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6%女性贊成設立窺淫罪
民記調查揭10.8%人曾遭偷拍 當中僅一成會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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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在今年4月至5月期間，以電話
訪問了615名18歲以上女性，逾一

成（10.8%）人表示曾被偷拍，當中僅得
一成（10%）人會報警處理，不足一成
（6%）選擇透過網上申訴，反映警方接
獲案件數字僅是冰山一角。逾一成半
（15.7%）受訪者曾目擊他人偷拍 ，但
其中近三成人（28.4%）選擇對罪行不予
理會。

逾三成指加重刑罰最有效
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葛珮帆認

為，港人可能出於怕事或怕耽誤時間等
心理，對偷拍罪行反應冷漠。
是次調查中，有76%受訪者贊成訂立

窺淫罪，65.3%受訪者認為現行法例不足
夠防止偷拍，30.1%受訪者認為加重刑罰
對防止偷拍最為有效。

促速設偷拍裙底罪免「無王管」
葛珮帆指出，在未訂立窺淫罪和偷拍

裙底罪之前，警方仍然可以《刑事罪行
條例》中的「遊蕩」罪對偷拍行為進行
起訴，最高可判處監禁12個月及罰款

5,000元，市民切勿以身試法。
為解決偷拍「無王管」的現狀，民建

聯促請政府盡快設立窺淫罪和未經同意
下偷拍裙底罪，並將兩罪列為性罪行及
納入性犯罪核查機制。她並指，遊蕩罪
只適用於公眾地方，故希望新法例將適
用範圍擴展至公眾及私人地方，以增加
其阻嚇作用。
對於偷拍罪行高發的公共交通工具，

民建聯建議港鐵效仿廣深地鐵和日本等
地，設置女性車廂，以及擴大現有
CCTV的監測作用。葛珮帆表示，民建

聯曾就女性車廂事宜多次與港鐵方面進
行溝通，惟對方表示地鐵人流龐大、執
行困難以及與消防條例有衝突，而未有
認真考慮，她對港鐵態度感不滿。至於
港鐵現有的CCTV，惟有受害人在現場
捉住疑犯並即時報警的情況下，才能取
用CCTV影片發揮法律作用。葛珮帆認
為政府應擴大視頻的監視作用。
另外，就近年經常有人上傳女性親密

視頻或相片的行為，民建聯建議政府研
究立法，將此列為刑事罪行，以保護受
「艷照」困擾或要挾的女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水警前晚（21
日）在屯門龍鼓洲以西海面的反走私活動中，在一
艘木船檢獲大批走私凍肉及拘捕8名非法入境內地
男子，另有兩名男子棄船跳海失蹤。
警方重申，根據香港法例第一百一十五章《入境

條例》，干犯「安排未獲授權進境者前來香港的旅
程」而經公訴程序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500萬元
及監禁14年。此外，根據第六十章《進出口條
例》，任何人若輸入或輸出未列艙單貨物，一經定
罪，最高可被判罰款200萬元及監禁7年。

水警西分區特遣隊、情報組、巡邏小隊及近岸巡
邏小隊人員，8月21日晚上約10時30分展開反走私
及反非法入境行動。水警於龍鼓洲以西海面發現一
艘可疑木船，懷疑有人正進行走私活動，隨即展開
追截，其間兩名男子從該艘木船跳海失蹤。警方、
消防及飛行服務隊到場搜救。
警方其後於龍鼓洲一沙灘上發現8名年齡介乎30
歲至50歲的內地男子，該8名男子涉嫌非法入境被
捕，現正被扣留調查。行動中，人員共檢獲大批懷
疑走私凍肉，價值有待點算。

水警檢走私凍肉 8漢落網兩男跳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夢縈）

香港每年發生約300宗偷拍猥褻

照片案件，民建聯一項電話調查

顯示，逾一成的受訪女性曾被偷

拍，但當中僅一成人報警處理，

民建聯相信實際情況可能更加嚴

峻。現時本港未有針對偷拍的法

例，之前人稱「萬能key」的不誠

實取用電腦罪，被判不涵蓋用自

己手機進行的偷拍罪行，致使法

律出現真空地帶，疑犯難以入

罪。民建聯促請政府盡快制定窺

淫罪及未經同意下拍攝裙底罪，

同時建議港鐵設立女性車廂，以

保障婦女隱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外
交部周三證實，任職英國駐港總領
事 館 的 港 人 鄭 文 傑 （Simon
Cheng）因違反《治安管理處罰
法》，被深圳警方行政拘留 15
天。《環球時報》昨日引述羅湖警
方消息指，鄭文傑本月9日在深圳
因涉及賣淫嫖娼，被處以行政拘留
15天的處罰。

內地警指事主要求不通報家人
報道指，鄭文傑違反《治安管理

處罰法》第六十六條有關賣淫及嫖
娼的規定，根據規定違者可被罰拘
留10天至15天，並罰款5,000元人
民幣。報道又指針對有質疑指，內
地警方無通報鄭文傑的家屬，羅湖
警方回應說，案發後鄭本人提出請
求不要通知家人，故根據他的請
求，警方依法對其違法行為未予通
報其家屬；羅湖警方又強調，中國
是法治國家，任何人從事違法犯罪
活動，都會受法律懲處。
《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昨晚

在Twitter引述警方消息指出，鄭
文傑因嫖娼在深圳被拘留，警方是
應被捕本人要求，沒有聯絡他的家
人，警方願意降低事件對被捕人名
譽的不良影響，但英國外交人士和
媒體將他摧毀。
鄭文傑家屬回覆本港媒體查詢時

說，不會就報道作回應，又稱「公
道自在人心」。而「釋放SIMON
CHENG」專頁則形容事件為「被
嫖妓」，專頁率先披露鄭文傑失蹤
的消息，早前透露鄭文傑8月8日
由香港到深圳公幹，晚上從深圳乘
搭高鐵回港，在晚上10時許曾透
過WhatsApp及微信通知女友，當
時聲稱由深圳返港正在過關，其後
失去聯絡，翌日家人報警和向香港
入境處求助。
事件引發英國外交部以至社會

「關注」，並與近期「反修例風
波」掛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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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立法會
2015年審議《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期間，公開大學男生關迦曦在金鐘海富中
心被警員搜出一公斤煙霧餅，被裁定管有
爆炸品罪成，判囚3個月。
關在今年4月向高院原訟庭上訴，其代
表律師指他管有的煙霧餅只有煙火效果，
不能爆炸，故應撤銷定罪，惟原訟庭在今
年7月駁回其上訴。關其後向原訟庭提出
書面申請，要求法官證明他提出的上訴理
據涉及有重大廣泛重要性法律爭議。
昨日法官決定接納其申請，簽發證書證

明其問題牽涉重大法律爭議，讓關可憑此
向終審法院叩門申請最終上訴。

公大生藏煙霧餅
獲准向終院上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本周二（20
日）凌晨在將軍澳「連儂隧道」發生的斬人血
案，50歲男導遊被控3項傷人罪，昨日被押解
觀塘裁判法院提堂，他暫時毋須答辯。
控方在庭上透露仍有兩名女事主留院，未能

錄取正式口供；警方亦需時與其他參與調查的
證人錄取口供，檢取案發現場閉路電視片段，
進行被告認人手續，化驗疑為犯案所使用的
刀，在被告家中搜出的衣服，以進行DNA及
指模鑑證等。案件押後至10月17日再訊，被
告還柙候訊。
男被告洪震（50歲），報稱任職導遊。控罪
指，被告於2019年8月20日在新界將軍澳景
林邨及頌明苑之間的行人隧道，非法及惡意傷
害黃靜美智子（26歲）、李玉鳳（35歲）及
梁鎮杰（24歲）。
控方續指，由於此案案情嚴重，被告或需面

對嚴重的刑責，以及要在更高級別的法院審
理，故反對被告的保釋申請。
辯方則透露，被告1985年來港，過去7年一

直任職導遊。他與妻已離婚，現與八旬母親及
10歲兒子同住。
辯方續指，被告的兄姊均在港居住及工作，

被告的「根喺香港」，案發後自願返港助查，
沒有潛逃風險，並願以5萬元作保釋金，及定
期到警署報到，不離港和不踏足指控地點，希
望法庭批准保釋外出候審，以便照顧母親和兒
子。
署理主任裁判官徐綺薇庭上一度問及需否社

署介入照顧被告的母親，辯方卻表示不需要。
最終徐官拒絕被告的保釋申請，將案押後至10
月17日再提訊，其間被告還柙看管。

將軍澳斬人案
官拒導遊保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現今香港
不少大學生不學無術，除了搞政治、「罷
課」不上堂、暴力衝擊外，也不時發生欺
凌事件。香港大學宿舍繼2017年後，再
次爆出性欺凌醜聞，有去年入住偉倫堂的
女生向媒體控訴，指遭男性「大仙（即高
年級生）」借醉摸大腿及手，及在被要挾
下，半推半就與其他女生一同拍攝背對鏡
頭、脫下胸圍的出位裸露短片。港大證實
接獲有關投訴，強調絕不容忍任何欺凌行
為，如有足夠證據會考慮啟動紀律程序跟
進。

梁振英：受害人應報警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於facebook
說：「這是犯法行為，受害人應該報警，
此事絕對不能私了，大學不能內部處分了
事。如果有女職員被上級如此『欺凌』，
是否也交給公司管理層處分了事？大學生
不能無法無天。」
2017年港大多個舍堂接連爆出集體性
欺凌醜聞，包括有聖約翰學院宿生下體遭

滴蠟，亦有李國賢堂男宿生被其他男同學
以下體拍打頭部，最後多名學生遭紀律處
分，包括被取消宿位。

遭灌酒似陪酒 被上下其手
而最新的性欺凌事件出現在港大另一宿

舍偉倫堂，有已退宿的女生向《蘋果日
報》控訴，自去年入住起多次遭「大仙」
欺凌，包括出席男女宿生樓層合辦的聚會
時，被男生不停灌酒，對方又借醉向多名
女生毛手毛腳，其大腿、膊頭及手均被
摸，感覺自己猶如當「陪酒」一般。
該名女生表示，其後在「偉倫節」活

動，有「大仙」為求出位，更要求多名新
入住的女宿生一字排開，拍攝背對鏡頭脫
下舉起胸圍，只以手覆蓋重要部位回頭一
笑的短片，拍攝時雖然只有女生在場，但
之後卻播放予全體男女宿生觀看，令她感
覺很羞恥。
她指事前目睹其他人不願配合拍攝而被

「大仙」當眾喝罵，更遭威脅稱舍堂貢獻
會給「0分」，自己因擔心不獲宿位而屈

服。
她又提到，曾向舍監及舍堂導師反映，

惜未獲正視，自己更持續被針對及欺凌，
決定向大學投訴及公開事件。

港大：「零容忍」任何欺凌
港大發言人昨日回覆香港文匯報時表

示，近日就接獲有關偉倫堂學生活動的投
訴，會按嚴謹既定程序處理，如經初步調

查認為證據足夠，會考慮啟動相關紀律程
序跟進。發言人又指基於私隱考慮，調查
結果只會通知投訴人不會公開。
另外，有指近日有人以「平反」為名，
於網上公開該名女生的個人資料，港大表
示事件仍在調查中，呼籲各界暫不要妄下
結論，並希望各界能停止人身攻擊行為，
強調大學絕不容忍任何欺凌行為，會致力
保護受網絡欺凌的人。

港大又爆性醜聞「大仙」逼師妹拍「裸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3名警
員今年6月涉嫌在北區醫院病房，向涉
嫌襲警被捕的六旬男子施襲，日前涉
案閉路電視片段曝光後，3人被拘捕及
控以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及串謀襲
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昨被押解往沙
田裁判法院提堂。
3名被告暫毋須答辯，案件押後至10

月17日再訊，待控方繼續調查，裁判
官准3人保釋候訊。
三名被告分別為現役警員歐國偉

（25歲）及鄧文謙（24歲），被控襲
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另一名被告為
早前離職的警員林易昇（30歲），現
報稱無業，被控串謀襲擊致造成身體
傷害罪。

控罪指，歐、鄧兩人在今年6月26
日，在北區醫院一病房內襲擊62歲事
主鍾志華。林則被控在同日同地串謀
歐、鄧兩人襲擊事主。
3人毋須答辯，控方申請押後以待索

取事主的醫療報告。裁判官建議索取
事主的精神和心理報告，以示公平和

供控方研究控罪的合適性。控方同
意，但補充目前尚未成功聯絡事主，
以徵求他的同意索取有關病歴。
裁判官將案押後至10月17日再訊，

並批准3人分別以現金1萬元保釋候
訊，每周3天須到警署報到，不得離境
和不准騷擾控方證人。

涉虐打醉漢案 三警准保釋

■報稱任職導遊的男被告洪震，當日被捕後被
探員押回頌明苑寓所搜查。 資料圖片

■次被告鄧文謙（左圖）與另外兩名被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水警檢獲大批走私入境凍肉。 警方圖片

■港大偉倫
堂爆出性欺
凌醜聞。
資料圖片

■民建聯調查發現逾一成女性曾被偷拍，促請政府盡快立法窺淫罪和偷拍裙底罪。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夢縈 攝

下次攪珠日期：8月24日(星期六)

8月22日(第19/096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163,830 （7.5注中）

三獎：$38,550 （85注中）

多寶：$11,686,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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