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疑點
吳傲雪前日聲淚俱下，問中大校長段崇

智：「你是否知道新屋嶺的搜身室全黑，
你是否知道不止我一人受到警方性暴力，
其他被捕人被不止一名警員、不分性別性
侵及虐待。」她籠統地說自己被「性暴
力」（是強姦、非禮、性騷擾等的統
稱），卻將其他人的「性侵」（即強姦）
「經歷」混為一談，有誤導外界以為她被
「性侵」。
昨日，她就改口稱，自己口中的「性暴

力」是指被男警大力拍打胸部，這個情
節本質是非禮，嚴重程度大降，令人質
疑她以「性暴力」包裝有關指控有誇大
之嫌；或者她也知道事件已失焦，昨日
再以道聽途說的口吻說：「知道有男被捕
者遭『強姦』和『雞姦』」，企圖保持公
眾關注度。
吳傲雪前晚與段崇智的對話，只用「性

暴力」來概括其「經歷」，還東拉西扯
說其他人一些未經證實的「性侵」或虐
待「經歷」，外界被混淆視線下，以為
她也被人「性侵」，旋即在網上引起巨大
迴響。

稱「被大力拍胸」
到昨晨，知道「講大咗」的吳傲雪在電

台節目上補充，「我受到性暴力對待是在
葵涌警署，當時女便衣警員不夠力，在場
有其他女警，但該名女警員沒有邀請其他
女警幫忙，然後邀請她旁邊的一名男便衣
警員幫我索這條索帶，該名男警員索完
帶，很大力用手拍打我的胸部。」她又聲
稱，被捕後需要如廁時，女警全程目視其
私處，而附近更有男警站崗。
由前日的「性侵」變成昨日本質為非禮

的指控，相信如果她一開始就說這些被非
禮情節，迴響勢必大打折扣。或者她也感
到外界關注降溫，昨日又改口說「知道有
男被捕者遭『強姦』和『雞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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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傲雪對着中大校長段崇智，一句：
「你是否知道新屋嶺的搜身室全黑，你
是否知道不止我一人受到警方性暴
力。」旋即令吳傲雪冠上「新屋嶺受害
人」的稱號，連《蘋果日報》即時新聞
當晚都以「新屋嶺受害人首公開除口
罩」為題報道事件，然而昨日她突然改
口說，「事發」於葵涌警署，而非新屋
嶺。案發地點也搞錯，令案件真確性受
疑。

《蘋果》「炒車」改標題
過去數月，網絡上不時有人聲稱有警

察於新屋嶺內非禮、強姦甚至殺害被捕
者，即使一直未有受害人站出來指控警
方，警方亦多次主動澄清從未接獲任何
在新屋嶺發生的非禮及強姦投訴個案，
但部分人在無任何實質證據下，仍一口
咬定新屋嶺有唔見得光的事發生，每每
提到「新屋嶺」，也會牽動「黃絲」的
神經。
就在這個時候，吳傲雪與段崇智的對

話，全程只提及一個案發地、即新屋嶺，
故外界都以為她在新屋嶺被「性暴力」，
就連《蘋果日報》即時新聞也如獲至寶，
把她冠以「新屋嶺受害人」大肆報道。沒
料吳傲雪急急「澄清」，指「本人只在葵
涌警署受性暴力對待」。《蘋果日報》即
時新聞隨後亦將報道的標題改為「警暴受
害人首公開除口罩」。

再度「人格謀殺」警隊
她更聲稱終於明白為何性暴力受害人

很難站出來講，原因是「既被警方威
嚇，又被網民人格謀殺，再加上同路人
私怨」云云。不論她是否遭受性侵，不
論她是有意或無意誤導公眾，「新屋
嶺」曾發生性暴力事件已深深烙入不少
市民腦海，警察又再一次被「人格謀
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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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傲雪並非一名普通的中文大學女
生，過往更與煽暴派關係密切，先後3次
出席煽暴派或「黃絲」的活動，包括9月
初出席立法會議員毛孟靜所舉行的記者
會，當時她自稱是「龍小姐」，自認是8
月31日太子站事件的傷者。其後，她分
別現身於9月27日「新屋嶺被捕人士集
會」及民間記者會，自稱是「S同學」、
「S傷者」，自認是新屋嶺被捕者，更在
集會上自爆曾為《蘋果日報》提供新屋嶺
扣留中心的平面圖。同一人化身不同身
份，卻分享不同的「經歷」，其「證言」
令人質疑。

曾蒙面現身毛孟靜記者會
前日以「中大學生」身份與校長段崇

智對話，已是吳傲雪講述「經歷」的第4
個身份。之前，她曾經以「龍小姐」的化
名，在毛孟靜的記者會上以8月31日太子
站事件傷者的身份，聲稱自己當時目擊一
名被捕者暈倒站內，在場人士為他搶救卻
「無反應」云云，企圖令人相信8月31日
有被捕者失救，但由始至終，她都無法提
供真憑實據。

為《蘋果》畫新屋嶺平面圖
吳傲雪之後又曾分別以「S傷者」及

「S同學」的身份出席民間記者會及9月
27日「新屋嶺被捕人士集會」。在集會
上，她自爆曾為《蘋果日報》提供新屋嶺
扣留中心的平面圖，更以該圖輔助說明，
稱自己曾在一間沒有門、沒有燈、伸手不
見五指的房間被女警搜身，但試問全黑的
環境下，警員搜身也不方便，警方會這樣
設計自己玩自己嗎？
她在集會上的發言更加入假設性情

況，例如她說：「由於該處沒有門，透過
走廊的微弱光線，如果有男警在外面，他
可以看到整個過程」云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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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點
聲稱被捕後遭受警方施以「性

暴力」的中大學生吳傲雪原來是連
登討論區的「紅人」，出名負評
多。有網民在她公開自己「經歷」
後指，吳傲雪經常將自己當成「悲
劇女主角」，更提醒想支持她的人
要小心謹慎，有社運界人士亦稱，
吳傲雪不時將事情誇大，有人更大
爆她說謊成癮，與「港獨」分子、
2016年中大學生會「星火」會長
周竪峰關係曖昧。

曾自稱被前男友性侵
前「學民思潮」發言人黃子悅
與吳傲雪曾經是好朋友，她在
facebook留言透露，對方過往曾自
稱被前男友性侵，之後被指是誣衊
男方，黃子悅說：「後來我都從好
多人口中得知佢成日講大話/吹大
咗……。」
除社運界人士外，吳傲雪的其

他朋友亦同樣對其誠信存有質疑，
「識佢既（嘅）人都知佢果（嗰）種悲
劇女主人格去到幾咁病態地步！」
吳傲雪更被指與周竪峰關係曖

昧，男女關係複雜，有一名網民表
示，吳傲雪多次以家庭問題及精神
有問題等借口到心儀男性家「過
夜」，又報稱自己父親患有精神病
而假扮「弱者」以換取別人同情。
有留言的網民則指，「認為吳

傲雪有問題的人不只一人，他們
亦不是現時才突然指出其問
題。」提醒其他網民說：「吳傲
雪不是簡單的女生，打算支持她
的人要小心謹慎。」然而，「黃
絲」的「盲撐病」也病入膏肓，
有網民說就算知道事件有蹺蹊也
會盲撐到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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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止暴暴制制亂亂A1、A20 ■責任編輯：郝 原、黃健恆 ■版面設計：余天麟

中大女稱被警性暴中大女稱被警性暴 反口覆舌疑點重重反口覆舌疑點重重

中文大學女生吳傲雪日前自揭

面罩，聲稱曾被警方以「性暴

力」對待，引起全城關注。有關

的一面之詞獲煽暴派大肆渲染，

更成為鼓動非法集結的「象徵人

物」之一。然而，如細心留意整

件事，即可發現當中疑點重重。

首先，吳傲雪過去曾多次參與

以新屋嶺為題的場合下指控警

方，前日的言論亦令不少人，甚

至連傳媒也誤以為她在新屋嶺內

遭性暴，後來連番改口是發生於

葵涌警署，且其最先所謂的「性

暴」本質原來是「非禮」。

由「性暴」降呢為非禮後，她

昨日仍繼續企圖引起外界對事件

的關注，稱「知道有男被捕者遭

『強姦』和『雞姦』」，她卻既

不主動，亦不回覆警方就其指控

作證；加上原來她本身是網上討

論區的「紅人」，出名負評多兼

被人大爆她說謊成癮，並與煽暴

派過從甚密。以上種種，俱令人

質疑其證供的真確性及背後用

意，還望她早日向警方提出實質

證據，讓警方能嚴正執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向中大校長段崇智說：

▶「你知唔知道警方要我哋去邊就去
邊，入黑房就入黑房，除衫就除衫。
你知唔知道我哋有人俾速龍用棍打到
呢刻都要覆診？你知唔知新屋嶺個搜
身室係全黑㗎？你知唔知唔止我一個
受到性暴力？其他被補人士遭受不止
一名警員不分性別性侵和虐待。」

一日間轉口風一日間轉口風

澄清：

▶「在新屋嶺沒有遭受性暴力，831被
捕人士新屋嶺的待遇亦不太差」

▶「我是在葵涌警署受到性暴力，其他
被捕人士在新屋嶺受到性暴力和性侵，
而性暴力(包括強姦、非禮、性騷擾…)
和性侵（強姦）是不同的。」

10月10日

10月11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中文大學女生吳傲
雪自揭口罩、公開指控遭警員「性暴力」。警方除在
官方社交平台宣佈會主動啓動調查，昨日更致電、留
口訊及透過校方尋找吳協助調查，但都未獲吳回覆。
警方指非常重視有關指控，希望能盡快展開調查，又
留意到事主昨就事件有不同講法，包括指控內容及牽
涉人士不同。為查出真相及還所有相關人士一個公
道，警方懇請事主盡快向警方錄取口供，並承諾她可
由校方陪同，警方亦會安排監警會人員參與會面，但
警方連當事人都尋找不到，影響公平、公正調查。

警至今未收相關投訴
吳傲雪前晚在中大與校長對話會上自揭身份，聲稱

警方對她和新屋嶺扣留中心其他被捕者，施以「性暴
力」和「性侵」。警方昨日凌晨在社交平台宣佈展開
調查，吳在4小時後則「縮沙」，在fb澄清自己非在
新屋嶺遭「性暴力」，而是在葵涌警署。昨晨，她在
電台節目中稱自己在新屋嶺受的待遇不差，但「知
道」有男被捕者遭「強姦」和「雞姦」。
警方「家庭衝突及性暴力政策組」總督察張寶月昨

日在警方記者會上指出，之前已留意到有關指控，但
指控者一直蒙面和身份不明。警方曾多次呼籲有關人
士聯絡警方，惟至今沒有收到任何正式投訴。
她續說，直到前日，情況「有啲唔同」，該名女學

生除下口罩及表明身份。投訴警察課昨日分別打電
話、留口訊及聯絡中大校方協助接觸事主，均不獲回
覆，至昨日警方也沒有收到該女生的正式投訴。
張寶月強調，無論受害人是否被拘捕，警方都會盡

力保護其身份，防止受害人再次受傷害。為確保調查
公平及保護受害人，警方會包括安排與受害人相同性
別警員，在有合理私隱環境下錄口供，亦會向受害人
介紹非政府機構危機轉介服務，警方亦容許受害人在

一名合適人士陪同下進行調查。

投訴課主動啟動調查
她提到，警方留意到事主昨日就事件有不同講法，

包括指控內容及牽涉者不同，投訴警察課已啓動程序
主動介入，並呼籲有關人士盡快與警方聯絡。
她強調，投訴警察課人員受過調查性暴力罪行訓

練，按守則受害人可以要求社工陪同進行調查，註冊
社工可提供支援及輔導服務，包括落口供及日後上法
庭過程。
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永祥指，警方非常重

視該女生的有關指控，「『雞姦』、『強姦』是極
嚴重的指控，對於所有嚴重指控，警方都想還受害
人、投訴人或相關警員一個公道，我哋都想知道事
件真相。」但若基本資料都未能提供，警方難以跟
進。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高級警司李桂華指，由

於事主稱事發於警署，警方已保留相關資料，包括
CCTV，並輸入大部分記錄到電腦上。是次事件會先
由投訴警察課處理，並可以讓監警會人員陪同事主落
口供，相信有第三方在場令事主更有信心提供資料，
如案件至某一個複雜程度，會轉介重案組等跟進。

■警方昨日舉行記者會，呼籲聲稱在拘留期間被警員性暴力對待的中大女生盡快協助警方調查，惟得不到當
事人回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警三渠道聯絡 事主拒不接觸

身份多變

夥毛孟靜見記者

自稱：龍小姐

自認：831太子站傷者

9月4日

新屋嶺人權集會

自稱：S同學

自認：831重傷者、新屋嶺被捕者

9月27日

與中大校長對話

自稱：S小姐

自認：新屋嶺受害人

10月10日

■10月10日，吳傲雪聲稱在新屋嶺被拘留期間遭受警員性
暴力對待。 視頻截圖

■9月4日，吳傲雪夥毛孟靜見記者，當時她自稱「龍小
姐」並自認是831太子站傷者。

■9月27日，吳傲雪蒙面現身「新屋嶺人權集會」，自稱
「S同學」，自認是831重傷者、新屋嶺被捕者。視頻截圖

要「性暴力」受害人站出來指控
絕不容易，但如有人已突破心理關口
站出來，又不願報警讓警方公正調
查，等同是對被指控者的一種不公。
吳傲雪前晚主動說出「經歷」後，警
方循多方渠道一再嘗試聯絡她，協助
查明真相，惟吳傲雪卻聲稱「擔心再
被警方拘留48小時」，報案不同被
扣查，警方哪有權再拘留她？明顯她
在迴避。但連站出來也不怕，她怕什
麼？
警方在前晚得知吳傲雪自揭曾遭

「性暴力」對待後，已即時表明會主
動聯絡她，希望她提供實質證據。投
訴警察課迅即於昨晨啟動調查，又承
諾會作出一切配合，如安排監警會成
員、社工，或中大代表陪同下錄取口
供，惟一直未能成功聯絡上。偏偏傳
媒就很容易找到她受訪，昨日傍晚她
接受電視台訪問，仍死口說未有警方
人員聯絡她及其律師。

報案人拘48小時不成立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

師馬恩國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
出，以證人身份落口供與被捕後協助
調查屬兩回事，吳說怕「被拘留48
小時」之說並不成立，「加上可以找
律師陪同，完全毋須擔心。」
執業大律師陸偉雄則表示，根據

法律而言，吳傲雪如屬「受害人」，
能夠向警方落口供、交代事件的始
末，當然會對調查有幫助。現在她選
擇拒絕接觸警方，就隨意說自己的版
本，毋須承擔任何刑責，連誹謗罪也
不成立，「一日唔落口供，她點講都
無法律責任。」
一旦落口供，就涉及報假案、浪

費警力等刑事責任。難道她就是怕
這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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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動新聞昨先將吳傲雪描述成「新屋
嶺性暴受害人」。 網上截圖

■在吳傲雪「縮沙」後，蘋果動新聞標題
將她改為「警暴受害人」。

▼因吳傲雪「被警性
暴」一句說話，引發昨
日中環遊行，示威者更
佔據馬路。 美聯社

■圖為新屋嶺扣留中心，吳傲雪前日稱在此處被拘留期間曾遭受警員性暴力對待，至昨日又改口稱性
暴力事件發生在葵涌警署。 資料圖片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01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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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年九月十四 廿六霜降
港字第25407 今日出紙3疊8張半 港售10元

星
期
六大致天晴 幾陣驟雨

氣溫26-30℃ 濕度7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