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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成鋒家人照片被上載 揚言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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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擺街站遭恐嚇
巫 成 鋒 昨 日 已 就 事 件 到 警 署 備 案 。 但 「Natalia
Chung」隨即發帖，竟號召網民 「主動安慰問候佢啦」。
巫成鋒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昨日留意到這個帖子的時候
，感到 「非常震驚」，指被張貼出來的相片是他在今年年
初生日時所拍，只有朋友才能看到，未知對方從何途徑獲
得。他說： 「我雖然料到會因參選被人攻擊，但參選是我
個人的事，無論如何都不應該禍及家人」。
巫成鋒又透露，未知是否巧合，他的一名60多歲義工
昨早在擺街站時亦受人恐嚇，有一名體型偏胖的男子聲稱
會對他 「見一次打一次」，令該名義工受到驚嚇。他和義
工亦已就事件到警署備案。

四年來被網絡欺凌
對於連串的事件，巫成鋒指出，有關群組包括上述兩
名網民在內的多名成員，自從他上屆參選區議會以來，四
年間從未在網上停止過對他的攻擊，他算得上是 「受盡挑
釁」，但今次牽涉到家人卻是首次。他強調，選舉就應公
平、公正，若他在正常選舉下，即使未能成功當選亦感無
悔，但對方不應該用網絡欺凌這種 「嗱喳」手段。
一直服務屯門兆康區的民建聯社區主任巫成鋒，過去
四年來不斷為服務屯門區引入新思維，透過舉辦不同的親
子活動，如派發小盆栽種植、 「書換書」計劃、開設扭氣
球學習班等，致力改善居民的親子關係，促進社區和諧，
但卻一直遭受網絡惡意攻擊，而據網上資料， 「Natalia
Chung」和 「畢合作」等群組成員過往言論偏激，亦是 「
港獨──可不可以⁈」、 「命運自主」、 「反赤化．反殖
民」等多個有 「港獨」傾向的群組成員，並曾多次發表過
支持 「
佔中」的言論。
該區候選人還有報稱獨立的羅浩恩和民主黨陳樹英。

不誠實取用電腦
罪成可判五年
【大公報訊】記者冼國強報道：對於屯門
兆康選區民建聯候選人巫成鋒及其家人被威脅
網上起底，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主席、
大律師馬恩國指出，根據香港法例第200章《
刑事罪行條例》第161條《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
而取用電腦》，任何人有下述意圖或目的而取
用電腦，不誠實地意圖導致他人蒙受損失，即
屬犯法，一經定罪可處監禁五年。
馬恩國指出，根據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
條例》第161條《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
，任何人有下述意圖或目的而取用電腦，（d）不誠實地
意圖導致他人蒙受損失（不論是在取用電腦的同時或在日後
任何時間），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監五年。
馬又表示，根據香港法例第554章《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八條《對候選人或準候選
人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或威脅對候選人或準候選人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的舞弊行為》，任何人作
出以下作為，（a）對另一人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或威脅對另一人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以誘使該
另一人（i）在選舉中參選或不參選，即屬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馬續說，即使網民用了 「安慰問
候」這樣字眼，但觀乎整句句子的意思，有脅迫成分，故有關網民或涉嫌違反選舉條例。
該區的候選人還有報稱獨立的羅浩恩和民主黨陳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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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常惡搞抹黑建制

【大公報訊】區選投票日在即，反對派通過
網絡進行欺凌、抹黑的招數層出不窮。巫成鋒事
件並非單獨個案，早前專欄作家屈穎妍被人民力
量成員 「快必」譚得志恐嚇 「滅門」的事件亦涉
此例。除此之外，反對派還熱衷於通過網上改圖
，對建制派進行攻擊及抹黑，手段極其卑劣。
專欄作家屈穎妍常在報章上發表批評反對派
行為激進的言論，今年五月，譚得志在社交網站
留言，號召支持者，到屈住所 「送上祝福」，宣
稱 「不是恐嚇，不是打擾，只為屈穎妍三個女兒
送上祝福」；隨後在工聯會前理事長楊光出殯前
夕， 「快必」更離譜地在 「臉譜」聲稱： 「一盒
盒寫住 『土製菠蘿，同胞勿近』的東西放在靈車
路上，是否很匹配呢？一打開，有嘢爆，派對禮

炮。」結果譚得志當月涉嫌不誠實使用電腦被警
方拘捕。
此外，反對派亦通過網上 「惡搞」抹黑建制
派。今年十月，網上流傳着一張被惡搞的公屋聯
會網頁截圖，將公屋聯會主席王坤的 「主席的話
」改至面目全非，內容由介紹聯會的背景及使命
，變成政治抹黑，聲稱多個建制陣營使 「政改大
敗，葬送了700萬個香港人的普選，辜負了13億
中國人的期望！」呼籲全港公屋居民用選票將建制
派議員逐出區會，以至緊接的立法會選舉。文末
保留王坤簽名，容易使人誤會此為王的政見。王
坤接受訪問時表示，對方擅用其肖像，再冒名竄
改其網頁內容，屬刑事罪行。譚得志於今屆區選
出選東區小西灣，同區的還有王國興和朱日安。

蘇愛群選舉橫額遭淋紅油
席區議會會議的情況大肆抹黑，對手的助
選團成員亦曾經對她的義工動粗。但她強
調，不會被上述種種事件所嚇怕，會繼續
做好競選工作。

肖像被挖洞

警拘疑犯

蘇愛群昨日接受《大公報》電話訪問
時表示，昨晨九時，其助選團成員發現有

蘇愛群對選舉橫額連番遭人破壞感到非
▲
常憤怒

三條懸掛於兆山苑近仁德天主教學校的選
舉橫額被人淋上紅油，她事後立即報警求
助，警方經調查後，發現其另外懸掛於兆
山苑一個巴士站附近的六條橫額亦有紅油
痕跡，目前仍在追查暴徒。她坦言，自己
自1994年擔任屯門區議員至今。在蝴蝶區
服務超過20年， 「沒有得罪人，又沒有欠
債，事件很有可能是政敵攻擊自己」；又
指自己的選舉橫額被人惡意破壞已非第一
次，本月八日凌晨，曾有人向她橫額上的
肖像挖洞，但警方當日已成功拘捕作案
者。
蘇愛群續稱，自己對選舉橫額連番遭
人破壞感到非常憤怒，指區議會選舉乃公
平、公正、公開的競爭，應該比拼政綱和
地區政績，實事求是，不應做這些小動作
， 「有人卻作出如此粗暴的選舉伎倆，我
覺得很無恥」。她認為，自己和助選團隊
在競選過程中，屢遭干擾和恐嚇，是因為
政敵 「不想有人投票給她」、希望她分心
，但她絕不退縮，並已在被破壞的橫額貼
上 「反對暴力，維護公平選舉」的字句作
回應，同時期望警方能夠盡快破案，緝拿
好事之徒。
今屆區議會選舉，蘇愛群面對民協楊

智恒的挑戰，對方在2007年以300多票之
差落敗，在當區消失八年後，今屆區選忽
然捲土重來。楊智恒透過印製選舉單張，
指摘蘇愛群在屯門區議會工商業及房屋成
立的 「監察領匯改建工程工作小組」嚴重
缺席，九次會議中僅出席一次。蘇愛群回
應指，民協代表在該小組會議上，不斷罵
政府和領匯的代表，並非討論會議議程；
她又指，自己連同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譚耀
宗多年來一直跟進有關領匯商場的事件，
自己亦以印製單張還擊，指自己過去四年
來的區議會大會的出席率均達100%，轄下
六個事務委員會的會議，她亦幾乎全數出
席。
除了發動文宣攻勢，楊智恒的助選團
員亦曾經 「出手」。蘇愛群透露，上周二
早上，她與楊智恒的助選團員各自在區內
宣傳，兩批人相隔百多米，本來相安無事
，但楊智恒的助選團成員忽然衝上前，指
罵她的助選團員，又嘗試喝止他們繼續派
傳單。雙方理論期間，楊智恒的助選團員
竟然出手拉扯蘇愛群團隊中個別年紀老邁
的義工。蘇愛群直言對民協的種種行徑已
是忍無可忍，但她強調，自己會 「愈戰愈
勇」，不會懼怕對手的抹黑和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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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署起訴兩男涉區選舞弊

本 月 17 日 凌 晨 2 時 13 分 ， 一 名 叫 「Natalia
Chung」 的 網 民 在 社 交 網 站 Facebook 群 組 「Siu
Hong Court ~ 兆康苑」內，貼出一張疑似民建聯候
選人巫成鋒及其家人的相片，並語帶恐嚇地稱 「大家
想 唔 想 聽 吓 相 中 呢 家 人 各 位 嘅 『故 事 』 呢 ？ 」 「
Natalia Chung」又在相中人物的眼部畫上黑條，稱 「有
用黑條遮樣」，所以 「冇侵犯私隱」。他又貼出一個鏈
接，聲稱是相片來源，但記者點擊時已不能打開。另一
名叫 「畢合作」的網民則在帖子留言中帶強烈的恐嚇味道
： 「展示出來唔代表什麼意思，唔可以話一展示出來就想
殺他全家，唔畀大家都想關心下（他）家人？」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區議
會選舉投票日臨近，再有建制派區議員被
政敵攻擊和抹黑。民建聯資深區議員、屯
門蝴蝶區候選人蘇愛群，其多張選舉橫額
昨日被人淋上紅油。她對事件表示強烈譴
責和憤怒，懷疑有人為了影響選舉結果而
作出此等恐嚇行徑。她又表示，同區候選
人、民協楊智恒曾刊發宣傳單張，就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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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區選當中，頻繁發生建制
派候選人被鎅毀橫額、恐嚇等惡意
滋擾事件。如今區選投票日臨近，
屯門兆康候選人巫成鋒及其家人竟
在網絡上被人威脅起底，對方更揚
言要號召網民對巫 「主動安慰問候
」。巫成鋒對事件表示震驚，強
調已預料到會因參選而遭受攻擊
，但不應牽涉家人。他又透露，
他的一名年長義工昨日擺街站時
亦遭人恐嚇，他就兩件事已向警
方備案。有律師表示，相關網民
的行為涉嫌觸犯 「有犯罪或不誠實
意圖而取用電腦罪」，最高可判監
禁五年。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有網民在社交網站
貼出一張疑似巫成
鋒及其家人的相片
，威脅要大起底
設計圖片

▼▶巫成鋒強調已
預料到會因參選而
遭受攻擊，但不應
牽涉家人

【大公報訊】記者冼國強報
道：此次區選爆出多個反對派涉
嫌賄選的醜聞。廉政公署昨日落
案起訴兩人，控告他們涉嫌串謀
收受高達20萬元賄款，致使其中
一人在2015年區議會選舉中參選
，兩人明天下午在東區裁判法院
提堂。
廉署早前接獲投訴，指稱有
人涉嫌作出《選舉（舞弊及非法
行為）條例》下的舞弊行為，遂
展開調查，昨日正式落案起訴32
歲裝修工人顧家豪及37歲商人陳
建隆，兩人同被控一項串謀在選
舉中作出舞弊行為罪名，涉嫌違
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
例》第7（1）（g）條及《刑事
罪行條例》第159A條。
控罪指顧家豪及陳建隆涉嫌
於2015年7月12日至8月9日期間
，一起與網台主持鄭永健及另一
名人士串謀使顧家豪在2015年區
議會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即從
鄭永健收受一筆15萬元至20萬元
的款項，作為顧家豪令陳建隆在
該選舉某個指明的地方選區中參
選的誘因。
被告已獲廉署准予保釋，以
待星期五應訊。根據《選舉（舞
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任何人
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即屬犯
罪。如循簡易程序審訊，一經定
罪，可處罰款20萬元及監禁三年
；如循公訴程序審訊，一經定罪
，可處罰款50萬元及監禁七年。
鄭永健原是侍應，現時擔任
OurTV網台主持。他在區選提名
期展開前以 「Anthony Cheng」
的名義聯絡多個新冒起的 「傘兵
」組織，如 「青年新政」、 「沙
田新幹線」及 「東涌人」等，聲
稱只要他們的成員出選區議會的
指定選區，就可以獲得15萬元資
助。鄭永健已於九月底被廉署落
案起訴。

▲廉署昨落案起訴兩人涉在區議會選舉中作
出舞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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