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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反枱惹非議 督察學懂慎行
警察學院93人結業 學員提醒自己言行須向市民負責

香港警察學院昨日有 93 名學員舉
行結業典禮，包括 35 名督察班及 58
名警員班學員，將走上不同警務崗位演繹警
察故事。其中，在城市大學讀書時因發脾氣
「反枱」而為人所熟悉的督察班學員鄭源
霖，昨日獲得了「施禮榮盾」、「榮譽警
棍」及「警務處處長學業成績優異證書」三
項殊榮。他表示，經過不同工作的磨練以及
家人的鼓勵下，自己已學識謹言慎行，為維
護治安克己奉公。雖然「反枱」的影片一度
在互聯網瘋傳，成為自己的「包袱」，但現
在他將此視為警惕自己的「長鳴鐘」，提醒
自己一言一行也要向同袍及市民負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廖傑堯
年26歲的鄭源霖因當年的「城大反枱」事件被人
現認識。他昨日在分享自己由學生成長為警務督察

的經歷：2015 年，他在城大商學院學會擔任第四屆商
學院及學部聯會大選委員會主席。身為「上莊」，他
不滿候選內閣欠熱誠，又希望給「下莊」學弟學妹吸
收面對壓力的經驗，一度情緒失控做出反枱動作。
「反枱」一事引起了反效果，他對此感到後悔，但認
為這給了他「好好學習」的機會。
2018 年大學畢業後，鄭源霖首次考入警隊，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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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獲優異成績結業的督察鄭源霖(左)及警員韓世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反枱」影片在網上瘋傳，他覺得自己心態上未準
備好因而退學，輾轉在私人公司及消防處控制中心
工作。不過，他一直未有放棄投身警隊的願望，其
間獲朋友和家人支持和勸勉，於今年 1 月再次考入
警隊，終於達成心願。雖然影片成為自己的「包
袱」，但他現在將此視為警惕自己的「長鳴鐘」，
銘記自己代表警隊，一言一行也要向同袍及市民負
責。
鄭源霖說，過去幾年的工作，為自己帶來良好學習
經驗。在消防控制中心工作期間，他要接聽市民電
話、調配資源，以及與警務人員聯絡等，讓他有機會
與警務部門保持合作，增強了應對和組織能力。他希
望自己日後發揮所長，維護治安，保護市民。

空手道助教
「享受」
27 周訓練

周一鳴勉學員畢業後學以致用

榮獲「薛富盃」及「銀笛」獎的學警韓世杰（25
歲），13 歲由廣州來港，去年從香港恒生大學畢業。
雖然是文科生，但他的性格好動，喜歡挑戰，自小已
參加元朗少年警訊空手道興趣班，如今已是空手道助
教，其師父也是一名警員。
去年在恒大畢業後，他報名投考警員。27 周的訓練
雖感到辛苦，但在同學及教官指導下調整自己，更加
「享受」訓練。韓世杰說，在黑暴期間，香港多處發
生暴亂，他認為當時部分年輕人過於偏激，看事不夠
中立以致犯法。他希望在警隊多元化的崗位工作上，
與市民加強溝通和了解，增進警民關係。

警務處副處長（管理）周一鳴昨日為結業典禮擔任
檢閱官。他勉勵學員畢業後學以致用，以專業表現維
護國家安全、保護市民，無負政府與市民對警隊的期
望，又勉勵學員身體力行，向市民展現警隊的專業表
現，說好警察故事。
他說，警察故事就像一部連續劇，在「保護市民生
命財產」的主題下衍生不同單元，不同崗位的警務人
員在警隊中肩負不同的職責，擔當不同的角色，畢業
學員只要堅持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做一個具誠信、
莫忘初心的警務人員，必定能演繹出一段令自己、家
人及朋友均引以為傲的警察故事。

林定國：不設陪審團無損被告權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濬文）律政司司長
林定國早前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四十六條發出證
書，指示相關訴訟無須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進
行審理的決定。林定國昨日在網誌中表示，陪
審團審訊的安排並非被告在法律上的必然權
利，重要的是律政司司長行使這權力並不會削
弱被告人任何合法權益，而不設陪審團的做法
非香港獨有，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都有類似
的制度。

陪審團審訊非法律必然權利
林定國以「秉持司法公正確保公平審訊」
為題發表網誌。他表示，香港國安法第四十

六條，賦予律政司司長可基於保護國家秘
密、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或者保障陪審員及其
家人的人身安全等理由，發出證書指示相關
訴訟無須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進行審理的權
力，法庭亦已在多宗案件中確認，陪審團審
訊的安排並非被告在法律上的必然權利，重
要的是律政司司長行使這權力並不會削弱被
告人任何合法權益。
他表示，不設陪審團的做法並非香港獨有，
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都有類似的制度，訂明
若涉及嚴重刑事罪行，或陪審團會受到不正當
干預的情況下，審訊可不設陪審團，以確保司
法公正不受影響。

林定國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司法公正能
否彰顯，最重要是有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司法機
關，不受任何干涉，讓被告人的權益獲得充分
保障，得到公平的審訊。倘律政司司長根據香
港國安法第四十六條發出證書，案件的審判將
不是由1名而是3名法官負責。
他指出，這 3 名負責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
案件的法官必須是現任法官，除了要符合具備
基本法中，對法官的司法和專業才能等嚴格要
求外，亦須恪守司法誓言，無懼、無私，不容
任何政治或個人因素影響司法程序及決定。由
這些法官組成的審判庭所作的判決內容必定公
開，向大眾解釋理據。

警全港掃黃賭拘逾 人 揭 泰國「變性人」涉賣淫

警方辦網絡安全博覽
助市民識別
「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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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灣仔
搗破賣淫場
所。警方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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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行動
中拘捕多名男
女。警方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連日在全港各
區展開代號「雷霆 2022」反罪惡行動，拘捕逾 150
人，涉嫌非法賭博、賣淫、無牌酒吧及非法收數等罪
行。其間，警方到灣仔一大廈「放蛇」，揭發場內有
8名泰國「變性人」涉嫌賣淫。
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及其他總區刑事
部，由 15 日起至昨日在油麻地、尖沙咀、大埔、荃
灣、葵涌、旺角、灣仔及北角區展開掃蕩。前日，港
島總區搗破 3 間賣淫場所及 1 個非法賭檔，拘捕 17 男
14 女（19 歲至 52 歲），同時向 18 人發放涉嫌違反
「限業令」告票。
警方又在灣仔駱克道 381 至 383 號富士大廈內搗破
一個涉及「變性人」賣淫場所，拘捕 8 男 1 女（26 歲
至 36 歲）持護照入境的泰籍人士，其中 8 名「變性
人」來港約一周，涉嫌為客人提供性服務，每次索價
600元至800元不等。
警方又在灣仔軒尼詩道及駱克道搗破兩間賣淫場
所，拘捕 4 名本地女子及 3 名持「行街紙」越南籍女
子，分別涉嫌「管理賣淫場所」、「協助管理賣淫場
所」、「違反逗留條件」及違反防疫規例。一名 35
歲男顧客涉嫌在按摩場所內無戴口罩及無掃描「安心
出行」被票控。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警務處網絡
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網罪
科），昨日起一連兩日在香港科學
園舉辦「網絡安全博覽 2022」，
以科技應用及網絡安全為主題，為
市民提供一系列具教育意義及啟發
性活動，藉此加深大眾對網絡安全
的認識及關注。
是次博覽為警務處首個以網絡安
全為主題的博覽會，獲得 61 個政
府部門、教育團體及科技公司等機
構支持，包括香港童軍總會、香港
女童軍總會、教育局、香港科技園
公司等。
博覽現場設有 31 個網絡安全及
科技展覽攤位，亦舉辦多場網絡安
全講座及STEM工作坊，以及各種
科技互動體驗，包括 5G 機械人、
腦電波控制賽車、VR 遊戲體驗及
無人機競技。同場亦舉辦「網絡安
全創意提案競賽」及「網絡安全機
械人比賽」，由百多位中學生憑藉
創意及技術設計各款實用科技產品

及機械人競逐獎項。
警務處處長蕭澤頤在博覽開幕
致辭表示，疫情加快了社會數碼
化的進程，但數碼世界帶來方便
亦充滿陷阱，故警隊致力提升全
民「數碼素養」，加強市民在網
絡世界慎思明辨和理性思考的能
力，共同構建一個潔淨而安全的
網絡環境。
網罪科今年將以「網絡夢工場」
為主題推出一系列青少年教育活
動，旨在加強青少年的「數碼素
養」，學懂辨別不同網上陷阱、虛
假資訊、不良內容等的能力，包括
專為小學生設計的三本故事畫冊，
教導小朋友如何處理網絡欺凌、網
上交友陷阱及物聯網保安知識。網
罪科的「CyberDefender 守網者」
一站式網絡資訊平台將持續為市民
提供最新的網絡安全、資訊保安和
防止網絡騙案等資訊，並以專業角
度向市民提供實用的保安建議和安
全貼士。

港大宿生拍門騷擾
兩女事主接受道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金文博）香港大學宿舍利銘澤堂本月初發生有
男宿生酒後騷擾及調戲內地女宿生事件，涉事兩人其後被校方處分永久
禁止住宿，另 3 人則被停宿及警告。就此，多個團體分別向警方、平機
會及教育局投訴，要求盡快介入並嚴懲涉事者。港大學生事務長謝樹基
前日以短訊回覆關注事件的校友，涉事者已充分認識到自己行為不當之
處，及向受影響的內地女宿生真誠道歉，獲對方寬容地接受。兩名女宿
生感謝社會各方的支持和幫助，希望事件平息下來，讓她們的大學生活
回歸正常。
謝樹基在短訊中表示，大學在得悉事件後，已於短時間內展開調查。
基本事實是，當晚有兩男 3 女學生在午夜時分飲酒，並在醉後無特定對
象地拍房門，又在其中一個房間外向房內同學發出不當和冒犯的叫囂。
他強調，根據宿生手冊中的《操行及紀律》一節，第一條就是要「尊
重其他人及其權利」。大學對有同學違規定當懲處，同時也應教誨他
們，給予反省和改善的空間。
對連日來有多個團體及民間組織分別向警方、教育局及平機會請願及投
訴，要求嚴懲涉事宿生，謝樹基說，涉事學生已受到不同程度的紀律處
分，事後亦已充分認識到自己行為的不當之處，及向受影響女宿生真誠道
歉，而她們也寬容地接受了道歉。
對於兩位受滋擾的女宿生，他表示，兩人最近有向親友訴說，並感謝
社會各方的支持和幫助，認為此事耗費了她們太多時間和精力，又表示
每位學子均通過極大努力考進港大，希望事情平息下來，讓她們的大學
生活回歸正常。

民建聯婦委會辦婦女健康日
香港文匯報訊 為
提高婦女關注健康，
呼籲婦女定期檢查身
體的重要性，民建聯
婦女事務委員會昨日
舉辦首場在港島區舉
行的「婦女健康行動
日暨啟動禮」。是次
婦女健康行動日反應 ◆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舉辦首場在港島區舉行
踴躍，共有 60 位年 的「婦女健康行動日暨啟動禮」
齡 45 歲至 65 歲來自港島區的參加者，參加乳癌預防健康講座、心理健
康工作坊，以及接受骨質密檢查、身體姿勢檢查及心房顫動檢查。
活動的啟動儀式由醫務衞生局副局長李夏茵，合辦機構銀騎士聯合創
辦人林淑華、支持機構香港乳癌基金會創會人張淑儀、Soul Hearing 心
聆輔導及成長中心婚姻及家庭治療師鍾巧香及 BodyVStore 執行董事張
浚裕、民建聯婦委會主席兼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民建聯副主席兼立法會
議員陳學鋒，及立法會議員顏汶羽主持。
葛珮帆致辭表示，香港女性既要工作又要照顧家庭，身心承受極大壓
力，但很多女性經常忽略自身健康，也沒有定期進行身體檢查的習慣。
婦委會過去一直推動政府各方面的婦女政策研究和落實工作，包括乳癌
篩檢、子宮頸癌疫苗接種、骨質疏鬆篩查、精神健康等，「我們將會繼
續在不同地區推動婦女健康行動，希望提高婦女定期檢查，及早預防的
意識。」
李夏茵鼓勵婦女善用社區資源，透過衞生署、婦女健康中心、地區康
健中心等渠道獲得健康資訊及檢查服務。政府亦會定期檢視有無改善空
間或增加服務，以切合女性更多的需要。
民建聯婦委會表示，未來將會繼續在不同地區舉辦婦女健康行動日，
希望提高婦女關注健康及定期進行身體檢查的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