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近日有人在社交網站Twitter發布不同男子的制服淫照，包括身穿香港警

察制服的男子。《蘋果日報》煞有其事大肆報道，更稱上載者為「疑似警

司」。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火速拉人，昨日在長沙灣一單位，

以涉嫌冒充警務人員及發布淫褻物品罪名拘捕一名無業漢，證實他是淫照

其中一名主角。警方在其家中檢獲香港警察及內地公安制服，正調查有關

制服的來源。

《蘋果》又誣警 警拘一男揭真相
網罪科人員火速拉人 證淫照疑犯非警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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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同學」求美「庇護」失敗 王愷銘翌日即被通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前

「學生動源」召集人鍾翰林被指10月
27日欲進入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尋求「政
治庇護」，但在進入前被警方拘捕。
《美國之音》早前報道，當日除鍾翰林
外，還有另外4人結伴進入美總領館尋
求庇護但全被拒，其中一名恒生大學
「王同學」受訪時自稱早前已被落案起
訴，因「擔心得不到公正的審判」而打
算離港，更缺席27日的應訊。香港文
匯報記者翻查資料發現，在東區裁判法
院提訊的一宗非法集結案，其中一名20
歲被告、恒生大學男生王愷銘在27日

和28日均缺席聆訊，被裁判官劉綺雲
發出拘捕令。
在《美國之音》訪問中，該名自稱

20歲、擁有美國公民身份的王同學聲
稱，他們原本6個人打算在27日早上8
時到達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尋求協助，其
中5人尋求「政治庇護」。早上8時20
分，有一人被逮捕，另有一人退出行
動，其餘4人下午5時許到達並進入美
總領館，有負責的官員在「約談」後認
為無法幫忙，着4人留下聯絡電話就下
令他們離開。他稱，4人現住在由「一
直幫助他們的人」的「安全屋」中等待

消息和聯絡其他人。

美國籍讀恒大 涉暴藏毒隱匿
王同學自爆他本應是恒生大學三年級

學生，27日本來要上庭，他沒有去，因
為代理他和他一位同伴的律師事務所
中，一名律師跳槽到律政司：「就是從
辯方變為控方，出了一封通告就直接過
去了，我們因此擔心得不到公正的審
判。」
他續稱，自己已交出所有旅行證件，
無法離開香港，只能尋求非正常渠道，
已經試過很多途徑，「水路和陸路都被

封了。」王同學稱很擔心自己的安全，
所以要求記者不要公開他的名字和照
片。據《美國之音》記者透露，王同學
被控去年6月12日在金鐘夏慤道非法集
結以及8月27日在黃大仙環鳳秀芳商場
外管有危險藥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法庭資料發

現，去年6月12日大批黑暴在金鐘騷
亂，其中6名男子被控在金鐘夏愨道參
與非法集結，案件早前在東區裁判法
院提訊時，其中一名被告，20歲的恒
生大學男生王愷銘於本月27日向其律
師聲稱腹痛而缺席聆訊，法庭遂押後

至28日再開庭，但王愷銘仍未有上庭
應訊。
王的代表律師當時稱聯絡不上王愷

銘，並在聯絡王的母親後得知，住在
宿舍的王於26日到警署報到後，未
有如往常返家吃飯，亦無法與他聯
絡。控方則指，警方向醫院查證後，
發現沒有王愷銘的入院記錄，而王亦
沒有出境或其間被捕的記錄。劉官考
慮後，決定先將案押後至下月13日
再訊，同時向王愷銘發出拘捕令，其
餘 3名被告續准以原有條件保釋候
訊。

人一黃就腦殘，一眾
「黃店」唔食吓人血饅
頭都對唔住自己啦！
「香港藝術及設計聯
會」近日喺 fb 大賣廣

告，發售所謂自家製的「連儂衣」，索
價850元件，仲唔包貼喺上面嘅Memo
紙。該會話呢個係「非牟利項目」，喺
扣除成本後，餘款會捐俾（畀）「612 人
道基金」，但原來件衫嘅「成本價」已
經要600幾蚊，仲未計所謂「交通雜項支
出」，食水咁深，睇怕真係得無腦黃絲
會買。
以 JCCAC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為基

地嘅「香港藝術及設計聯會」，近日喺
佢fb專頁猛sell呢件所謂「連儂衣」，
話「代表香港人獨有的美學精神，
Freedom of Speech、 Be Water、 流動
等，一一都可以在『連儂衣』上找到」
而每件售價850元，不但大小同價，而
且貼在衣上的Memo紙需自購。佢哋又
註明呢個係「非牟利項目」，「扣除成
本，捐 612人道基金。」
唔少網民發帖恥笑件衫咁嘅設計都夠

膽賣咁貴。「Miyuki Pen」問：「呢件
咁嘅設計都值八百五十蚊？」「Wong
Ka Hei」直口：「簡簡單單出件圖案衫
咪好好地，係要整埋曬（晒）d（啲）
不知所謂九唔搭八既（嘅）野（嘢）出
黎（嚟）。」

成本價600蚊 餘款捐極有限
「Cathy Haha」 道 ： 「 講 設 計 既
（嘅）呢個款整出黎（嚟）都比（俾）
人笑，講為抗爭既（嘅）賣$850？唔係
應該合理d（啲）比（畀）多d（啲）人
買到？」「Ape Cheng」亦話：「係有心
嘅應該賣100蚊3件，等多d（啲）同路
人買到著（着）到……呢d（啲）×樣擺
明又人（係）饅頭張（龍門冰室老闆張
俊傑）之流。」

有人終於講到重點。「Karen Leu」
話：「咁鬼貴㗎八百幾蚊， 失業冇飯開
仲要賣咁貴， 你叫人點支持你呀！」
「香港藝術及設計聯會」就答：「件衫
因為唔係廠製，不是大量生產，係靠師
傅人手製作，成本主要係人工，工連料
大約係六百（元）一件（其實已經好
平），佔售價三分二，餘下的要包括所
有交通雜項支出，其實捐去『612』的也
有限，要Made in Hong Kong，就會面
對高成本問題，見諒。坦白講，其實好
多香港人閒閒地買對 Nike 都六七百
（元）……」

網民：人血嘅嘢係咁㗎啦
計埋計埋，件衫嘅「成本」咪要成七百
幾蚊？「Kenneth Kenneth Sham」就質
問：「成本要七百（元），請問係幫佢本
人定幫手足？」「King Lau」道：「唔係
唔好撐自己友，但俾人當水魚咁呃，幫人
發達唔係咁囉！」「Kin Wong」就話：
「好出奇嗎？人血嘅嘢係咁葛（㗎）
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有網民質問：「呢件咁嘅設計都值八百
五十蚊？」 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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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的Twitter賬戶，以「西裝」及「制
服」等為主題，多次上傳淫褻和不雅的

照片及影片，包括身穿疑似香港警察、解放
軍及內地公安等制服進行口交的淫照及短
片。相片中還有疑似警員出勤時的制服照
片，並留言「好耐無出去，拍個靚仔出去
先」。

料男子負責管理涉案Twitter
《蘋果日報》昨日以標題「疑似警司
Twitter大解放 制服特寫自瀆相任君瀏覽 」
作報道，稱「根據該賬戶相片，暗示上載淫
照的是一名駐守西九龍交通部的警司」。警
方網罪科人員迅速行動，昨日在長沙灣拘捕
姓嚴（43歲）男子，證實他並非香港警務人
員，相信他負責管理涉案Twitter賬戶。該賬
戶於今年2月開設，至今有近5,000人跟隨。
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曾身穿警察制服在影片
中出現，並在其住所檢獲不同類型制服，包
括疑似香港警察員佐級警服及警官制服，及

內地執法人員的制服和軍服等。案件仍在調
查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網民：黃屍真係好×蠢
網民紛紛在fb留言，指這是暴徒抹黑警方

的手段。「Wing Ngan」說：「舊年班傻仔
黑暴陀玩具槍著（着）wargame避彈衣扮警
察，玩到今年都未捨得換衫。」「柳已綠」
說：「真係有黃屍信相入面係真警察，黃屍
真係好×蠢！」
唔少網民則將矛頭指向《蘋果》。

「Dick Wong」說：「蘋果日報要搞事，結
果還警察清白。」「Peter Anjux」直言：
「日夜話疑似疑似，可以肯定咗先，再報導
（道）嗎？咁樣只會俾人覺得你哩（呢）間
報館，低端、無質素、黑白不分。」「Lo
Fong Yu」亦話：「毒果成日將『疑似』就
當報道出街，咁某報章寫話『疑似毒果報記
者涉嫌強×女手足』都可以照報道出街
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去年8
．31灣仔暴動案被告昨全部甩身，攬炒
派晚上又借「悼念」8．31 所謂「太子
站打死人」發生14個月，煽動群眾到港
鐵太子站「犯聚」，其間在旺角區非法
集結叫囂挑釁警方，警員在場多次舉旗
發出警告無果，採取行動拘捕最少兩
人，分別涉嫌阻差辦公及公眾地方行為
不檢，包括元朗區議員伍健偉。直至深
夜，聚集人群逐漸離去。

余德寶擺紙皮箱收花束搞事
昨傍晚6時許，大批警員到達港鐵太

子站附近一帶戒備，並於站外用橙色帶
圍封太子站外欄杆。晚上7時起，陸續
有搞事者到太子站B出口獻花，攬炒派

區議員余德寶也專程到場擺放紙皮箱收
集花束，聲稱稍後會將花送往沙嶺公
墓。

蕭德健擺南瓜裝飾引人「犯聚」
由於人群愈來愈多，警員呼籲在場者

遵守防疫令，並截查可疑人等，並向涉
嫌違反限聚令者發出票控。其間，旺角
區議員蕭德健在街頭擺放萬聖節南瓜裝
飾引人「犯聚」，被警員勸喻將裝飾擺
放路旁以免阻礙行人。
至晚上約8時，有人在西洋菜南街高

呼辱警口號挑釁，大批警員在場多次舉
旗警告，指有關集會或遊行屬違法，要
求人群盡快散去。不過，在場群眾表現
不合作，一名男子涉阻差辦公被警員帶

到後巷搜查及鎖上手銬押走。其間，元
朗區議員伍健偉上前與警方理論，警員
多次勸喻他離開不果，以涉嫌公眾地方
行為不檢將他拘捕。
警方表示，晚上有人群在旺角一帶集

結及叫囂，涉嫌觸犯《公安條例》下進
行未經批准集結的相關罪行，以及《預
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組聚集）規例》
下，進行受禁群組聚集的相關罪行。
警方在現場發出多次警告，要求集結者

停止聚集及離開，其中在西洋菜街及太
子道西交界附近，兩名男子分別涉嫌阻
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和在公眾地方行為
不檢被捕。警方呼籲，市民不要參與任
何未經批准集結及受禁的群組聚集，並應
避免近距離聚集，減低病毒擴散的風險。

攬炒煽群眾「犯聚」區員伍健偉被捕

■警方執法期間，伍健偉在場不斷阻撓。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余德寶在太子站外擺放紙箱收集悼
念花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一名男子涉嫌阻差辦公被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蘋果日報蘋果日報》》煞有其事大肆報道煞有其事大肆報道，，更稱上載者為更稱上載者為「「疑似警司疑似警司」，」，意圖抹黑警隊意圖抹黑警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冒警男聲稱冒警男聲稱
「「返到去就見返到去就見
套新制服放在套新制服放在
我枱上我枱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冒警男疑冒警男疑
在在TwitterTwitter 上上
載 警 察 制載 警 察 制
服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