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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爆官員私隱 暴徒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
公開特首一哥等手機號碼 私隱專員指或涉刑責

景源）反對派為「惡搞」政
府官員及建制派人士，再掀
新一輪洩漏私隱潮。有網上
討論區及即時通訊平台
Telegram 群組，昨日公開大
批疑似政府官員、建制派陣
營人士的個人資料，包括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律政司司
長鄭若驊、保安局局長李家
超和警務處處長盧偉聰的私
人手機號碼和電郵，以及建
制派議員的個人資料。私隱
專員昨晚發聲明指，截至昨
日下午 5 時，公署共接獲
315 宗相關投訴和查詢。私
隱專員已聯絡有關討論區及
即時通訊平台營運商，要求
聯絡相關用戶移除內容，並
警告類似的流傳和欺凌行
為，除了可能觸犯《個人資
料（私隱）條例》，亦可能
涉及其他民事和刑事責任。

據悉，在網上流傳的個人資料名單上，包括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鄭若驊、李家超、盧偉聰等人，被人公

開疑似他們的出生日期、私人手機號碼和個人電郵地址等
私人資料。同時，多次指揮清場、制止暴徒的新界南總區
署理指揮官陶輝甚至其家人的電話也被公開。
不少建制派人士也在名單上，包括葉劉淑儀、李慧琼、
何君堯、周浩鼎、陸頌雄、梁愛詩及湯家驊等。有關資料
包括出生年月日、手機號碼、私人電郵及社交平台用戶名
等。不過，有關資料在網上出現約一小時就被刪除。

網民指圖分化警隊團結
同時，有仇警網民也在 Telegram 開設一個名為「老豆
搵仔」的頻道，貼出大量警員詳細個人資料，包括大頭
照、個人住址、身份證號碼、父母名稱及住址等信息。有
網民引述該頻道負責人聲稱，有現役「速龍小隊」成員向
頻道報料，又稱若警員披露足夠數量同袍的資料可獲
「免死金牌」，並稱 Telegram 通訊十分保密，即使有警
察報料，亦難以追蹤。
不過，有網民懷疑頻道負責人是圖謀分化警隊團結，旨
在令警員互相猜忌引起恐慌。在上月，有仇警網民公開大
批警員及家人資料，警員和家人被人網上欺凌、辱罵，及
收到死亡恐嚇。本月初，超過 1,100 名警務人員及其親友
的個人資料被不當地公開，以及有人攻擊警察網站、煽動
他人毀壞公眾設施及刑事恐嚇的行為。

私隱專員要求刪除帖文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人員在本月2日、3日拘捕7
男 2 女，分別涉嫌「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
「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得的個人資料」、「刑事
毀壞」、「威脅會摧毀或損壞財產」及「刑事恐嚇」。
私隱專員公署昨晚回應有關網上流傳疑似政府官員、立
法會議員及警務人員及其家人的個人資料時指出，截至昨

■私隱專員警告類似的流傳和欺凌行為，可能涉及其他民
事和刑事責任。
資料圖片
日下午 5 時正，共接獲 315 宗相關的投訴和查詢。私隱專
員黃繼兒已主動聯絡相關討論區及即時通訊平台的營運
商，要求他們聯絡有關網民或用戶，立即移除及停止上載
相關內容和帖文，並得悉大部分有關資料已被移除。公署
指，任何人如懷疑其個人資料私隱受到侵犯，而又能提供
表面證據，可向公署投訴。

違條例最高或監禁 5 年
私隱專員強調，任何人披露（無論是透過網上討論區、
即時通訊平台或實體公開展示）其他人士的個人資料時，
不論資料是否從公共領域取得，都必須考慮收集和使用相
關資料的手法是否合法和公平。若收集及披露個人資料以
達欺凌、具煽動性和恫嚇的不法目的，那肯定是不合法、
不公平及違反《私隱條例》的保障資料原則或其規定。
私隱專員重申，違反《私隱條例》有可能構成刑事罪
行，例如有可能違反《私隱條例》第六十四（2）條，該
規定如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下披露其個人資料，而該項披
露導致當事人蒙受心理傷害，不論其意圖如何均可能犯
罪，最高可判處罰款100萬元及監禁5年。

英籍警妻女遭殃 暴徒涼薄留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

在制暴行動中，不少香港警隊的外籍警官
慘被起底。有報道指，有外籍警官的子女在
(3
學校被東西扔砸，有一名警官的妻子到超級

市場買東西遭人唾罵。有激進分子就聲稱要
「表揚」有關的行為云云。
「德國之聲」近日報道，部分外籍警官經常在制止騷亂
的前線擔任着指揮官的角色，「媒體對他們進行了報道，
他們的名字還在英國議會被一名議員提到，之後，他們遭
起底，個人數據被公開登到網上。」
報道續指，被起底的主要人物除兩名警長外，還包括他們
的助手，並引述香港警務督察協會主席泰勒（Neil Taylor）
向法新社表示，「他們真是經歷了磨難，但並不光是他們。
他們的孩子在學校被東西扔砸，他們當中一人的妻子到超市
買東西遭人唾罵。任何人都不該對此幸災樂禍。」
報道還引述泰勒的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同事補充說，
「他們兩人都說，『非常難，但這是我們的工作。』……
這說法當中，有多少是給自己壯膽，有多少發自內心，我
並不知道。」

煽動針對家屬施暴

有激進分子企圖否定事實。「Kevin Ho」聲稱：「他
們（外籍警官的子女）是讀國際學校，富家子弟才能讀的
學校，他們很多都是站在政府那邊，不少學生的家長也是
警察，又或對香港的事完全不理會，反正那些家庭都有外
國居留權。更何況他們的爸爸是高級警察，誰敢開罪他
們？」「Stephen Wu」更稱：「應該是假新聞。」
不過，只要看看激進分子在網絡的留言，就證明有人針
對警員家屬施暴，絕非空穴來風。「Stanley Ng」留言
稱：「我要表揚那位同學及街坊。他們做了正確、正義的
事！對付『黑警』，禍必及家人！」「蔡倩如」更稱：
「打他們和打他們妻子是應該的。警察局應該拆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團體促教局撤賴蘇二人註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黃
師」賴得鐘、蘇瑋善分別因發表仇
警言行以及在示威中非法囚禁女途
人，令社會各界特別是家長關注到
「黃師」的教德問題。多個團體昨
日先後到政府總部請願，並點名發
表仇警言論的賴得鐘，及涉嫌聯同
暴徒非法禁錮一名女途人的蘇瑋
善，要求教育局正視個別教育工作
者的不當言行，與關注教師專業失
德問題，並促請當局撤銷兩人的教
員註冊。有團體同日則到屢被揭發
間接鼓吹師生投身政治活動的教
協，抗議教協教唆學生參與暴動，
誤人子弟。

導學生分析所得資訊，而不是將自
己的思想理念強加於學生身上，但
現在有個別教師在課堂上教授政治
議題時設單一立場，錯誤引導學
生，明顯是失職所為，所以教育局
必須正視教育工作者言行，以及加
強教師培訓。
其後，近 30 名「守護莘莘學子群
組」成員到場，譴責賴、蘇兩人枉
為人師表，竟做出違法行為，教壞
學生，要求教育局嚴肅處理、正視
問題，並認為有必要取消所有居心
不正、品德不良的教師教席。

煽仇恨枉為人師

香港區潮人聯會十多名會員到政
總請願，向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提交
請願信，希望教育局及學校能正視
學校老師的個人行為操守會否對學
生構成影響，並促請教育局和相關
人士能審視現時通識科課程內容。
該會常務副會長連喜慶指，目前
通識科的教學內容欠缺規範，學生
很大可能受老師的政治取態影響，
從而令學生的思維愈趨政治化，希
望教育局能考慮取消通識科或把通
識科轉為選修科，釋放更多學習空
間，讓學生按照自己的能力和興
趣，選擇是否修讀。
校園關注組十多人同日下午則到
教協示威。他們高呼「為人師表，
帶壞學生」、「政治遠離校園，良
知回歸課堂」、「誤人子弟，教唆
學生」等口號，抗議教協教唆學生
參與暴動，誤人子弟。
關注組表示，近一個月來看到學
校裡有「黃師黑師」教唆學生出來
暴力示威，又請「黃師」講解修訂

民間團體「新年代」一行約 20 人
昨日到金鐘政總門外，並高呼「以
身試法，教壞學生」、「煽動仇
警，枉為人師」等口號，強烈譴責
賴得鐘及蘇瑋善。
團體副召集人黃勵賢形容兩名
「黃師」言行恐怖，「一個教師的
操守是發自內心，不能說只是一時
衝動。學生只是一張白紙，散播仇
恨絕對會有嚴重的壞影響，更不要
說老師犯法打人，相信所有家長見
到都會好擔心。」
她強調，學校是傳道、授業的地
方，需要有較高的道德標準，所以
涉事教師應當被解僱，並希望教育
局盡快按《教育條例》第四十七條
取消二人的教員註冊，以免令更多
青少年遭受荼毒。
來自荃灣區約 10 名市民亦表達了
同樣訴求。代表發言的職業訓練局
退休導師張浩明表示，教師應該引

潮聯促正視老師操守

《逃犯條例》，但內容跟修訂的真
正意思不符，認為部分教師在這種
講解學習的環境下誤人子弟。
關注組擔心莘莘學子被「黃師黑
師」教壞學生、顛倒是非，最後被
教唆成口罩黨，「暴力的示威行為
把香港法治視之無物，所以今天站
出來發聲，抗議校園教學教唆學生
洗腦，教壞學生，希望政治遠離校
園，良知回歸課堂。」他們在遞交
請願信後，逗留約十分鐘後離開。
保健海流協進會數名代表同一時
間到場，並高舉「參與暴動」、
「誤人子弟」、「抗議教協」標
語，抗議教協教唆學生參與暴動，
誤人子弟。

斥教協縱容師生暴力
「離島反暴力大聯盟」十數人其
後亦到教協抗議，並高呼「暴力教
師係瘟神，係魔鬼」、「教壞學
生，為師不尊」等口號，指教協一
直鼓吹師生縱容暴力抗爭，致出現
本月 7 日有暴力教師涉嫌攻擊途人，
勢將毒害學子。教育局為了下一代
着想，必須革除「黑衫教師」，還
校園安寧。
另一班市民亦自發前往教協，將
「救救孩子，遠離暴力」、「教師
暴徒，身份混淆」、「煽動仇警，
枉為人師」等標語訴求貼在教協玻
璃牆上。發言人張女士表示，老師
政治立場偏頗的問題存在已久，惟
一直缺乏監管，沒有人正視，現在
有教師更煽動仇警及參與其中，實
枉為人師，無資格教書。因此，教
育局應嚴肅審視教師操守，避免情
況愈演愈烈。

促聖心書院檢視咒警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 嘉諾撒聖心書院通
識科教師賴得鐘早前使用「黑警死全
家」標語照片作為社交平台頭像，連
日來都有團體到書院抗議，強烈要求
賴得鐘就事件道歉並辭職，也要求校
方檢視涉事教師的相關行為。

譴責賴得鐘仇警言論
「維港之聲反暴力聯盟」20 名成員
昨晨到嘉諾撒聖心書院外請願，強烈
譴責及抗議賴得鐘發佈仇警言論。他
們手持「通識老師，仇恨警察」、
「分化學生，網絡欺凌，散播仇恨」
等標語，批評賴得鐘已違反教師守

則，要求他公開道歉，並辭任教席。
聯盟發言人董惠明強調，教師有自
由參與遊行，但不應將不滿轉移至警
察身上，甚至煽動仇恨，「賴得鐘身
為教職人員，發表仇警言論，面對未
成年學生，會錯誤引導其到相反方
向，引起學生認識上的偏差，對警察
產生誤解。」
他強調，老師按照個人的看法去教
書不會很持平，會引導學生去非正面
立場，影響到學生品格及對社會看
法。「他肯定各方可以表達意見，但
是將仇恨警察和抹黑等負面情緒蔓延
到校園是不可取的。」

■香港區潮人聯會十多名會員到政總請願，向教育局代表提交請願信。

■港青成長關注組到英華女學校抗議。

「香港正義關注組」一行 30 多人亦
到該校門外抗議，大家手持「校園黑
師，嚴懲不貸」和「這般惡毒詛咒，
如何為人師表 」、「除暴安良，何錯
之有」等標語。團體拉起「人多打警
察，人少 Call 警察，上網咒警察」問
賴生，「點樣先係『泛民』心中嘅好
警察？」發言人吳均明說，身為老師
發表如此言論，「如何去教育學
生？」
另一團體「港青成長關注組」一行
十多人亦在下午抵達嘉諾撒聖心書院
門口，並拉起「強烈譴責賴得鐘老師
惡劣行為教壞學生」的橫額，表達對
校園裡的「黃師」滲透學校、教唆學
生參與暴動表示憂慮，不希望讓他荼
毒下一代。

■香港正義關注組到聖心書院抗議。

赴英華女校抗議 促辭退涉事教師
香港文匯報訊 英華女學校教師蘇瑋善為人師
表，但在近日的暴力衝擊中涉嫌干犯非法囚禁他人
罪，令人擔憂學子有樣學樣。多個團體昨日冒雨到
英華女學校外抗議，要求校方辭退涉事教師，以正
視聽。
來自「港青成長關注組」的 10 餘名成員昨日下
午冒雨前往英華女學校，抗議該校「黃師」蘇瑋善
於 7 月 7 日晚滋事分子在旺角堵路期間，涉嫌參與
圍毆一名女途人，敦促校方檢視涉事教師的相關行
為。

為人師表需和平理性
關注組發言人楊勝偉表示，教育工作者應保持專
業態度，以中立的立場培育英才。為人師表者要做

到三思而後行，通過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訴求，訴
諸暴力是絕對錯誤的。
「像蘇瑋善這樣不明是非、鼓吹暴力的人不配站
在三尺講台上，她那種煽動學生違法的錯誤心態荼
毒校園，令家長十分擔憂。」他說，關注組全體成
員強烈要求學校立即對暴徒教師停職停薪，以正視
聽。
「同心護港」成員昨日亦冒雨到英華女學校，譴
責蘇瑋善涉嫌非法囚禁他人，並聲討有關的暴行，
要求校方辭退涉事教師，以正視聽。
「同心護港」召集人曹達明表示，為人師表不
應帶頭做出暴力行為，應通過和平理性的方式表
達訴求，冀行動前三思而行，以免損害自己的前
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