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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公開會議 

 

 開會辭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是次聯席會議，特別是陳黃麗娟

博士，BBS，MH，JP 及王家揚先生兩位新任委員。他亦向已完

成任期的前任主席及委員就他們以往所作的貢獻表示感謝。 

 

I. 通過 2018 年 3 月 20 日的會議記錄（公開部分） 

 

2. 上次會議記錄（公開部分）並無建議修訂，獲一致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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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簡報網絡安全 

 

3. 投訴及內部調查科總警司在會上簡述，現今電腦科技發

展一日千里，在為我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便利的同時，近年來的科

技罪案亦不斷增加。為幫助監警會委員了解警隊打擊科技罪案的

策略，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網罪科）曾雅詩警司應邀進

行簡報。 

 

4. 曾警司於簡介香港的科技罪案狀況後，特別提到警隊在

打擊科技罪案方面所面臨的挑戰及採取的各項措施，例如培訓、

網絡安全峰會、公開講座及與海外執法機構開展全球聯合行動。 

 

5. 曾警司指出，為加強公眾的網絡安全意識及減少本港受

殭屍網絡病毒感染的電腦數目，網罪科自 2017 年 6 月起已開展

「網絡安全運動」，並獲得 22 個機構支持，透過網罪科網站向市

民提供免費掃描工具。網罪科透過記者會、少年警訊、耆樂警訊

及探訪學術機構等不同渠道推廣是項運動。各方對該運動的反應

非常熱烈，日後將擴展至手機專用的掃描工具。簡報期間播放了

該運動的宣傳片。曾警司於演講總結時強調警隊致力於打擊科技

罪案及增強公眾意識。 

 

6. 謝偉銓副主席認為公眾未必具備有關科技罪案的足夠

知識，並希望警方可加強防止罪案及對公眾的教育。曾警司回答

指，如發現任何疑似科技罪案，市民應向警方報告該事件，以便

有關調查隊伍作適當的評估及跟進。投訴警察課高級警司強調，

除了當前已覆蓋的電腦範圍，「網絡安全運動」將擴展至手機系

統，並建議市民下載掃描工具用作網絡健康檢查，如有疑問，可

向警方報告。主席建議警方加強公眾宣傳及加強國際合作。 

 

7. 李家仁醫生詢問有關網上情緣騙案的現況及受害人類

別。曾警司指出，於 2017 年共接獲 235 宗相關個案的報告，受

害人大多數為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曾警司補充，市民應避免

在社交平台上披露個人信息。 

 

8. 李曉華女士詢問有關網上騙案的破案率，並分享其客戶

曾報告類似個案的經歷。曾警司在回答中特別指出警隊及海外執

法機構在打擊罪案方面所面臨的困難。投訴警察課高級警司補

充，警方在處理類似個案時會向市民提供一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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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朱永耀先生詢問，警隊是否會聘請信息技術專家聯手打

擊罪案。曾警司回應指，全體網罪科員工均為警務人員，網罪科

會定期安排本地及海外培訓，幫助他們加強專業知識。 

 

10. 陳錦榮先生強調攔截資金轉移對科技罪案調查的重要

性。曾警司回應說，受害人應盡快向警方報案，令警方可與有關

各方合作攔截資金轉移。監管處處長補充，司法管轄權問題及匿

名性是打擊科技罪案時最棘手的兩大障礙。打擊傳統罪案的策略

無法完全運用於科技罪案。他進一步強調，預防仍是解決問題最

可行及有效的方式。 

 

11. 錢志庸先生指出，他明白警方在打擊科技罪案方面所遭

遇的障礙，並分享其有關警方無法凍結銀行賬戶的經歷。監管處

處長回應稱，在未獲法庭頒令的情況下，警方並無凍結銀行賬戶

的權力。反之，在適當情況下，警方會向金融機構發出「不同意

處理書」，以知會他們並未取得警方作為獲授權人員處理疑似收

益的同意。這需要金融機構予以配合。主席同意與金融機構展開

合作至關重要，並補充稱科技罪案已成為世界性問題。 

 

III. 報告事項 

 

 (a) 投訴警察課的每月統計數字 

 

12. 相關數字已在會前交予監警會委員參考。投訴及內部調

查科總警司特別指出，2018 年首五個月的投訴趨勢保持平穩，

共錄得 607 宗須匯報投訴，較 2017 年同期減少 8 宗（減幅為

1.3%）。319 宗個案透過表達不滿機制得到解決，較 2017 年同期

減少 81 宗（減幅為 20.3%）。 

 

13. 2018 年的預計須匯報投訴數字估計為 1,457 宗，較 2017

年的數字（1,508 宗個案）預計減少 51 宗（減幅為 3.4%）。投訴

以 524 宗輕微投訴佔大部分（86.3%），剩餘部分是 83 宗嚴重投

訴個案（13.7%）。 

 

14. 輕微投訴方面，共接獲 361 宗「疏忽職守」個案

（59.5%）、64 宗「行為不當」個案（10.5%）、90 宗「態度欠佳」

個案（14.8%）及 9 宗「粗言穢語」個案（1.5%）。至於嚴重投訴

方面，共接獲 57 宗「毆打」個案（9.4%）、7 宗「恐嚇」個案（1.2%）、

9 宗「捏造證據」個案（1.5%）、9 宗「濫用職權」個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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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 宗「警務程序」個案（0.2%）。 

 

15. 與 2017 年同期的輕微投訴數字比較，「疏忽職守」由

343 宗增加 18 宗至 361 宗個案（增幅為 5.2%），大部分（45.4%）

為交通或刑事個案的不當調查。投訴人、舉報人或被捕人士通常

會在調查結果未能符合其預期時提出投訴。投訴警察課會加強外

展計劃及與前線隊伍的溝通。「行為不當」由 82 宗減少 18 宗至

64 宗（減幅為 22%）、「態度欠佳」由 72 宗增加 18 宗至 90 宗（25%）

及「粗言穢語」由 5 宗增加 4 宗至 9 宗個案（80%）。 

 

16. 與 2017 年同期的數字相比，多數嚴重投訴均有所下

降。「毆打」由 66 宗減少 9 宗至 57 宗個案（減幅為 13.6%）、「恐

嚇」由 19 宗減少 12 宗至 7 宗（減幅為 63.2%）、「濫用職權」由

14 宗減少 5 宗至 9 宗（減幅為 35.7%）、「捏造證據」由 14 宗減

少 5 宗至 9 宗（減幅為 35.7%）及「警務程序」由零輕微增加 1

宗個案。 

 

17. 總體而言，投訴趨勢大致平穩，以輕微投訴佔多。 

 

 (b) 投訴警察課刑事及違反紀律事項一覽表 

 

18. 投訴及內部調查科總警司向與會者匯報相關事項一覽

表已於會前交予監警會委員參考。該部分並無特別事項提出。 

 

IV. 其他事項 

 

19. 監管處處長簡介指，「榮譽、使命、忠誠」的理念已在

警隊中廣為傳授及推廣，藉此強化警隊的誠信管理及提升警隊成

員的服務質素。會上播放了短片「小角色？大意義！」。關治平

工程師對該短片的意義及優良製作表示高度讚賞。監管處處長補

充指，該短片有望提升前線警員的士氣及激勵他們對警察這份職

業持積極態度。 

 

20. 議事完畢，會議於 16 時 40 分結束。 

 

（王信誠）  （陸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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