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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暴TG 管理員被控 4 罪
2020年3月30日（星期一）

煽 暴 「 網 紅 」 主 理 的 Telegram
群組「開掛之達人」頻道，涉散播
仇恨言論及虛假資訊，煽動暴力，
鼓勵犯法，包括製造汽油彈鏹水彈
等，襲擊警員或持不同意見人士、

群組「開掛之達人」涉放流料煽犯法 警依例移除資訊

縱火堵路、阻塞鐵路，對青少年造
成的毒害不淺。警方網罪科日前拘
捕該頻道管理人，並暫控他三項
「煽惑他人有意圖而傷人」罪及一
項「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罪，
案件將於今日在觀塘裁判法院提
堂。另外，警方已經依例移除該頻
道的煽暴資訊，並提醒市民明辨真
偽，勿受人唆擺去犯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32 歲被捕男子姓蕭，報稱是本
消息指
港一間保險公司的保險經紀，為
Telegram 群組「開掛之達人」頻道的擁有
人及管理員。

運作半年 臭史一籮籮

參與煽暴討論或違法
警方表示，正循多方面調查案件，並會
諮詢律政司意見，但有足夠的證據證明疑

■網絡安全及
科技罪案調查
科警司莫俊傑
( 左 一)， 呼 籲
網民明辨真
偽，勿受人煽
動去犯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犯曾有煽動暴力的言論，也會研究被捕男
子有無干犯其他罪行，包括「作出具煽動
意圖的作為」、有無違反高等法院在去年
10 月所頒發的禁制令，從而觸犯藐視法庭
罪。警方提醒，任何人在群組內參與上述
的討論要特別小心觸犯法律，因為有人在
不同的頻道，叫參與者提供意見及展開一
些具體行動，例如一齊去攻擊某個地方，

同一工廈密密偷 雌雄賊斷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簫景源）疫情嚴峻，部分商企
響應政府呼籲盡量安排員工在家工作。有雌雄竊賊趁機
於同一工廈連環作案，光天化日下潛入大廈，撬開無人
值守公司的門窗劫掠。葵青警區探員鎖定目標男子後，
在他多次犯案的工廈外埋伏，等男子和女同夥再次得手
離開該工廈時採取拘捕行動，人贓並獲。警方相信男子
與該大廈另外3宗爆竊案有關，共涉財物約25萬元。
警方1月21日至3月28日，葵涌華星街美華工業大廈發
生4宗爆竊案，失物包括現金、信用卡、手袋等，損失25
萬元，主要與信用卡有關，疑賊人用信用卡大肆購物。葵
青警區刑事調查隊經深入調查後，鎖定一名目標男子，並

在上址埋伏進行反爆竊行動。昨晨9時45分，目標男子和
一名女子步出該工廈時，探員採取拘捕行動。
兩名疑犯分別40歲及48歲。警方在兩人身上搜獲該大
廈其中一個單位所損失的 3 萬元財物，以及與爆竊有關
的工具。相信該名被捕男子亦涉嫌與上址另外 3 宗爆竊
案有關，4宗案件交由葵涌警區刑事調查隊一併跟進。
警方相信，疫情下不少公司採用在家工作政策，令上
址人流稀少，給賊人可乘之機。呼籲各商戶加強警惕，
鎖好門窗，作好防盜措施。警告強調疫情下警方仍會堅
守崗位，嚴正執法，警告賊人勿心存僥倖，而爆竊是嚴
重罪行，最高刑罰可監禁14年。

「灌水式」投訴警方 廣傳範本谷數字

該頻道已運作至少 6 個月，初時在煽暴
文宣中名不經傳，但有人其後開始不擇
手段博出位，吸引登錄者有 21,000 人，
而頻道主持人也擁有多個網上賬戶名
稱，在不同社交平台發帖，一時間成為
黃圈「網紅」，但因爭名奪利內訌，該

頻道在網民臭史一籮籮。
有網民踢爆疑犯早年混跡於尖沙咀一帶
的夜場，其後做保險經紀。3 月 15 日，疑
犯還在社交平台群組發佈消息，包括指田
心警署對開顯沛樓有人叫救命，以及深水
埗海麗邨有人「被墮樓」。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警司莫俊傑
表示，過去 9 個月警方發現有人利用網上
社交平台，散播仇恨的言論，虛假資訊，
不斷在互聯網世界散播仇恨的種子，分化
社會，加深敵意，煽動暴力，鼓勵不守
法，例如向持不同意見者使用暴力、製造
汽油彈、氫氣彈、鏹水彈、縱火、佔領道
路、阻塞鐵路等行為，攻擊警方或持不同
意見人士，甚至叫人鍛煉自己準備作戰。
警方深入調查後，大前日(27 日)展開行
動，在屯門拘捕一名 32 歲本地男子，涉嫌
「煽惑他人有意圖而傷人罪」及「煽惑他
人作出公眾妨擾罪」，行動中檢獲一部手
機及一部手提電腦。

參與上述的討論，亦可能違法。昨下午 5
時，警方公佈案情後，有人在網上發帖急
叫頻道成員在網上立即刪除記錄。
由於涉案社交網絡充斥大量煽動仇恨及暴
力的內容，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
已經採取行動，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章《刑
事罪行條例》第十四條賦予警方的權力，即 ■有人在網上通知涉案頻道的群組成員刪除記
移走煽動刊物的權力，移除相關內容。
錄。
網上圖片

■有人重複
投訴，有 17
人 共 提 出
700 宗 投 訴
警察。
網上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簫景源）泛暴派拿修例
風波中投訴警察的數字大做文章，屈警方「自
己查自己」兼處理緩慢。去年 6 月至本月初，
警方共接獲 1,678 宗有關投訴，發現當中 66%
（1,109 宗）屬「須知會投訴」，即由第三者多
以媒體報道或網上傳聞資料提出投訴，當中更
有 60%（700 宗）是由 17 人提出，最誇張的是
當中有 1 人提出 170 宗。警方發現，有人在網上
廣發投訴範本，鼓動網民作出一式一樣的投
訴，最後製造出大量的投訴數字，而在整體投
訴中，有四成投訴人更「消失」及不覆警方的
查詢。
警方投訴警察課高級督察黃長興表示，自去
年 6 月到今年 3 月 6 日，警方總共接獲 1,678 宗
修例風波有關的投訴，當中 569 宗是「須匯報
投訴」，1,109 宗是「須知會投訴」、約佔整體
的66%。
黃長興解釋，根據《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
委員會條例》(監警會條例)，由當事人直接作出
投訴，是「須匯報投訴」。由第三者作出的投
訴，是「須知會投訴」。例如投訴人在 WhatsApp 收到一段視頻，有人相互留言「有張相好
似警察打人」「聽講警察沒禮貌」「快 D
（啲）開來睇下（吓），大家一齊去投訴！」
於是作出投訴，但投訴人本人並不是當事人，
就屬於「須知會投訴」。
黃長興說，根據法例，投訴警察課須定期向
監警會提交「須知會投訴」的個案撮要，並解
釋將這些投訴這樣歸類的理由。如果監警會不
同意，可以要求投訴警察課將相關投訴由「須
知會投訴」，改為歸類為「須匯報投訴」，重
新處理。所以並不是投訴警察課可以把投訴個

案隨意分類。

一人作出 170 宗投訴
警方指出，1,109 宗「須知會投訴」中、當中
約 700 宗是由 17 名投訴人作出，佔整體投訴的
約 60%。其中一名投訴人更作出 170 宗「須知
會投訴」，佔整體投訴的約 16%。也就是說，
有一群人就不同事件不斷作出投訴。警方還發
現，有人提出投訴樣辦，發動網民就同一事件
作出一式一樣的投訴，最後製造出「大量投
訴」的現象。
是否非當事人作出的投訴，警察就不會調
查？黃長興說，警方對每宗投訴，都會按既定
程序嚴肅跟進。會根據投訴人提供的聯絡資料
與他們保持聯絡，例如電郵，郵寄地址，和聯
絡電話等。而所有電話通話都會錄音，以保障
調查公正性。

逾四成投訴人
「消失」
不回覆
黃長興無奈表示，上述投訴中，有逾 40%不
是沒法聯絡，就是沒有回覆投訴警察課。其餘
能聯絡上的投訴人，絕大部分又並非事件中的
當事人，只是根據媒體報道或網上資料作出投
訴，甚至連事件的時間、日期，或地點都未能
提供，增加了警察投訴課的調查困難。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這些分析顯示投訴
數字未能反映事實，而是有人斷章取義，企圖
利用沒有前傳的短片等假新聞、假消息製造假
象去「屈」警察，並非基於事實真相，而是別
有用心地製造仇警現象，再發動網民進行大量
不必要投訴，無異是一種恐怖主義，她認為監
警會去蕪存菁，處理真正的投訴。

鍾士元 1500 萬元遺產贈城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外
號「政壇教父」、「大 Sir」的首
任香港特區行政會議召集人鍾士
元於 2018 年底逝世，他有份籌備
成立的城市大學昨日宣佈，獲其
遺產捐出其中的 1,500 萬港元以成
立「鍾士元基金」，以支持城大
香港高等研究院的發展。

鍾士元與城大淵源深厚，他於
上世紀 80 年代初獲委任為香港城
市理工學院（城大前身）籌備委
員會主席，主力推動學院於 1984
年正式成立。校方為表彰其貢
獻，分別於 1986 年及 1989 年向其
頒授創校榮譽院士及榮譽工商管
理學博士學位。

城大高研院執行院長黃志青表
示，高研院委聘國際知名學者擔任
資深院士，為跨學科領域的知識交
流營造開放氛圍，並建立追求創新
意念及跨學科學習研究的平台，今
次的捐款將用於招聘及留任頂尖學
者和具潛質的年輕科研人才，以進
一步開拓學術和知識領域。

教聯會購罩百萬 今接受學校預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新
冠疫情嚴峻，教界急需防疫物資
以保師生健康。教聯會近日成功
採購 100 萬個成人三層口罩，全力
協助教育界抗疫，並在今日起接
受全港學校預訂。
教聯會過去兩個月來積極為教
界尋找防疫用品，包括推出「教

育界攜手抗疫 121 Plus」，向購買
口罩的教師附送兒童口罩及抗疫
包，供其轉送給有需要學生、學
校工友及保安，發揮互助互愛精
神。該會早前又聯絡廠商在港開
設兒童口罩生產線，預計 4 月中投
產每日可供應20萬個兒童口罩。
而為進一步助學校為日後復課作

準備，教聯會再採購新一批 100 萬
個口罩，並已運抵香港，希望可解
教界燃眉之急，今日上午 9 時起專
供學校訂購，每校最多50盒，登記
網 址 為 https://hkfew.net/facemask/，學校亦可致電 2770 3918
向該會查詢。此外，部分口罩則會
預留予教育界同工購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