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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來電攔截」洩用戶私隱
20億致電記錄任搜尋 黎棟國盧偉聰都中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私人手提電話號碼屬個人私隱，理應不能隨意公開取

得，但有媒體調查發現，百度開發的「來電攔截」應用程式中所設的搜尋功能，竟

可搜尋到不少特區政府官員，包括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個人資

料私隱專員黃繼兒，甚至是中聯辦及外交部等中央政府駐港官員的手提電話號碼。

黃繼兒昨日強調，有關程式搜尋功能與攔截不明來電功能無直接相關，有可能違反

私隱條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莊禮傑）九龍灣姦
劫案疑犯在警署羈留期
間自殺事件續受社會關
注，警務處處長盧偉聰
確認疑犯在警署內取得
一條電腦線用作自縊，
部門日前進行驗屍，初
步結果確認，死者頸部
有傷痕，初步死因相信
為繩狀物體勒頸以致窒
息致死，他又重申已委
派另一警區重案組檢視
事件過程，調查當中有
否涉及人為疏忽、保安
措施或程序漏洞，「會全面檢視。」

重申「全面檢視」事件
盧偉聰昨日出席一項活動後，被問及疑犯羈留時搜

身程序是否有改善地方、疑犯有否落口供及招認罪
狀、疑犯轉換羈留室次數等問題時，回應指警方正進
行全面調查，「有無人落假簿，有無人做漏嘢，我哋
全部都會檢視」，現時不能透露太多細節。
盧偉聰解釋，因為調查仍在進行，加上完結後會呈

交全面及詳細報告予死因研究庭，屆時會進行研訊，
而研訊亦很大機會會有陪審團，所以調查過程中不宜
披露太多細節，以免影響日後研訊，又呼籲公眾在太
早階段不要作不必要揣測。

或研羈留室裝「天眼」
有傳媒問到會否重新考慮在羈留室安裝閉路電視，
盧偉聰指警署內公共地方，包括羈留室走廊已有相關
設備，死因庭以往亦提議安裝閉路電視拍攝羈留室內
範圍，警方現正與律政司緊密溝通及接觸，冀在私隱
及保安中取得平衡。
盧偉聰續指，現階段已提醒所有警署在處理犯人時
必須跟足處方既有程序，及確保疑犯及被羈留人士安
全。他又指姦劫案調查仍在進行，包括尋找失物及目
擊證人。

一哥確認姦劫疑犯偷LAN線自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常說
小朋友創意驚人，「創作力量同幻想
會嚇你一跳」，然而不少偉大發明都
是由天馬行空的意念開始。近年電話
詐騙案件肆虐本港，有小學生憑空構
思預防電騙的應用程式，除了具錄音
記錄證據及將號碼加入黑名單等傳統
功能外，更可向騙徒播放佛經，希望
洗滌其心靈，令對方不再做壞事。
18區少年警訊代表昨日齊集年度獎

勵計劃嘉許禮，警務處處長盧偉聰亦
有出席，為防罪比賽「科技滅罪E世
代」頒獎。
其中秀茂坪區秀明小學以創新意

念，憑空構思預防電騙的應用程式

「唔洗『濾』街坊」勇奪小學組冠軍
殊榮。
秀明小學學生上台公開其構思時

指，「唔洗『濾』街坊」除了有流動
應用程式外，亦有固網電話機頂盒，
指除了可以分辨陌生來電外，亦可分
析廣東話、普通話和鄉下話 ，更能識
別通話時的「敏感字眼」，如「使唔
使借錢」，或「你估吓我係邊個」
等。

構思完備 可錄音辨識「敏感字眼」
一旦收到「敏感字眼」，程式就有

多個選項，包括收線、轉接至家人或
警署、錄音成為證據、將號碼加入黑

名單，更可播放佛經以消除騙徒戾
氣，如此具創意的意念博得現場哄堂
大笑及觀眾掌聲。
有份構思作品的為秀明小學小五生

黎子君與李冠毅，及小四生郭梓浚與
姚嘉熙。
其中黎子君解釋，播佛經是因為曾

在街上聽到店舖播放，自己豁然感到
平靜，因此希望騙徒聽到後都可以有
類似反應，不再做壞事。
黎子君續指，自己在復活節期間收到

假冒入境處人員，並要求提供銀行戶口
的詐騙電話，當下已機智的想到真正的
入境處不會問銀行戶口，而是要市民親
身到入境處解決。
而姚嘉熙則表示，曾收到稱「入會有

着數，有錢有嘢食」的不明來電，自己
會提高警覺及告訴家人，以免被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不少人
視狗兒為自己的好朋友，若然摯愛被毒
殺，必然傷心欲絕。警方指由2000年
至今共接獲92宗發生在山頂一帶的毒
害犬隻案件，大部分案件均發生在
2000年至2010年，近幾年已有下降趨
勢，昨日警方在案發黑點向市民派發宣
傳單張，叮囑市民切勿讓狗隻接觸或進
食一些擺放在路邊的可疑物品。
警方港島總區重案組昨日連同港島總

區防止罪案辦公室、港島總區野外巡邏
隊、跑馬地及山頂分區巡邏小隊，在寶
雲道、布力徑及山頂一帶案發黑點向市
民派發宣傳單張，叮囑市民切勿讓狗隻
接觸或進食一些擺放在路邊的可疑物
品，又提醒市民如發現可疑人物，應立
即向警方提供消息。

紫粉紅色狗糧肉類高危
警方又教導市民辨認有毒的可疑食

物，指據資料顯示，有關毒餌是肉類或
狗糧，並呈紫色或粉紅色，在上述黑點
隨處亂放。如狗隻吃了這類毒餌，一瞬
間便會出現嘔吐及身體不適的現象，甚
至有生命危險，需要立即求醫。

路邊毒餌誘殺狗
重案巡山籲警覺

小學生「創」App防電騙 播佛經感化騙徒

《傳真社》（FactWire）昨日報道，百度開發
的「來電攔截」應用程式DU Caller，其

Android版本的功能包括攔截來電、通話錄音，更
設「逆向檢索」功能，即提供關鍵字搜尋電話號
碼功能，容許用戶以人名、機構名稱等直接搜尋
電話號碼。在用戶輸入關鍵字後，系統就會在其
聲稱收錄超過20億筆電話記錄的資料庫中搜索，
及顯示與關鍵字相同、相關的結果。

黎棟國：事件交私隱公署跟進
《傳真社》以「中聯辦」、「港澳辦」、「外
交部」、「警務處」、「保安局」等作關鍵字搜
尋，結果發現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警務處處長盧
偉聰，中聯辦副主任林武、殷曉靜、主任助理陳
山玲，外交部國際司前副司長張小康，國務院港
澳辦聯絡司調研員王爽等的手提電話號碼，均被
記錄在資料庫內。傳真社並已核實有關手機號碼
全部正確。
「有線電視」記者昨日就成功致電黎棟國家
中，由其太太接聽再交予黎棟國。黎棟國在電話
中表示，已將事件交由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跟
進。記者還嘗試打電話給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
對方接聽時也確認了自己的身份。

該記者續指，自己從未下載有關程式，但在另
一部電話的有關程式中就搜索到自己的手提電話
號碼，更即場以該部電話致電自己證明屬實。
《傳真社》透過電腦分析發現，手機用戶只要
安裝程式，即使未點擊同意私隱政策，程式已將
電話內資料記錄，並隨時可以傳送上百度的伺服
器，而且私隱政策中有一項，更稱資料會用在其
他地方。
保安局發言人回應指，局長並沒有授權任何手機

程式開發商或提供者將其姓名及手機號碼上載至其
資料庫，並已將事件轉介個人私隱專員公署跟進。
盧偉聰昨日在出席一公開活動後指，「已經責

成同事睇睇咩嘢事，暫時沒有評論。」

私隱專員難倖免 指程式或違例
黃繼兒接受《傳真社》訪問時，對記者能說出

其聯絡號碼表現愕然，並證實該號碼是自己10年
前於律政司工作時的手機號碼，現時已沒有使
用。
他指出，DU Caller提供搜尋電話號碼功能，對
辨識不明來電及封鎖騷擾電話無直接相關及實際
需要。除非應用程式開發商獲資料當事人自願給
予的明示同意，否則可能違反私隱條例。

DU Caller有兩份內容截然不同的私隱政策，黃
繼兒指這種做法會令人無所適從、私隱政策有虛
假、誤導成分，而程式更會在下載者未點擊同意
私隱聲明的情況下，即將下載者手提電話所載的
資料上載了百度的伺服器，「這行為是很嚴重而
且不合法，如有這情況，公署會主動調查。」
針對該程式的私隱部分，寫上用戶資料會用在
的「其他地方」，但目前個人資料跨境轉移不受
私隱條例監管，黃繼兒表示，公署早在2013年已
研究規管，並向政府提交了報告，會催促加快立
法進度。
《傳真社》向DU Group、百度查詢有關程式

收集個人資料方式是否違反現行私隱條例，以及
會否停用關鍵字搜尋號碼功能，但至昨日仍未獲
回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由內地搜索引擎百度開發的
「來電攔截」應用程式「DU
Caller」，將用戶電話簿內的資
料供人搜尋，保安局局長黎棟
國、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及中聯
辦副主任等多人的手提電話號
碼均外洩。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葛珮帆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記者
坦言，由於涉事公司不在香港
境內，難以即時追查事件。
葛珮帆表示，即使電話機主

沒有下載「DU Caller」，自己

的電話號碼也可能在電話簿
內，認為「好奇怪」，她呼籲
市民只能被動地避免在網上透
露太多個人資訊。
她指出，如果涉事公司為香港
開發公司，便能調查其電話名單
從何而來、是否涉及過度收集資
料，或涉及轉售市民個人資料。
然而，今次涉事公司在香港境
外，現時的私隱條例不能規管個
人資料跨境轉移，故「好難處理
到」，之後會探討能否在立法會
討論事件。

葛珮帆研提立會傾

曾涉及多
宗械劫案、
於赤柱監獄
服刑20年的
葉繼歡上月
因 癌 病 逝
世，昨日在
世界殯儀館
設靈。不少
傳媒到場採
訪，但有報

章的報道標題引起網民不滿。《蘋果日
報》一段即時新聞以「賊王葉繼歡世界
殯儀館設靈」為題（見圖），又提到靈
堂正中掛上「浩氣長存」的橫匾。不少
網民批評，葉繼歡犯下多項罪行，不應
以「王」來形容他，又稱有關標題會讓
大眾認為犯法可變成英雄。
「Kit Lung Yan」批評，「搞到個賊

好似英雄咁。」「Ulysses Chan」亦
指，「賊王笑咗！毒果繼續渲染犯法可
以做英雄。」「Siu Keung Li」就質
疑，「殺人放火金腰帶？？ 不知所唯
（謂）！」「Sam Ng」說，「一代賊
王……毒果個寫手同編輯實有報應！」
「Kayiu Ho」則狠批：「真是竊國者
侯竊鉤者盜，浩氣長存？即係教人一係
唔好做壞人，一係就做最大最惡嘅，反
面教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盲捧「賊王」葉繼歡
網民批《蘋果》教壞

涉嫌在九龍灣天
橋底姦劫22歲少女

的48歲林姓男疑犯，日前被警方拘
捕，惟後來被發現在秀茂坪警署羈押
期間自殺身亡。曾因被捕入過「臭
格」的「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黃台
仰（偉哥仰）在毫無證據下「抽水」
稱，一個全城關注的疑犯竟可在警署
羈押期間成功自殺可能是沒有沒收他
的東西、警察慫恿他自殺「交貨」，
及在拘留期間不小心被人「整死
咗」，便「屈佢自殺」等，《蘋果日
報》更予以轉載，抹黑警方。

黃台仰近日在facebook聲言，入過
「臭格」的人「都知道」所有繩狀物
體，包括鞋帶、頸鏈、皮帶等，及可
能用來自殺的物品都會被收起，「連
眼鏡都驚你拎來割脈」，但一個全城
關注的疑犯竟可在警署羈押期間成功
自殺，可能性有4個：一是警察覺得
「政治犯」會自殺，強姦案疑犯是不

會自殺，所以沒有沒收他的東西，又
稱之前曾在警署羈押室見過「蠱惑
仔」可以玩電話，但警察沒有理會。

空言「交貨整死人」
他續稱，警察也可能「隨便」拘捕

一個人「交貨」，然後在警署裡面
「恐嚇」對方，甚至「慫恿他自
殺」，讓警方可以「交到貨」，或是
強姦案疑犯於被捕前，將吊頸用的繩
預先塞進肛門，然後等待被捕，進入
警署自殺，又或是疑犯「根本不是自
殺」，而是在拘留期間不小心被人
「整死咗」，「整死人」的人不想承
擔責任，就「屈佢自殺」云云。

為了抹黑警隊形象，激進「本土
派」的創作力和幻想真係會嚇你一
跳，但《蘋果日報》在即時新聞將該
篇文章隨原文刊出。「香港本土力
量」何志光批評，《蘋果日報》竟在
毫無訪問的情況下，全文刊登了黃台

仰在facebook的言論，是要幫對方作
宣傳，「《蘋果》這些記者，將黃台
仰講的抄出來，逼公眾去看是為乜×
呢？你是不是要幫他去助選呢？」
「熱血公民」立法會議員鄭松泰

（蟲泰）也在網上「抽水」稱：「提
醒大家一句，如果用USB線可以成功
上吊自殺，你帶有USB線出街，分分
鐘會被指藏有攻擊性武器拘捕，……
今日放工大家小心，放低條嘢先
走。」
親「熱城」的所謂「手作達人」吳

斯翹（Billie Ng），更借用疑犯兄長
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聲稱其弟「年齡外
貌不符警方通緝時公佈的資料」、
「怕死不會自殺」等等，危言聳聽
道：「住九龍灣的女仔，你哋小心
啲，個犯應該在附近。Ps 德福花園是
警察宿舍，我覺得你哋危險過住赤柱
監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偉哥仰屈警慫恿自殺《蘋果》幫手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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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明小學學生勇奪防罪比賽「科技滅罪E世代」小學組
冠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禮傑 攝

■盧偉聰表示會全面檢視姦
劫案疑犯自殺事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禮傑 攝

■鄭松泰同在fb抽水。

■黃台仰老屈警慫恿自殺，《蘋果》竟幫手轉載。

■黎棟國電話號碼被外洩。 有線電視截圖■疑外洩電話號碼的手機應用程式DU Call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