櫥
窗，約5米乘2米半的玻璃櫥窗應聲粉碎。此時，駕駛
的士之男子，以及不遠處另1輛私家上2名同黨分別匆

忙落車，衝入 「法國站」大肆搜掠，在短短1分鐘內
掠走10多個名牌走袋，3名賊人得手後一同登上接應
私家車逃去無蹤。至於被賊人遺下之的士，懷疑因沒
拉好手掣，在賊人逃去後緩緩溜後，直至撞上馬路另
一邊鐵欄始停下。整個爆竊過程被1名派送報紙的姓
余（22歲）貨車司機目睹，馬上致電報警。

大批警員迅即趕到，封鎖現場進行調查，在現場
對開馬路檢獲4個賊人遺下的LV手袋，以及鐵槌、1
個尚未拆開包裝的 「紅白藍袋」。另外，警員亦核查
涉案的士，及後確定該車為已掛上假牌的失車，原來
的車牌則被丟在車內油門位置附近。
警員及後聯絡店舖負責人了解情況，
職員經點算後證實損失10多個包括
Hermes等牌子的名牌手袋，總值約
80萬元。探員稍後在現場套取指模，
及翻看閉路電視錄影片段蒐證，現列
作 「爆竊」案處理，交由灣仔警區重
案組第1隊跟進，並通緝3名戴帽及口
罩的涉案男子歸案。

寵物蛇16樓飛墮大難不死

銅鑼灣二手店遭竊80萬名袋

【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昨日在
其網上專欄撰文 「創業夢工場」中表示，經過數年的努力，社企
的概念在香港已逐漸為人所認識，不少社企亦成效漸見。為開拓
更寬廣的市場空間，不少有心人努力將創新思維引入社企，既改
變社會的商品文化，也改變不少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的生活態度
，更重視環保、更關注社會的持續發展。社企不僅可以扶助弱勢
社群，也是不少年輕人的創業夢工場。

曾德成在網誌稱，今年政府會在過去的基礎上，繼續透過多
項措施推動社企發展，務求在社企的不同發展階段，提供適切支
援，包括訓練課程、獎勵計劃、夥伴倡自強計劃、地區社企嘉年
華會和夥伴計劃等。

他特別談及政府提供資助、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 「香港社會
企業挑戰賽」商業計劃書撰寫比賽。計劃在2007年起推行，目的
為向年輕一代推廣社企精神，鼓勵青年人發揮無限創意，運用企
業經營模式解決社會問題。計劃至今已吸引了接近4000人參與，
參賽資格亦已由大專院校畢業生，擴闊至過去3年內畢業於大專院
校的人士，希望鼓勵更多年輕一代關注社會事務和發揮創意。

年輕人創業夢工場
曾德成對部分參賽者成功將計劃付諸實行感到欣喜，特別是

部分社企至今仍在營運。他認為，這些企業提供的服務和產品都
別出心裁，甚至令人意想不到，例如有參賽隊伍成立了一間社企

，專門收集寵物美容店和動物收容所的狗毛，升級改造成有機紗
線，再製成飾品和家居用品。每個產品都附有一張卡紙，印有流
浪狗的故事和照片，讓大眾更關注動物權益。

他留意到環保是年輕一代十分關注的課題，不少社企都以售
賣別出心裁的環保產品為主，例如有隊伍以 「一條龍」方式處理
廚餘，一方面向本港餐飲集團、市民及拾荒者收集廚餘，一方面
引入台灣自然農法技術，將收集得來的廚餘以生物分解轉化為有
機肥料及各種飼料，供給本港的有機農田、園藝公司、豬農、雞
農以及淡水漁業使用。

另外有社企透過回收舊報紙、橫額等城市廢料，再設計、製
作成各種環保產品；或者有社企回收剩餘的建築物料再轉予中學
生，讓他們發揮藝術創意，同時減輕堆填區的負荷及延長物料的
壽命；甚至將廢車零部件製作成高級傢具，減低對環境的影響，
並改變社會對處理廢棄物品的態度，以及創造新商機；有社企為
長者設計備有輔助安全系統的手表，設有室外定位、緊急求助及
日常通話等功能，減少長者在戶外活動時意外失蹤的情況。

資深的協青社外展社工譚仲凱透露，近年離家出
走的青少年有年輕化趨勢，平均年齡降至12歲，有深
宵社工在東涌和將軍澳發現年僅6歲和7歲的小童隨
童黨廝混；更令人憂慮的是，女孩佔離家出走青少年
比例日漸增加，已上升至35%，較10年前的20%大幅
增加75%。

為求愈早發現問題青少年，愈早提供輔導，協青
社去年3月獲得資助重新開放 「蒲吧」後，即推出 「
蒲吧優化計劃」；為求貼近女邊青的心態和生活潮流
， 「蒲吧」採用 「女邊青引導女邊青」方法，聘用改
過自新的女邊青擔任群黨小領袖及 「蒲吧」活動助理
，展開外展工作主動出擊，在商場或公園尋覓對象，
誘導他們參與 「蒲吧」的活動，輔導其返回正軌，避
免被黑社會吸納為 「犯罪新血」。

以 「蒲吧」 吸引邊青聚腳
現年17歲的阿婷和阿欣都曾經是女邊青，目前同

受聘於 「蒲吧」，每看到 「小學雞（童黨術語，指小
學未畢業便流連街頭的小孩）」在商場和公園流連，
便看到自己昔日的影子，兩人都希望藉 「蒲吧」提
供的輔導服務，導化這些女童重返正途。

90年代的香港是5年一個代溝，現今卻是一年一
代溝，即使阿婷也是 「未成年」，但已不容易打進刻
下的童黨群。她表示初時接觸街童時，常常遇到挫折
，許多時無緣無故被對方以粗言穢招呼一頓，即使她
自認母愛 「爆棚」，視 「小學雞」是自己的弟妹或 「
BB」，也難免感到氣憤。

「初時會好難受，但後來發覺他們也不一定是針
對我，反而他們亂罵一通、發泄過後，便會慢慢接受
我。」阿婷在 「蒲吧」工作近3年，已 「升呢」為小
領袖， 「挨罵」是她打進童黨的必殺技之一。

阿婷續說，若要插入童黨圈子，必須以朋友方式
親近，投其所好打開話匣子，取得信任，尤其注意圈

中的談話內容，一旦發現如： 「你出賣我」等說話，
就可能是童黨打鬥的先兆，需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
說服和引領他們回 「蒲吧」，逐漸化解戾氣。

接納也不一定被視為 「自己友」，阿婷的經驗告
訴她，現時的街童雖然年紀小小，但已敵我分明，且
懂得防避 「底」。她說： 「有次班仔女（社工術語
，指被輔導的街童）在蒲吧的K房籌劃行動，當她到
來後發覺各人神態有異，如細聲說話，彼此 『咬耳仔
』等等，視我如底，不想把事情讓我知悉，我估計
事件很不尋常，決定向上司報告，讓更有經驗的社工
早些介入事件。」

阿欣則在 「蒲吧」工作3個多月，對新一代女邊
青的任性和開放態度、男女童黨間感情關係之複雜，
亦感咋舌。她以過來人身份舉例說： 「以前女童黨對
感情仍較執著，與一個群黨內的男友分手後，大都不
與同一群組的其他男孩發展感情，寧願轉往其他童黨
結識新男友。但新一代女邊青與群黨其中一員拍拖或
發生性關係，分手後卻不介意在同一群組中與其他男

成員發展感情，如此類推，幾乎與每位黨員有過男女
感情或關係後，才轉往另一組童黨結識異性。」

男女童黨感情關係複雜
更值得注意是，不少女邊青並非為 「錢」或 「感

情」才與男性發生性關係，阿婷說： 「因離家出走的
女邊青居無定所，只要有異性好意提供住的地方，她
就不介跟異性回家，甚至發生關係。」阿婷頗慨嘆當
下女邊青的世界觀變得愈來愈稀奇古怪，也更希望憑
藉自己的過來人經驗，為他們提供更為社會接受的兩
性觀念，以免他們小小年紀便恨錯難返。

協青社的 「蒲吧」位於西灣河聖十字徑2號，共
有4層樓的活動空間，主要為12至24歲的邊緣青少年
，提供24小時緊急支援服務，如安排離家出走青少年
入住危機中心。為了避免青少年在街頭遊蕩， 「蒲吧
」被塑製成一個吸引邊青聚腳安全的 「蒲點」，防止
青年受到黑社會招攬。去年使用 「蒲吧」的青少年達
100,857人次，較前年超出1萬人次。

現時是 「蒲吧小社工」的阿婷和阿欣，也曾有
過一段反叛的街童經歷，學壞的原因，各有不同。

阿婷追溯自己學壞的最初階段，正是小學六年
班。她說： 「當時小女孩的心態，是很嚮往一種被
異性愛的感覺，於是在區內的公園hea，認識了一
群童黨，並與當中有黑社會背景童黨領袖拍拖，以
為可以過童話式的公主生活。」

阿婷跟隨有黑社會背景的男友，也感染了吸
煙、吸毒的壞習慣，一直由男朋友供應毒品，過
渾渾噩噩的日子。她說： 「心裡都知道毒品對身體
有害，但感到不開心時，吸毒能幫助自己忘記不快
樂的事情。」

期間，她先後轉換過多名男朋友，都有黑社會
背景，亦試過與男友分手，用刀 「手」，因流血
不止送入醫院；及後她的男朋友在一場黑社會打鬥
中被警察逮捕，被判入獄。阿婷形容與男友分開的
日子極度沮喪，哭得死去活來，但經過時間的洗滌
，傷痛減退，突然冷靜地看清前路，決定找工作，
便進入了協青社；現在她在半工讀下完成了中六課
程。

朋輩影響 誤入歧途
至於阿欣當年誤入歧途，因為受到朋輩影響。

她說： 「中一時認識了吸煙的壞同學，為了埋堆，
怕被杯葛，我也學吸煙；後來，又結識了一些在

餐廳工作的女性朋友，經常在公園內聚集，甚至在暗角中一起
吸毒。」

阿欣在童黨中結識了有黑社會背景的男朋友，她坦言： 「
當時我覺得男友聲大夾惡，人見人怕、吸煙、打鬥 『型到爆』
，即使我與其他異性聊天，他看了不高興，會對我拳打腳踢，
令我傷重入院，但我仍深愛他。」

阿欣不諱言曾享受一種虛榮感，她說： 「在童黨圈中，男
友是大佬，初時被人叫 『阿嫂』，我也覺得很尷尬，但心裡暗
爽，因為感到很威水，原來自己 『個朵』傳遍圈內，升格大家
姐。」在公園裡遇到一些女童黨沒有向她打招呼，或有人對她
眼神不善，她便會由男友出頭教訓對方，覺得 「超開心」，有
人支持自己。但阿欣漸漸醒覺，明白總不能跟一個有黑社會
背景的男朋友，過打打殺殺的日子，透過朋友的介紹，認識
了協青社的社工，現在更成為該機構的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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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邊青助邊青返正途更生邊青助邊青返正途
協青社聘協青社聘底底挽迷羊挽迷羊

兒童發展基金惠及四千人
【本報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發表網文表示

，特區政府在2008年4月撥款3億港元設立兒童發展基金，促
進10至16歲弱勢社群兒童的長遠發展，從而減少跨代貧窮，
目前已有超過4000名兒童受惠。

張建宗在文中表示，兒童發展基金每項計劃為期3年，
至今已推出3批共40個基金計劃。在逾4000名受惠兒童中，
包括了109名少數族裔兒童、113名殘疾兒童。在參加首批和
第2批計劃的兒童中，分別有99%及98.4%的兒童成功完成為
期2年的目標儲蓄計劃。目前，參加第2批計劃的兒童正在實
踐其個人發展規劃，他們的選擇主要與教育、技能提升，以
及職業訓練有關，例如學習語文、參加遊學團、報讀音樂或
計算機課程等。

目標儲蓄計劃是指被選青少年每個月儲蓄200港元，而
配對贊助人供款200港元，以兩年為限，兩年後特區政府提
供3000港元獎金。

▲賊人以偷來的的士
駛向銅鑼灣霎東街一
間二手名牌手袋店，
瘋狂撞毀櫥窗

▲協青社 「蒲吧
」 採取聘用女邊
青引導邊青少女
的方法，讓改過
自新的女邊青擔
任群黨小領袖及
助理

圖片由協青
社提供

◀協青社添置各
種青少年喜愛的
玩意如滑板場、
K房，而環境設
計或裝飾，也採
用塗鴉藝術牆畫

圖片由協青
社提供

◀賊人遺下的士，溜
後直至撞上另一邊馬
路的鐵欄始停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