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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責任編輯：常 樂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黑衣
魔在聖誕節為患全港商場，預早埋伏的
便衣警成為打擊「快閃」暴徒的利器，
煽暴文宣不譴責暴行嚇走市民，反質疑
便衣警無通知商場，在商場結隊出現
「令市民驚慌」，並以大埔有防暴警誤
拘便衣同事為例，質疑警方也無法分辨
自己人，故市民無法分辨便衣警和「黑
社會」。

警方昨日反駁，埋伏行動有效遏止大
規模破壞，便衣出勤就是要保密達到奇
兵制暴目的，並強調守法市民不會怕警
察，只有暴徒和暴徒支持者才害怕警
方。

便衣奇兵制暴 商場破壞幾絕
在警方昨日的記者會上，有記者質疑

防暴警周四在大埔超級城採取行動時，
認不出便衣警而將其截查及揮警棍使用

武力，所以市民亦無法分辨出警員身
份。

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永祥表
示，警方根據情報派便衣警埋伏，目的
是不想被人知道、人員樣貌亦避免曝
光，故無理由行動前通知商場。

他直言，被人輕易認出就不叫埋伏，
而警方增加便衣行動後，可迅速到場制
止暴力行為，成功令大規模破壞商場暴
行幾近絕跡。

江永祥指出，在大埔超級城的行動，
警方是根據線報派便衣警埋伏監視。當
日下午2時許，數十名暴徒在一間食肆
外聚集要求職員安排60個座位，職員拒
絕讓暴徒進入，暴徒遂由側門闖入食肆
進行破壞，手法如黑社會收保護費。預
先在場埋伏的便衣警以涉嫌公眾場所行
為不檢、阻差辦公及襲警罪名拘捕 4
人。

揮棍打「自己人」澄清是被捕者
由於暴徒當時四散逃跑，軍裝警員在

堵截時，因溝通誤會一度截停便衣警，
但認清身份後，便衣警即繼續行動。至
於有影片拍到警員揮棍打「自己人」，
警方澄清中棍者是被捕者，並重申警員
使用最低武力是針對暴徒或犯罪者，惟
因混亂難免誤中警員。

有記者又質疑警方進行情報主導埋伏
行動，事後揮動警棍，市民難以確認對
方是警員而非「黑社會」，江永祥反
駁，當便衣警員執法時，會清楚表明警
員身份，該記者被駁至無言後，又質疑
蒙面便衣警在商場「三五成群」，一看
便知是警員，會令市民「感到驚慌」，
警方行動部高級警司汪威遜回應，一向
只有犯法者才會驚警察，奉公守法的市
民不會怕警察。

汪威遜直言，害怕警察在商場出現的
有兩類人，就是暴徒和支持者，如果沒
有暴徒破壞，警察根本毋須放棄休假到
商場執勤。江永祥亦呼籲市民與暴力割
席，不要再間接或直接地縱容暴力行
動，「大家有冇諗過有一日響餐廳俾人
滋擾嘅係你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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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只有暴徒才怕警察

暴青幻想被消失 警嘆被假新聞洗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煽暴文宣散

播謠言、製造謊言釀惡果。近日有兩宗青年逃
跑時墮樓事件，傷者都在現場叫囂：「我唔想
被消失呀……」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郭嘉銓
昨日指出，社會上一批人被網上大量的假消息
及假新聞「洗晒腦」，出現不理性的恐慌，經
常幻想被警方拘捕後會被送至不知何處、甚至
被殺，這種想法非常荒唐。警方擔心假消息禍
害社會，當暴力恒常化，社會大眾對暴力由厭
惡變得麻木，逐漸沒有危機感，新聞也不看，
不理有人被暴徒打，不理有店舖被暴徒破壞，
社會會變得非常危險。

警依法辦事 冀市民分清真偽
本周三（25日）凌晨，防暴警在旺角砵蘭街

清場期間，一名16歲青年在逃走時墮樓受傷，
另有一名青年在元朗的商場逃避追捕時墮樓，
兩人當時都叫囂稱「我唔想被消失」，郭嘉銓
昨日直言，此種荒唐想法令人感到無奈。

他說：「第一，警方是依法辦事，有證據就會
檢控及上法庭；如果仍是需要時間調查，便會准
予被捕人保釋外出。第二，有被捕人親身出來解

說及接受傳媒訪問，表示經歷警方拘留及調查，
認為整個過程警員表現專業，被捕人無被暴力毆
打、不公平對待或被送至其他地方。」

警方希望社會回歸理性，希望市民分清訊息
真假，不要被別有用心的人發放的假消息、假
新聞矇騙，事件反映假消息及假新聞對社會所
造成的禍害。

民間團體「保衛香港運
動」成員及一眾街坊逾50
人昨日到金鐘警察總部外
的夏𢡱 公園舉行集會，支
持香港警察嚴厲執法，保
護國旗區旗尊嚴，並要求
警務處加強警力和裝備，
保護前線執法人員安全。
「保衛香港運動」一行人
昨日揮動五星紅旗和香港
特區區旗，並高舉「加大
力度執法，保護國旗區
旗」等標語及高喊口號，
又向警務處代表遞交了請
願信。

「保衛香港運動」主席
傅振中表示，周日約五六
名警員進入反中亂港分子
舉行的集會，拾起被拆下
的國旗，即被一群黑衣暴
徒拳打腳踢，這一幕令他
感到痛心不已。
參與集會的陳女士對暴徒

破壞國旗惡行感到非常氣
憤，狠批他們「無法無
天」。彭女士建議政府盡快
進行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
嚴懲任何企圖分裂國家的不
法分子。

文/圖：大文集團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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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有
警員前日（26日）在大埔超級城商
場截查一名記者時，被指在記者直播
鏡頭前展示該記者身份證，洩露記者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兒稱有足夠
理由讓公署展開主動調查。警察公共
關係科總警司郭嘉銓昨日表示，警方
會主動了解，有需要時會配合私隱專
員公署調查。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兒昨晨接受
傳媒訪問時表示，雖未收到當事人投
訴，但事件獲廣泛報道，且有可信的
聲明，表面上看已可能違反私隱保障
原則，有足夠理由讓公署展開主動調
查。

黃繼兒表示，若調查顯示有人違反
守則，公署會發出執行通知書，要求
糾正錯誤，若不獲理會，將可提出檢
控，又提醒若有人利用該些資料「起
底」，亦可能面臨檢控。

郭嘉銓：主動了解調查事件
郭嘉銓承認該警員「係有唔啱嘅地

方」，並表示會主動了解、調查事
件。

警方還關注到有前線警員在示威現
場與記者有近距離的磨擦，包括有爭
執、互相指罵及有針對性的用語，表
示此情況不應該出現。

警方希望市民明白，前線警員在受
到暴力衝擊的現場，好多時在人堆
中，需要在短時間內迅速辨認在場人
士的角色及身份，實在不容易，「記
者不一定穿反光衣，穿反光衣又不一
定是記者。」

警方直言，由於曾經有阻礙警員執
法及搶犯的情況發生，警員對現場人
士難免有高的警覺性，有時反應可能
會大了，並重申警方尊重新聞自由、
尊重記者的採訪工作，會提醒前線警
員保持克制，避免雙方在言語間有誤
會，希望前線警員及記者可以互諒互
讓，互相尊重。

梁家傑昨日在facebook以「寫出處、
重版權」的扮相轉發了一張照片，

相片中是一個身穿聖誕裙的小女孩面對
着一眾防暴警察，更「看圖作文」地演
繹出一段不盡不實的帖文，稱「香港人
就是要為相片中穿着聖誕紅裙的小女孩
和她的一代，取回免於恐懼被中共剝奪
人權和法治的自由和生活方式！香港人
加油！」云云。

煽暴派紛食人血饅頭
不斷煽動仇警、欺凌警察子女的前公

民黨成員曾健超亦立即附和，轉發一則
有相同圖片並與烏克蘭顏色革命的
《Winter on Fire: Ukraine's Fight for
Freedom（凜冬烈火：烏克蘭為自由而
戰）》海報拼在一起的帖文，更寫上
「殺人魔警」四個字，不遺餘力煽動仇
警。

壹集團「創作」總監畢明（周彥瓏）
亦轉發類似的帖子，帖文稱「見到呢個
小小小朋友，兜頭噴椒有乜出奇」；在
黑衣魔肆虐期間瘋狂食人血饅頭的黃店
「渣哥 一九九六」亦在facebook上載同
一圖片跟風，更煽情稱「哥哥姐姐在爭

取的，正是希望妳長大後能夠擁有真真
正正的快樂聖誕」。

網民還原真相 場面溫馨暖心
事實上，相片中的場面，是聖誕夜防

暴警察大前晚在尖沙咀海港城一帶駐
守，防範有示威者四處破壞期間，有市
民上前支持警察，並與警員合照，場面
非常溫馨暖心。

截止截稿前，梁家傑的相關帖文收到
三千多條回應，遠多於其平時鮮有人問
津的帖文，但內容幾乎全部是狠批他看
圖作文、誤導市民。

「Cecilia Souza」附上照片的場景
圖說「講大話煽動人仇警，斷正。」
「Brownie Chan」直指：「唔好作故
仔！小妹妹支持警察，你就歪曲事實，
妒 忌 警 民 一 家 親 都 唔 好 作 嘢 。 」
「Hong Hong」直斥道：「梁家傑又作
故仔，瞞騙全港市民，大家睇清事實，
不要被此政棍利用作為政治工具！請睇
清政棍既謊言！」

「Julia Ng」直指：「This is a good
example of how a politician purposely
uses fake news or misinterprets a biased

photo in order to mislead and to gain
political advantages. I hope this is not
what HK people fighting for.（這就是政
客用假新聞和帶有曲解和偏見的照片，
誤導公眾而獲取政治優勢的絕好例子，
我希望這不是香港人爭取的目標。）」

不過，梁家傑就死雞撐飯蓋，留言話
自己搵唔到網民轉帖嘅相嘅圖源，仲質
問：「你能否證明這不是假的？」唔少
網民即時留言附上更多的圖源連結。
「Connie Hung」揶揄：「真好笑，自
己編一啲嘢出嚟仲要人哋prove it is not
fake. 乜唔係要prove It is true? 大律師嘅
邏輯呀？普通市民唔明呀！」「Marco
Cheung」則說道：「傑哥，衰左（咗）
咪認囉！是否老了，不分是非？或是律
師一向係咁，顛倒是非？」

警回應《君子所見無不善》
警方晚上以《君子所見無不善》發

帖，表示：「香港警察就是要為相中天
真無邪的小女孩和她的一代擔起守護者
的角色，守護她們免於被黑暴噤聲和暴
力破壞，還她們一個安全和平的美好香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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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造謠為主要手段之一的

泛暴派，「作故仔」不算難

事，對「能言巧辯」的泛暴

派大律師就更易如反掌。身

為大律師的公民黨主席梁家傑（涼

瓜），在facebook上傳一張穿聖誕紅裙

的小女孩抬頭望着數位防暴警察的照

片，更「靈感」大發，以中英文聲稱香

港人就是要為相片中穿着聖誕紅裙的小

女孩和她的一代，取回「免於恐懼」的

「自由和生活方式」云云，散播恐懼、

煽動人心。不過，大批心明眼亮的網民

還原當時相片的場景，指出事實是有市

民在和警察合照表達支持。他們都不屑

梁的行為，紛紛留言狠批他講大話煽動

人仇警，並提醒大家看清楚政棍的謊

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警方指，埋伏行動有效遏止大規模破
壞，便衣出勤就是要保密達到奇兵制暴
目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警方再在fb專頁澄清假消息。 警方fb圖片

■曾健超附和並轉發烏克蘭顏色革命電影海報拼在一起。 fb截圖■有網民還原當時相片的場景，指出事實是有市民和警察合照表達支持，直指梁家傑看圖作文。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