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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為應對頻
頻出現的大規模暴力衝突，近來警方出動水
炮車噴射藍色顏料水，快速有效驅散暴徒，
有人在網上指被水射中後皮膚刺痛、紅腫
等，散播「水炮有毒」論。有環保團體檢驗
水炮車藍色水後，僅驗出含有色素和黏合
劑。警方昨日回應媒體查詢時指，水炮車中

加入的催淚水劑，會令人感到短暫不適，但
對人體不會造成永久影響；而藍色顏色水為
一種無毒的顏色物料，對人體無害，亦不會
對公眾健康構成風險。
有人近日稱被水炮射出的藍色水濺中後

求醫，但醫生不知道「藍色水」所含化學物
而拒醫，有公立醫院急症室醫生亦指，沒接

獲官方通報有關
「藍色水」的成
分，主要按病人臨
床徵狀，處方消炎
止痛藥治療，並指
警方有責任通報
「藍色水」成分。
環保組織「綠色和
平」化驗了藍色水
樣本，化驗初步結
果顯示含色素及黏
合劑，指綜合文獻

及市民接觸後反應，「推測『顏色水』有機
會含有有害的催淚溶液」。

加催淚水劑不造成永久影響
警方昨日回覆媒體查詢表示，警方決定

使用「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通稱水炮
車）時，會按實際情況加入顏色水及催淚水
劑，而催淚水劑的效用與胡椒噴劑相若，會
令人感到短暫不適，但對人體不會造成永久
影響；至於顏色水為一種無毒的顏色物料，
對人體無害，亦不會對公眾健康構成風險。
警方續指，使用顏色水的目的，是令示威者
的衣物及身體表面被染上顏色，以便協助警
方辨識該人是否曾於現場出現；而使用催淚
水劑能有效令示威者停止攻擊行為，以及協
助警方驅散行動。 警方強調，任何人沾染
催淚水劑，應即時離開現場，並於空氣流通
地方，用大量清水沖洗受影響的身體部位，
有關影響應於10至15分鐘內開始消散。

警方：水炮車藍色水無毒

■■警方澄清水炮車顏色水無毒警方澄清水炮車顏色水無毒。。圖為圖為2020日日
在彌敦道噴藍水驅散非法示威者在彌敦道噴藍水驅散非法示威者。。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據警方
最新公佈數字，自6月反修例政治風暴以
來，超過 2,200 名警員及家人遭「起
底」，網上的仇警言論亦越來越多。警方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組警司莫俊傑早
前形容，「起底」是大規模及有系統地進
行，相信透過非法途徑取得警員及家人的
全名、身份證號碼、地址、電話及子女就
讀的學校等資料，部分警員及家人其後收
到滋擾及恐嚇信息。曾有警員在6·12後被
「起底」，收到2,000個滋擾電話，又以
他的電話號碼訂薄餅及借貸等。
莫俊傑說，網上充斥煽動及仇恨的言

論，包括「禍必及妻兒」、「見一個殺
一個」及「帶你見上帝」等，認為是製
造恐怖及散播激進思想。
私隱專員黃繼兒早前表示，公署已引用

《私隱條例》將網絡起底及欺凌個案，轉
交警方調查及作出拘捕。
他強調，「起底」警員涉干犯《私隱

條例》第64條，若有人披露未經同意取
得的個人資料屬刑事罪行，會移交警方
跟進個案，最高刑罰為罰款100萬元及監
禁5年。

私隱署已要求平台刪除
黃繼兒說，由6月中至今，公署一共接

收684宗投訴個案，涉及平台包括連登、
高登、Telegram 及 Facebook 等網上平
台，其中涉及影響警察的個案達492宗，
其餘受影響人士則包括示威者、醫護人
員及政府官員。他質疑一些「起底」行
為已構成恐嚇及網絡欺凌，公署已要求
相應平台刪除相關網帖。

2200警員家人慘被「起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除「起底」
滋擾警員及其家人外，已婚警察宿舍及紀
律部隊宿舍亦是黑衣魔圍攻目標，嚴重干
擾警眷生活。律政司於上周一（14日）入
稟高等法院，申請禁止任何人堵塞全港21
個警察宿舍及紀律部隊宿舍一帶的道路，
並禁止任何人損壞、非法進入宿舍、用鐳
射光、射燈及閃燈照向宿舍、以及煽動他
人作出有關行為等，律政司早前獲頒臨時
禁制令。高等法院昨日批准臨時禁制令繼
續有效，直至法庭下達進一步命令。
原告律政司司長列出兩類被告，第一類

是非法及故意阻礙或佔據宿舍周圍公共道
路、進行公共滋擾的人；第二類是損壞宿
舍或干擾享用宿舍、構成私人滋擾和侵擾
物業的人。
法官周家明表示，雖然臨時禁制令生效
後，相關警察宿舍及紀律部隊宿舍一帶再
沒有受到滋擾，但針對警察的示威活動仍
然持續，有些更在宿舍附近發生。
在臨時禁制令生效期間，警方在10月

14日在接近黃大仙紀律部隊宿舍的草叢
發現一批約50支懷疑汽油彈，而10月20
日示威者又在尖沙咀警署擲汽油彈，一
名警務人員因而身上着火等。

無人出庭與訟反對
周官指，被告人的行為不可能以表達

自由或集會自由作辯護，除非對被告施
加限制，否則有關宿舍再受騷擾和損害
的風險甚高，金錢賠償亦不足以彌補，
且延長禁令不會影響公眾利益，故平衡
公眾利益、集會及言論自由，批准延續
21個宿舍的禁制令，直至另作命令或審
訊，而禁制令亦需要公開發佈。
昨日未有利害關係一方出席聆訊反對申

請，但律政司一方在庭上表示，上周四
（17日）有人向律政司索取本案文件，惟
對方沒有表明欲介入訴訟，當時亦已超過
可索文件的時限。周官指出，對方仍有權
向法庭申請延長索取文件的時間，若對方
提出申請，法庭屆時才作處理。

警舍滋擾禁令獲延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
婷）8月 13日機場發生騷
亂，內地《環球時報》記者
付國豪於 13 日至 14 日凌
晨，在機場被黑衣魔禁錮圍
毆，警方事後拘控多人。其
中，28歲兼職司機被控以非
法禁錮、非法集結、傷人及
在公眾地方藏有攻擊性武器
共4宗控罪。被告昨日第二
度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高
院法官潘敏琦聽取控辯雙方
陳詞後，認為本案並非缺乏
實質證供支持，並批評其行
為卑劣，而考慮到被告潛逃
及重犯風險高，再拒絕其保
釋申請。
保釋申請人何家樂（28

歲），報稱為兼職司機及建
築工人，被控於今年8月13
至14日間，在香港機場一
號客運大樓G位通道，與其
他不知名者參與非法集結，
以及非法囚禁、惡意傷害付
國豪，另被控於8月25日在
新界洪儒路一帶無合理辯解
下攜有攻擊性武器，即兩支
伸縮警棍。

官：案情嚴重行為卑劣
何家樂在今年8月26日於東區裁判

法院提堂，主任裁判官錢禮將案件押
後至10月28日再訊。其間，何家樂
申請保釋被拒，須繼續還柙。
被告昨日由資深大律師駱應淦作代

表，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高院法官潘
敏琦認為，綜合被搜出物品、片段等，
申請人的確有在機場逗留，加上本案案
情嚴重，涉及禁錮及集體欺凌一人，行
為卑劣，一旦定罪會處以較長刑期，還
柙時間不會與刑期不成比例，考慮到一
旦定罪後的刑期、重犯風險等因素，拒
絕申請人的保釋申請。案件將於下周一
（28日）再提堂。
另外，昨日有逾50名支持者到法
庭「盲撐」被告，在散庭後向被告大
叫：「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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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楊曉瑩) 已經持續
超過4個月的暴力衝擊
事件不但令社會撕
裂，亦都有不少家
庭、朋友及同事之間
的關係變得緊張。被
稱為「警界顏聯武」
的現任沙田警區行動
主任林景昇總督察，
本身也是一名談判專
家。他昨日傳授談判
技巧的心得予市民修
補人際關係。他表示，多聆聽、多溝
通，都能夠有助緩解撕裂的關係，並要
約法三章在非暴力、非理性的環境下交
流，「溝通未必改變到他人的立場和想
法，但大家其實沒有責任去改變對方，
只要大家守好基本原則、不用暴力，在
這前提下交流就可以。」

家長宜以同理心了解子女
在朋友之間，政見不同發生爭拗是
老生常談的事。林景昇表示，朋友之間
能用不同群組劃分討論的問題範圍，例
如建立附屬分組討論敏感問題，群組裡
的人都是管理員，在有平等權利下他們
會選擇和諧討論，不會有人身攻擊的言

論出現，達至互相尊重。
在家人之間，他表示「冰封三尺，

非一日之寒」，一切都有前因後果。子
女所做的決定都因四周環境影響，作為
家長應先聆聽他們的想法，以同理心了
解他們的用意和想法。「每一個人都有
覺得重要的東西，但不代表家庭的全
部。家人之間應將話題分類，避免討論
敏感話題，令家庭關係更加緊張。」
在師生之間，老師應該要學生遵守

基本的規則，並於適當的場合討論適當
的話題。「讓學生有空間討論和發表意
見是一件好事，就如小朋友需要放電一
樣，他們需要一個宣洩的渠道，讓老師
更加了解他們的想法。」

談判專家：理性交流緩解撕裂

■■警方談判專家林景昇分享談判警方談判專家林景昇分享談判
技巧和心得技巧和心得。。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高院批出臨時禁制令高院批出臨時禁制令，，禁止公開警禁止公開警
員及其家人的個人資料員及其家人的個人資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禁制令批出後禁制令批出後，，網上仍然有人網上仍然有人
公開警員的個人資料公開警員的個人資料。。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原告分別為律政司司長及警務處處
長（代表本人及《警隊條例》下

的其他警員及輔警），被告為「非法披
露或使用警員及輔警個人資料的人
士」。

家人包括配偶子女
原告在入稟狀中指出，鑑於被告針
對警員及輔警的「起底」行為，對原告
構成滋擾、恫嚇，要求法庭頒佈禁制
令，禁止被告使用、出版、交流或披露
警員、警員配偶及其子女的個人資料，
包括姓名、職位、住址、辦公地址、學
校地址、電郵地址、身份證號碼、
Facebook賬號、Instagram賬號、車牌
號碼、任何警員或其家人（包括配偶和
子女）的照片、任何可辨別身份的文
件，除非徵得警員或其家人同意。
原告亦要求禁止被告威迫、騷擾、
纏繞或干擾任何警員及其家人；並禁止
被告協助、導致、提議、慫恿或授權任
何人作出或參與上述所指的行為。入稟
狀亦要求法庭頒令，被告須採取必要步
驟，以撤回被告曾經發佈或引用的個人
資料，包括文件及物料。
高等法院昨日下午以非公開聆訊形
式緊急處理有關禁制令申請，由法官周
家明審理。聆訊至下午4時許完結，周
官批出臨時禁制令，禁止對警務人員及

其家人「起底」。臨時禁制令有效期至
11月8日，屆時再開庭決定會否延長有
關禁制令。
律政司副民事法律專員李錦耀在庭

外表示，今次申請臨時禁制令目的，是
針對自6月以來警員屢遭「起底」及滋
擾事件。
他指出，警員的姓名、身份證號
碼、相片等個人資料遭廣泛發佈，連警
員的子女就讀的學校、班級等資料也被
公開，令警員及其家屬受到不同程度的
滋擾及恐嚇，對警員工作構成重大妨
礙，家人亦非常擔心個人安全，造成心
理困擾。因此，律政司以利益守護人身
份、警務處處長作為警務人員代表，向
法庭申請臨時禁制令，有關臨時禁制令
的詳情及範圍，將會上載至政府及警方
網頁。

禁令非針對傳媒
代表律政司的大律師張天任則表

示，臨時禁制令內容與入稟狀一樣，只
作字詞修改，庭上並無討論傳媒是否獲
豁免。
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警

司莫俊傑在庭外被記者問到傳媒報道有
關警察的案件會否受禁制令影響時表
示，禁制令並非針對傳媒，記者的工作
不會受到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防暴警因執行「止暴制亂」行動而

成為暴徒的報復目標，縱暴派「起底組」不斷對警員及其家屬

「起底」，煽動仇警暴徒滋擾、恐嚇警員和其家人。律政司及警

務處處長聯袂入稟高等法院申請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非法披露警

員及其家人的個人資料，並要求禁止威迫、騷擾、纏繞或干擾任

何警員及其家人等行為。高等法院昨日下午以非公開聆訊形式緊

急處理申請。律政司代表指出，「起底」令警員及其家屬受到不

同程度的滋擾及恐嚇，對警員工作構成重大妨礙，家人亦非常擔

心個人安全，造成心理困擾，故有需要申請臨時禁制令。法官周

家明批出臨時禁制令，有效期至11月8日。

■■律政司副民事法律專員李錦耀在庭外接受律政司副民事法律專員李錦耀在庭外接受
訪問訪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