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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設WhatsApp熱線籲報料制亂
休班警獲發警棍執法

可匿名舉報暴力訊息 對第三方保密
■高級警司汪
威遜講解向休
班警派發伸縮
警棍的措施。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揪出暴徒，齊齊報料。過去3個月，以所謂「反修例」為名而引發的大
小暴亂蔓延到全港不同角落，各種各樣的違法暴力滲透社區和市民的日常生活，因政見不同而引發的打
鬥、襲擊，以及針對警方的明擊暗襲等手法層出不窮，甚至搭港鐵跳閘的違法歪風已經到了肆無忌憚的
地步。警方昨日強調，守法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止暴制亂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故增設10條WhatsApp 反暴力報料熱線，十個相連號碼是 5566 9500、5566 9501……直至 5566
9509，希望市民提供暴力情報，全社會一同反暴力。

過去 3 個月動盪不安，暴力示威者使用
的武器愈來愈危險，引發的不同暴力延
伸到不同層面，很多市民要求警隊提供
方法，讓他們向警隊提供有效的資訊。

無預約 無接聽 非報案

不鼓勵市民到暴力現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在過往多次 來。他早前在銅鑼灣揮舞港英旗時，自爆
的示威集會中，不時有傳示威者收錢「做 「我開緊工㗎大佬！我有老闆㗎後面！」惹
嘢」。日前，就有手持「港獨」旗幟的長 來收錢參與非法遊行疑雲。
網民留言指，「咁多好工做要做漢
者旗手，曾在早前非法集會遊行期間「鬼
拍後尾枕」，自爆「我開緊工㗎大佬！」 奸？」、「出賣良知的人必遭天譴」、
被疑同樣是收錢舞「獨旗」。有網民表 「收錢破壞香港可恥」。
示：「收錢做嘢就低調啲
啦！」
該名長者旗手日前參加九龍灣
德福廣場的非法遊行時，曾手持
「港獨」旗幟站在人群之中，其
間一名路過的老婦看到後，立即
上前怒斥老翁「忘本」，氣氛一
度緊張。之後，老婦經兩名男子
勸喻後離去，多名市民隨即輪流
上前指責該名旗手是「漢奸」。
及後，有人對這位旗手進行
「起底」，發現他曾在多個場
■老伯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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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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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舞動「獨旗」被市民拍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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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獨翁」自爆收錢舞港英旗

香港警

■警察業務服務科高級警司
陳志勇公佈 10 條反暴力報
料熱線號碼。
料熱線號碼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休班警員昨日起
獲派發圖中的伸縮
警棍。
警棍
。 資料圖片

指有可能再犯及潛逃
案情指，近80名學生及「校友」於校外舉辦

「人鏈活動」，有人高呼口號。家住啟晴邨的
被告，到場批評有關人等聲量過大，其間疑情
緒激動，手持鎅刀揮舞並指罵學生，混亂中傷
及該名女教師。被告事發後逃離現場，惟被附
近的閉路電視拍到，最終警方到其寓所拘捕疑
犯，警誡下他表示自衛作案。控方指被告有機
會再犯及潛逃，反對讓他擔保外出。
辯方反駁指，符當時並非有意逃走，而是
前往老人院探望其九旬父親，其後於電視新
聞上得悉被通緝，亦安分地留在家中等候警
方拘捕。
辯方續指，被告獨居，正領取每月 3,000
元的綜援金，社署剛批出一筆金錢去治療牙
齒，並懷疑患有糖尿病，故希望法庭予以有
條件保釋。裁判官最終拒絕被告保釋，還柙
警 方 看 管 ， 並 押 後 案 件 至 本 周 五 （13
日），以待警方安排認人手續。

汪威遜指出，警員使用武力有清晰指引及嚴格規定，
當警員休班時使用警棍已代表正在執行職務，必須表明警
務人員身份，指引亦列明警員使用武器後必須上報，有關機
制行之有效；而且休班警使用警棍時，在場其他人也一定看
到，上報使用武器原因是保障自身，所以毋須擔心休班警會隱瞞。
汪強調，休班時間維護社會穩定，是警隊的使命。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
警司（媒體聯絡及傳訊）江永祥亦指出，休班警如果需要使用警棍時，所面對
的是違法者，普通市民無需感到擔心。
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亦指，警員在休班時維持社會秩序是一直存在的
事情，警棍只是供休班警多一個選擇，在這個時候為休班警提供警棍，是基於大
環境所需，「為什麼警員休班還要執法？原因就是多人違法。」

「爆眼」調查埋尾 獨欠事主口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在8
月11日尖沙咀警署外騷亂期間眼部受
傷的女子，縱暴派「未審先判」指稱
是警方布袋彈令事主致盲。按常理，
事主應協助警方調查，以討回公道，
但事實剛相反，她不但拒絕接觸警方
提供資料，更去信阻撓醫管局向警方
提供其醫療報告。在警方以法庭手令
取得其醫療報告後，女事主又稱警方
拒絕向她提供取得有關手令的資料， ■「少女爆眼
少女爆眼」
」調查尚欠最重要的部
並於昨日透過律師入稟高院申請司法 分，就是她本人的口供
就是她本人的口供。
。 資料圖片
覆核。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
科高級警司李桂華則表示，調查接近完 可得知8月11日當晚6時40分後的混亂場
成，還欠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女事主的口 面、事主在該位置出現的原因、當時其身處
的位置，以及她與暴力示威者的距離。當有
供。
警方日前表示，已根據法庭的手令向 了這些資訊後，可以清楚知道當時的情況。
醫管局取得女事主的醫療報告，及綜合 警方寄予事主的信件中已交代所有資料，亦
各方面資料做一個全面畫面的拼湊。李 有警方電話、電郵、地址。警方沒有接獲對
桂華昨日在警方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方的聯絡辦法，仍在等待她回覆。
至於警方取得女事主的醫療報告後，是
「砌圖砌得七七八八，尚欠最重要嘅部
否可以確認其右眼傷勢是否由「警方造
分，就是女事主的口供。」
他續說，只要取得女事主的口供，警方就 成」，李桂華指事件真相能否揭開，關鍵

是事主的口供，「唔可以咁快話查唔
到，但佢個口供係最重要。」
他續說，已向發射布袋彈的警員了
解，但不可以公開警員說法，因尚未
取得事主的口供，對雙方亦不公平；
也不能向傳媒透露醫療報告的資料。
至於有傳媒指事主聲言已去信警
方，希望知道警方所持法庭手令內
容，但不獲回覆。李桂華指，警方向
法庭申請手令時已向法庭宣誓，不須
向外公佈。

明天覆核聆訊法庭手令
同日，女傷者透過傳媒指，警方拒絕向
她提供取得有關法庭手令的資料，即日透
過律師入稟高院申請司法覆核，法庭已安
排於明天（周四）開庭聆訊。據悉，法庭
邀請警方出席該聆訊。法官已頒令禁止披
露女申請人的姓名，並以英文字母K作為
她的代號。司法機構網頁顯示，高院於本
周四會開庭，處理申請人的司法覆核許可
申請和其他正審前的臨時命令。

咬斷警指案 被告增控擾亂罪

花甲翁涉刀傷教師禁保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牛頭角文理
書院學生和「校友」，前日在校外發起「人
鏈活動」示威時高呼口號。一名退休老翁稱
被噪音滋擾，涉持鎅刀到場。混亂中，一名
女教師手指受傷，共須縫 6 針。老翁被落案
起訴一項傷人罪，昨在觀塘裁判法院提堂，
暫毋須答辯，案件押後至9月13日，以便警
方安排認人手續。裁判官應控方要求拒絕被
告保釋，原因是案件性質嚴重、擔心被告不
依期歸柙。
被告符柱標（65 歲），退休前是地盤工
人。他被控 9 月 9 日早上在牛頭角沐虹街 6
號文理書院（九龍）外非法及惡意傷害女教
師杜珮瑜。

使用警棍代表執行職務

熱

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
中指，激進示威者過去 3 個
月使用的武器包括磚頭、
氣槍、汽油彈、削尖的
鐵支等，令前線警員處
於高風險，無時無刻
都要提高警覺，而近
日社會暴力情況蔓
延，從坊間張貼海
報及便利貼築成的
所謂「連儂牆」，
演變至坊間一些人
鏈活動，有市民因
不同意見及噪音與
示威者發生爭執，令
社會治安面臨嚴峻的
挑戰。
他強調，止暴制亂已
經刻不容緩，所以警方
推出10條香港警察反暴力
報料熱線，讓市民提供暴力
活動資訊，而警方並不鼓勵
市民為報料而到暴力現場，設
立熱線是希望提供更多渠道
讓市民提供暴力資訊，但市
民如遇到緊急情況，應該
致電999求助。

料

有見於此，警方新增十個相連號碼
的 WhatsApp 報料熱線，由 5566 9500
至 5566 9509，接受有關止暴制亂的訊
息，當市民提供情報，不需事先預約或
登記。
熱線只透過 WhatsApp 接收反暴力情
報，以協助預防及偵查罪案；包括接收
相片、影片、文字、錄音。熱線不會有
人接聽任何來電或交代警方執法行動，
也不會接收任何報案。
陳志勇呼籲市民放心，若提供情
報，可以匿名方法提供資訊予警方，警
方不會要求舉報人提供個人資料，也不
會向第三方透露報料人的電話號碼。當
完成調查目的後，報料人的資料除非為
要符合法律上的要求，否則有關資料將
會於合理時間內被銷毀。
市民若有疑問，可以瀏覽警方網頁
及到各分區警署查詢有關資訊。陳志勇
稱，增加 WhatsApp 熱線，目的是為了
提供多一個渠道讓公眾去報料。之前一
直有其他不同渠道，如電子報案中心、
報案室等，報料熱線只是供市民提供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鑑於近期暴力不
斷升溫，令警員在休班時行使警權執法的機會有所
增加，警方批准向休班警員派發伸縮警棍執行警察
職務。消息稱，警方已增購1萬支伸縮警棍，昨日
開始陸續發放，有關措施會於一個月後檢討。警
方不認同休班警帶警棍執法會令市民人心惶惶
的說法，認為這樣做反而令社會更加安全，
市民對恢復社會秩序更有信心。
警方行動部行動科高級警司汪威遜昨
日在記者會上表示，警員休班後在街上
無人能辨認他是警員的身份，所以不
存在武器「傍身」的說法。他強調警
員休班時配備裝備並非新安排，刑事
偵緝人員屬 24 小時攜帶佩槍，以配
合行動需要。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
三十二章第二十一條，若警務人員休班時遇
到有人犯法，或是遇到情況要執行職務時，可
能便會表露其警察身份去處理。
汪威遜稱，警員休班時遇上要執行職務及行
使警權時有權使用警棍，並會嚴格根據守則指
引行事。「我哋應用警棍，唔係話就咁派咗畀
佢，休班就畀佢自己用，而係要根據守則、指
引。」汪威遜表示，警員使用警棍時，盡量事前給
予警告，使用警棍達到目的時就要停止。

外的線索或資料，若公眾想親自報案，
仍建議前往報案室。

線

警隊業務服務科高級警司陳志勇在
警方例行記者會上表示，社會在

■被告杜啟華新增一項控罪，但保釋條件
獲放寬。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7 月 14 日
警方在沙田新城市廣場血戰暴徒，拘捕多
人。應屆港大畢業生涉嫌咬斷一名警長的
無名指，以及用傘攻擊警務人員。案件昨
日在沙田裁判法院再訊。控方新增起訴被
告一項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行為罪，令他
面臨 5 項控罪。控方申請將案押後，以預
備文件轉介區域法院處理。辯方亦申請放

寬保釋條件，高偉雄署理主任裁判官將案
押後至10月8日再訊，以待控方呈交轉交
文件，取消被告的宵禁令，且允許被告原
本須每周 4 天到警署報到的規定，改為每
周3天，其餘條件不變。
22 歲被告杜啟華，現一共面對 5 項指
控，除了昨天新增的「在公眾地方作出擾
亂行為」外，他亦被控本月14日晚上在沙
田新城市廣場第一期 L3 層襲擊警員葉卓
軒；他另被控同一場合有意圖而非法及惡
意傷害高級警司梁子健和偵緝警長梁啟
業，他同時未能出示身份證明文件。

獲撤宵禁令 每周報到減1天
辯方石書銘大律師申請法庭撤銷禁足
令和宵禁令，且放寛每周到警署報到的
日子至每周兩天。辯方又指被告候訊期
間嚴格遵守法庭命令且很有「交代」，

他曾兩次分別因為身體抱恙留院和惡劣
天氣而沒有到警署報到，但事前均有知
會警方。
辯方又指，被告剛轉職為市場推廣助
理，有正當職業，與家人同住。而宵禁令
一般針對聯群結黨的年輕被告，該命令的
目的和效果不清晰。至於禁足沙田新城市
的命令，辯方指控方證人均是警員，沒有
任何商場職員或經常出入商場的市民，命
令起不了禁止被告騷擾控方證人的作用。
兩項命令不但跟保釋條件無關，而且不必
要地限制了被告的人身自由。
控方反對放寛命令，表示在新增的控
罪中，被告涉嫌在商場中庭從高處擲
物，又鑑於現時社會氣氛，希望法庭保
留原有保釋條件。最後法庭取消宵禁
令，改每周 3 天到警署報到，其他保釋條
件不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