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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傳3男疑冒警拍不雅片
警：已交網罪科跟進 科創界促加強規管網絡行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近日網上流傳一

段不雅短片，片中

有3名穿着疑似警察

制服的男子，在室

內做出疑似口交及性交動作。事件

引起警方高度關注，警方在其

facebook專頁發文，強調已交由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跟進，

初步調查不排除有人假冒警務人員

拍攝短片。有立法會議員及科創界

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網上網下也須遵守法律，鑑於

網上假資訊、網上欺凌情況嚴重，

加強規管網絡行為相當重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為打擊
疫情下出現的「犯聚」活動，警方前晚突
擊巡查觀塘區內二十多間派對房間以及中
區多間餐飲場所，揭發觀塘兩間派對房間
及中區一間樓上酒吧違規營業，又在深水
埗搗破一個非法賭檔，遂以違反「限聚
令」等罪名拘控合共56人，當中派對房
間一名22歲男子和4名年輕女子還因藏有
約50克大麻被捕。
警方前晚約6時開始展開代號「勇爵」

的反罪惡行動，巡查觀塘區內二十多間派
對房間，其間發現兩間分別位於偉業街
168號及觀塘道448號的派對房間違規營
業，兩名分別19歲及22歲的男負責人涉
嫌違反「限業令」被捕外，其中該名22
歲男負責人和4名年齡介乎18歲至35歲
的女子，亦因藏有約50克大麻，被以藏

毒罪名拘捕。此外，兩間派對房間內共3
男4女顧客（20歲至21歲）因違反「限聚
令」被發出定額罰款告票。
在港島中區，警方前晚亦巡查了區內多

間餐飲業務處所，其間發現一間位於德己
立街一商業大廈的樓上酒吧違規在晚上10
時後繼續營業，遂以違反「限業令」拘捕
一名26歲非華裔男負責人，另又向現場
違反「限聚令」的21男15女（16歲至39
歲）酒客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由於酒客
中有兩男3女未滿18歲，該男負責人還涉
嫌干犯向未成年人售賣酒精飲品罪行被
捕。
前晚約11時，警方亦在深水埗長沙灣

道160號一住宅單位搗破一個非法釣魚機
賭檔，當場拘捕1名涉嫌「管理賭博場
所」的25歲男子，另外兩男1女及兩名

非華裔男子則涉嫌「在賭博場所內賭
博」被捕，此外6人（24歲至55歲）同
因違反「限聚令」被發出定額罰款通知
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名
由美國回流返港任職互聯網客戶經理的
女子，上周五（23日）凌晨在馬鞍山恆

安邨寓所熟睡中，突遭一名陌生男子入
屋騎在身上扼頸及毆打，苦苦哀求留命
「見女兒一面」始獲鬆手，其間施襲男
子雖聲稱求財，但一度拉下褲鏈，逃走
時亦未掠去貴重財物，卻取走門匙、鎖
頭及防盜魚眼鏡。由於匪徒犯案手法駭
人聽聞，過程離奇，警方事後翻看大量
「天眼」錄影追查，翌日（24日）迅在
同邨拘捕一名涉案男子，初步有人堅稱
犯案動機僅為入屋爆竊，警方現正追查
他是否涉及其他罪案。
被捕男子姓蕭（37歲），報稱任職文
員，與案中女事主互不認識，警方事後在
其單位檢獲他犯案時穿着的衣物，以及其

使用的一部手提電話。案中遭入屋扼頸及
毆打的女事主姓鄺（36歲），據悉原與父
母移民美國，及至去年才獨自回流返港工
作，任職互聯網客戶經理，並獨住恆安邨
恒江樓舊居。她在案中分告面部、嘴、頸
及手臂受傷，事後經送沙田威爾斯醫院敷
治後無礙出院。
沙田警區重案組第一隊偵緝督察吳芷盈

昨日指，警方接報後立即展開調查，證實
事主除受傷外，並無損失貴重財物。
經調查，警方不排除疑犯當時入屋後被
女事主發現才發惡「先發制人」，而逃走
時取去鎖頭及防盜魚眼鏡等物品，只為逃
避追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北角堡壘街一對鶼鰈情深的八旬夫
婦，丈夫疑因近年健康轉差，有感
無力再照顧行動不便兼患柏金遜症
老伴，又不願遺下妻子獨在人世，
遂與老伴前日下午趁兒子外出，留
下遺書透露尋死意願和交代後事，
再由丈夫親手扼頸至老伴窒息死
亡，自己再用窗簾纏頸上吊斃命，
及至兒子返家揭發報警，兩老送院
證實不治。警方經通宵調查後，昨
日將案件列作謀殺及自殺案處理。

健康轉差憂無法照顧老伴
現場為堡壘街11號偉文大廈一
單位，離世夫婦其中丈夫姓容
（83 歲），老伴則姓譚（85
歲），兩人已婚長達60年。據悉
兩老早年購入上址物業並育有一
女兩子，惟子女多年前均已成人
遷出居住，剩下兩老同住。由於
女戶主患柏金遜病，行動不便，
需長期臥床，遂由丈夫一直獨力
照顧。及至去年底，男戶主的健
康亦開始轉差，出現腳痛，照顧
妻子倍感吃力，並因此而萌生死
意。及至本月初，其中一名54歲
兒子特意請了一個月長假搬到上

址同住，以便貼身照顧兩老。
前晚7時許，兒子從外返家，赫

見父親在客廳以窗簾繩上吊昏
迷，立即到廚房拿菜刀將繩割
斷，解下父親，其後再到房間察
看，發現母親在床上口吐白沫同
告昏迷，慌忙報警。救護員到場
迅將兩名昏迷長者送往律敦治醫
院搶救，惜最終不治。
由於女死者在醫院被發現頸部

有疑似被扼頸造成的可疑瘀傷，
警方認為有可疑，遂將現場封鎖
通宵蒐證。案件現列作謀殺及自
殺案交由東區警區重案組跟進。
警方指，由現場檢獲的兩封遺

書內容來看，不排除男戶主因妻
子長期患病，加上自己的健康亦
大不如前，擔心無法再照顧老伴
而釀成悲劇。
有關注老人權益組織及社工均指

出，「雙老家庭」中，若有一方是
長期病患或患有重病需另一方負責
照顧，照顧者會感到壓力，長期甚
至出現抑鬱而「鑽牛角尖」。因
此，親友應多與長者溝通，安撫其
情緒，以紓緩負面壓力；家人如有
需要應向政府及有關志願機構求
助，避免讓事件惡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秀茂坪寶達邨達喜樓本月
中奪命火，六口之家四人喪
生，未亡人痛不欲生，街坊扼
腕嘆息，在善長仁翁捐助下，
達喜樓互助委員會昨在大堂舉
行道教法事超度亡魂，並現場
籌款，協助家屬處理後事。不
少街坊到場拜祭及捐款。由於
家屬仍極度哀痛，加上目前60
歲男戶主仍情況危殆，因此沒
有到場。
寶達邨達喜樓互助委員會昨

晨9時至下午6時，安排街坊義
工在樓下大堂舉辦募捐籌款，
所籌得款項將全數直接交予家
屬，並於下午進行打齋公祭。
現場有約50名街坊幫手摺「金
銀衣紙」，下午1時許，街坊又
協助將紙紮祭品擺放在祭壇
上，其後一批道士身穿道袍開
始超度法事，包括敲鑼及誦經
超度亡魂。大批街坊亦排隊上
香及鞠躬拜祭。涉事家庭的8名
友人到場公祭，神情哀傷。
有居民表示，對於發生慘劇

感到難過及難以入睡，希望死

者早日安息。有街坊義工則
說，協助摺「金銀衣紙」已有4
天，對於這次災難感到傷感，
她憶述事發當晚的情況時說：
「成晚都唔使瞓，咁慘，聽到
眼淚都流埋。」

祝融焚宅奪四命
街坊辦法事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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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日前在其facebook專頁發帖表示，
留意到上周六（24日）網上流傳一段

不雅短片，片段中有3名穿着疑似警察制
服的人涉嫌作出不雅行為。警方高度關注
事件，並已交由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
科跟進。
經初步調查發現，片中人物穿着的制服
及裝備與香港警察的制服及裝備有多處不
同，警方不排除有人假冒警務人員拍攝短

片，並會繼續從不同方向主動調查。
警方重申，互聯網並不是一個無法可依

的虛擬世界。根據香港現行的法例，大部
分在現實世界用以防止罪行的法例，均適
用於互聯網世界。如有人在網上發布淫褻
物品可觸犯香港法例第三百九十章《淫褻
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最高刑罰為罰款
100萬元，及入獄3年。

葛珮帆：可參考星德立法
就今次事件，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

帆表示，黑暴事件爆發至今，少數人對
警方抹黑誣衊、製造恐慌、煽動仇警等
行為從未停止，目的只為挑起市民仇恨
警方，企圖貶低警方的執法權威，直接
影響社會秩序，必須正視、嚴正執法。
葛珮帆指，現警方正調查中，她會密

切關注，若涉及違法行為時，應將不法
之徒繩之以法，同時當局應該參考新加
坡及德國，訂立防止網絡假資訊和網絡

操縱等法例，專門處理個人及網上平台
發放虛假資訊。

陸頌雄憂抹黑陸續有來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表示，別有

用心的黑暴分子，以為躲在網絡世界身
份不易被發現，便肆無忌憚抹黑誣衊警
方，企圖製造恐慌，藉以煽動仇警、分
化市民情緒等，雖然警方仍在調查中，
但從表面上看，令人感到今次只是抹黑
警方的延續，預計未來還會接踵而來。
陸頌雄強調，網上平台也須遵守法

律，同意無論執法、檢控等，也應與網
下世界一視同仁，明白網上執法較為困
難，但仍冀當局加快訂立假新聞法的立
法工作，防止假資訊和假新聞繼續荼毒
年輕人。
智慧城市聯盟會長楊文銳表示，雖然警

方目前仍在調查事件，但任何刻意挑起市
民仇警情緒並不應該，而這種破壞社會倫

理行為，只是一種自私及個人情緒宣洩，
對整體社會沒有任何好處。楊文銳認為，
市民應小心查核網上消息，而隨着電話智
能卡實名登記制度落實後，相信網上發放

虛假消息的行為會有所收斂。再者，目前
很多平台供應商為跨國公司，當有問題時
難以接觸，建議平台供應商在港設立聯繫
單位，以及明確公布使用守則。

入屋毆打女戶主案 警拘同邨男文員

警多區嚴打「犯聚」拘控56人

●秀茂坪寶達邨達喜樓本月中奪
命火，六口之家四人喪生。

資料圖片

●多名參與非法賭博的男女被押上警車帶
走。 警方圖片

●證物中包括疑犯當日穿着的衣物及使用
的手提電話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警方高度關
注事件，並已
交由網絡安全
及科技罪案調
查科跟進，不
排除有人假冒
警務人員拍攝
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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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社會福利署：
撒瑪利亞會24小時多語服務：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生命熱線：
向晴熱線：
東華三院芷若園：
醫管局24小時精神健康專線：
賽馬會青少年情緒健康網上支援平台「Open噏」：

2343 2255
2896 0000
2389 2222
2382 0000
18288
18281
2466 7350
http://www.openup.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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