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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警近距離射頭「獨人」網上播謠

前線警遭起底父母妹也遭殃
法律界指網欺涉恐嚇 警官組織批挑釁執法者

■發射「布袋彈」的警員不但手機號碼被放上網，就連父母的身份證號碼及手機號碼等資料亦被公開。 視頻截圖

在前日示威場面失控演變成暴動
時，警員多次警告無效後，合理用
武力驅走暴徒，避免立法會和政府
總部被「佔領」從而導致更大的衝
突，但部分反對派中人就刻意使用

「槍殺」、「中彈」等字眼，試圖挑起部分不明內
情的市民的情緒，實在不負責任之極。
由社民連「長毛」梁國雄主導的所謂「社會主義

行動」，前日就在自己facebook主頁貼出一名暴徒
「口鼻流血」、倒地接受治療的「血腥」照片，以
此公開「譴責」警察「開槍殺人」，更聲稱要「擴
大罷課罷工」。
民主黨亦在昨日跟風發表題為「譴責冷血屠夫政

府，林鄭政權必須倒台」的「聲明」，罔顧「抗
議」已經被定性為「暴動」的現實，繼續叫「細
路」為民主黨的政治主張「衝鋒陷陣」，自己一班
議員卻動口不動手地「坐享其成」。
公民黨也發聲明，稱「譴責林鄭月娥屠夫政

府」，稱林鄭月娥「視人命如草芥」，「其治下已
雙手沾血」，更侮辱警員為「鷹犬」，「甘願淪為
政府爪牙」。
但事實上，根據醫管局資料，截至昨日下午5

時，有81名與示威活動有關的傷者，目前仍有五
男兩女傷者留醫，且全部情況穩定，根本沒有所謂
「殺人」。

標題黨將吸催淚氣寫成「中彈」
「TOPick 新聞」則做「標題黨」，在fb上載所
謂「17歲中彈少女手腳抽筋命危順風車送院」的新
聞。文首稱一名任職護士者「見證17歲中催淚彈
少女情況危急」。但其實，該報道在內文中才寫道
「一名17歲少女因吸入催淚彈氣體被送往急救
站」，所謂「中彈」之說，實有誤導之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反對派組織近日在眾多網
絡發放一段短片，聲稱有人
被警員用槍射向頭部。片中
所見，一名中年婦人試圖以
手拍打警察嘅盾牌。警察當

下舉起警棍警告，剛巧旁邊的警員向遠方擲
出煙霧彈，發出「嘭」的一聲巨響，該「勇
武師奶」即刻嚇到向後退。「青症（青年新
政）」Cheap禎（游蕙禎）個「獨派」男友
林肇彥就話：「香港警察懷疑近距（離）射
擊示威者的面部。」名為「香港地」嘅face-
book主頁亦貼出中英文字幕的短片，暗示
「媽媽要喚醒警察良知，卻被『爆頭』」。
有不少人誤信謠言。
在這段廣為流傳的短片中，一名中年婦人係
咁叫警察「收隊」、「放過細路」，然後自己
一面喊，一面走向警察防線，稱自己冇武器、
冇攻擊意圖，但就不停越行越前，明顯已經情
緒失控。雖有人喺佢身後攙扶，但佢仍然飛身
上前，試圖以手拍打警察嘅盾牌。
警員當下只是舉起警棍警告，但他旁邊另
一名警員向遠方擲出煙霧彈，發出「嘭」的
一聲，該中年婦人就即刻向後退。不過，多
個反對派fb專頁，就聲稱該名婦人「頭部中
槍」，更分享到各地區群組。「港獨」分子

林肇彥等更搵人用英語及日語放在YouTube
頻道。「議會陣線」立法會議員毛孟靜協助
散播謠言，要警務處處長盧偉聰「解釋」。
唔少網民就腦都唔用就辱罵警員。網民

「Momo Avis」就在fb專頁「香港突發事故
報料區」發佈其他角度拍攝嘅影片，證明警
員在該中年婦人「進攻」時就已舉起黑旗、
發出催淚彈警告，並試圖斯文地伸手勸退師
奶，誰知「嘭」的一聲後，該師奶「扮
暈」，其後亦自行安全離開。
都有唔少視力正常嘅網民睇到到底發生咩

事。「Jason Leung」就話：「見到最尾指住
個女人嗰支係警棍唔係槍，有條繩，同時後
面有槍聲響起，睇咗嘅人就誤以為攞支槍對
住佢，射佢眼，加上個女人聽到槍聲嚇
倒……應該就係咁樣誤會咗。」

太古廣場當教堂
除了這段所謂「爆頭」的影片後，林肇彥

和「港獨」區議員陳國強的助理邱文勁，就
聲稱警方前晚包圍「收容傷者」嘅「教
堂」，但連「看圖作文」都唔合格，有網民
即刻話係太古廣場，「Leck Ho」怒斥：
「教會？唔通旁邊性感女郎肖像係聖母？最
憎不實報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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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個由反對派把持的 fb 群
組，廣泛流傳一名疑為前日

暴動期間發射「布袋彈」警員的資
料，不但巨細無遺地將其手提電話
號碼、住址、個人背景等資料上
載，更將其父母、妹妹的電話號碼
和身份證號碼公開。
同時，在「連登討論區」，有人

發起將所有警員「起底」，並將他
們的照片以至個人資料上載。

30警察私隱慘遭公開
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
偉昨日表示，截至昨日下午，該會
接獲約30名會員就個人資料被公開
一事求助，有資料被公開的警員已
經接獲滋擾電話，而他自己亦是受
害人之一，「不只是我們的個人資
料，家人的姓名及相片亦被公
開！」
他譴責有關人等公開別人的個人
資料，懷疑網民取得警員個人資料
的方式及公開資料手段可能涉及
「不誠實取用電腦」等罪行。該會
已經向警隊管理層反映問題，要求
管理層嚴肅跟進事件。
香港警務督察協會主席伍偉基批
評有關行為是在公然挑戰執法人
員。他說，前線同事平日均十分小
心保護自己的個人資料，絕對不會
隨便在社交網站上載執行任務時的
相片，並批評有關人等以公開警員
個人資料作報復是公然挑戰執法人
員，等同恐嚇。

嚴厲譴責「阻差辦公」
全國政協委員、律師黃英豪說，

今次修例事件本來應該在議事堂，
大家明刀明槍地辯論，但現就有人

以涉嫌違法的「下三濫」手段阻止
修例，此舉很可能涉嫌恐嚇罪，以
及涉嫌阻礙執法人員執行公務的一
些相關罪名。「我們（對這些行
為）要嚴厲譴責，亦全力支持香港
警隊加強執法。」
他直言，特區的行政長官、律政

司司長還有一批議員，都被這些人
用這樣的方式騷擾，故促請執法部
門能夠加強調查，同時希望律政司
在檢控方面可以更加嚴格。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執

業大律師丁煌表示，這樣的網上欺
凌，已發展成為了一種帶有恐嚇的
政治炒作，無非是想造成「白色恐
怖」，令立法機關人員、執法人員
受到壓力，更試圖影響執法結果，
「香港警察奉公守法，保護市民安

全，維護社會秩序，可謂功不可
沒。」
他同時勸誡部分失去理智的反對

者，要恢復理智，理性參與社會議
題的討論。不要抱着僥倖的心態，
妄想以非法行為左右社會的正常發
展。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傅健慈批
評，這些人製造網絡欺凌，企圖
對警員造成心理壓力，影響正常
執法，是社會所不容的。如果有
人煽動騷擾他人家屬，不排除會
涉及協助教唆，若真因為唆使造
成的嚴重後果，則這些教唆的人
亦應該負責。至於有人恐嚇政府
官員及議員，已涉嫌干犯刑事恐
嚇罪。

暴徒前日衝擊立法會、挖磚襲警、恐嚇政府官員

等。在行動失敗後，他們繼續在網絡上散播仇警信

息，包括鼓動網民將警隊人員及警方家屬的私隱公

之於眾，誘導網友威脅相關人員的人身安全。一名

被指當日有份發射「布袋彈」的警員，不但個人手

機號碼被放上網，就連其父母、妹妹的身份證號碼

等個人資料亦被放上網。警員工會代表昨日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有關行為是公然挑戰執法人

員。多名法律界人士則指，反對派企圖通過網絡欺

凌，影響前線警員執法，此舉已涉嫌干犯恐嚇罪，

及涉嫌阻礙執法人員執行公務。他們促請特區政府

加強網絡安全工作，並促請警方能夠針對此類行為

加強執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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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發起對警員起底。 網上截圖

反對派議員「煽
動」成癮，不但煽
人上街，還要煽人
抵制士多及食肆。
究其原因，全因有

關士多及食肆老闆與他們意見不同，
並不希望有暴力衝突，就被反對派中
人無良針對，全然不知他們所謂的
「民主」為何。

老闆盼不要暴力衝突
昨日，反對派議員楊岳橋的辦公
室fb專頁發佈帖文，號召大家抵制
「士多Ztore」，帖文中更配上「豎

中指」圖片。事件源自「士多」老
闆在網上發佈長文，希望無論是贊
成修例還是反對的朋友，都可以平
心靜氣去討論。
他還說，《逃犯條例》修訂是跟

足聯合國指引的，且很多地方都與
中國內地有類似協議，因此修例是
沒有問題的。不過，他亦理解在媒
體影響下，部分市民對修例是會產
生恐懼。他希望市民理性對話，不
要進行暴力衝突。

但此文一出，士多Ztore即成為攻
擊對象。尤其是在反對派議員助理
的帶頭之下，不少盲目的支持者紛
紛表示要抵制商家，甚至對商家出
言不遜。

員工批暴徒冰室受累
同樣深受其害的還有紅磡冰室。

該冰室因有個別員工在工作期間批
評暴徒所為，有偏激的食客即將此
事擺上網絡，並號召大家抵制冰

室，迫使冰室在無奈下要發表聲明
表明並無政治立場。
不過，反對者繼續步步進逼，在冰
室的fb留言大罵冰室，稱此事無立場
不應該，難聽過粗口云云。香港文匯
報記者還發現，在紅磡冰室facebook
專頁亦突然出現不少差評。
同時，有反對修例的激進者開始

在網上搜集整理支持修例的商家名
單，試圖發起抵制行動，散播白色
恐怖，企圖通過網絡欺凌逼迫商家
與他們的立場一致，所為令人心
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楊岳橋辦煽動抵制士多 &

民主黨造謠警搜學生宿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反對派最擅長散播謠言，激

化矛盾，昨晚民主黨在不經查證下，宣稱警察因應有港大學生
被捕而大舉搜查港大宿舍李國賢堂。該黨許智峯、鄺俊宇更自
編自導自演，誤導多間媒體於李國賢堂「支援」學生，苦等3
小時後才發現是「流料」。許智峯事後仍堅稱消息「確切」，
企圖老屈警方在知道他們到場後取消行動，貽笑大方。
民主黨昨晚8時多煞有介事在fb發佈「突發新聞」，宣稱

「收到消息！警方會到香港大學其中一間宿舍進行搜查」，更
派出許智峯、鄺俊宇等到港大「支援」，煽動一眾「自己友」
網民仇警情緒，連番辱罵警員。
隨後，該黨fb多次更新「前方消息」，一時稱「呢一刻並沒
有搜宿舍行動」，一時指「據知4名港大學生被捕，警察會搜
HKU宿舍」，謠言滿天飛。

深夜知衰續卸責
晚上11時許，港大李國賢堂舍監吳兆民確認，該堂有兩名
宿生在12日清場行動中被捕，但已獲准保釋。許鄺兩人在一
輪「大龍鳳」製造混亂後，終在深夜11時半「收工」確認搜
查並沒有發生，又將造謠責任推卸，於fb稱「無法得知究竟係
假消息定係警察知道件事揚左（咗）所以取消行動」，許更危
言聳聽指「港大確實瀰漫白色恐怖，擔心警察影響學生住處，
學生宿舍有很多隱私」云云，完全無視自己才是散播恐慌及混
亂者，言行極為無恥。

傳傷者已死 醫管局闢謠
為了煽動群眾情緒，反對派連「自己人」都要
咒佢死？周三的暴動中，傳媒拍攝到一個男子受
傷躺在地上、口鼻流血的畫面。昨日，網上就開
始有人流傳該名男子「已死」。醫管局昨日發聲

明澄清社交媒體不實傳言︰「醫管局澄清公立醫院過去兩日接
收與示威活動有關的傷者中，並沒有人死亡。」
昨日，網上多個專頁流傳有關男子「已死」的消息，並聲稱
政府「封鎖消息」，叫大家廣傳，「不要讓壯士白白犧牲」云
云。不少網民都不齒這樣的謊言。「余可兒」說︰「暴徒最想
有人死，咁至顯得自己偉大揚明（名）國際！」
醫管局發言人說，公立醫院在過去兩天並無人死亡，而截至
昨晚10時，共有81名與示威活動有關的傷者，包括57男和24
女前往10間公立醫院急症室求診，年齡介乎15至66歲，「目
前仍有三男兩女傷者留醫，全部情況穩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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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昨日流傳
這名口鼻流血的
男子「已死」的
消息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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