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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記者佔領採訪集思
––

序

楊健興

主編

2014 年 9 月 28 日佔中運動爆發，這場歷時 79 天的爭取民主運動，由

批評聲音亦出現兩極化；有人批評傳媒都是「黃絲帶」，支持或同情佔

港大法律系教授戴耀廷的一系列文章觸發。2013 年 6 月開始，戴耀廷在《信

中，個別記者更被質疑已成為參與者，無中立客觀可言；亦有包括傳媒人在

報》連續發表多篇文章，提倡及解釋如何以公民抗命、佔領中環為手段，逼

內的另一部分人則認為，主流傳媒已被「河蟹」，一直與中央合演「維穩」

使中央政府給予港人真普選。

大合唱，雖不至於不報道「非法佔中」活動，但在處理有關新聞上住住帶有
隱藏立場，淡化不利政府新聞、美化和浪漫化佔中行為。

文章刊登後初期並未在社會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但踏入 2014 年，
隨著政改爭拗升級，以公民不守法為手段爭取普選的抗爭方式，透過傳媒報

傳媒機構是社會縮影，中高層編採管理人員普遍反對或不認同佔中手

道，開始在社會發酵。2014 年 7.1 遊行後，學生帶頭預演佔中，警方雖拘

法，前線記者較支持和接受公民抗命形式，報館內的世代差異、立場分歧，

捕所有拒絕離場的學生，但整個過程並未出現激烈衝突，傳媒和輿論對佔中

在具體如何處理佔中新聞，特別是警民、警員與記者衝突，如何真正做到公

雖普遍負面及有保留，但並未一面倒強烈反對。隨著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政

平、平衡和客觀，出現不少矛盾，個別新聞機構更因內部爭拗成為新聞主角。

改分歧毫無跡象收窄，傳媒和整體社會普遍相信佔中將無可避免。
雨傘運動讓港人上了一國兩制寶貴的一課，新聞工作者也深深體會到在
打著公民抗命、實質是以違法佔領公共地方形式抗爭的佔中運動，在社

中港矛盾大格局下，港人的不同利益和價值在佔中運動中顯現出來；無論前

會引起很大爭議、造成嚴重撕裂，傳媒也未能倖免。去年 4 月，國家副主席

線記者、中層採主和老總級把關人，都既是行使第四權的監察者，亦是市民

李源潮在北京接待一個香港傳媒高層代表團時表示，香港媒體應考慮國家和

一分子，面對不少衝擊和挑戰。科技一日千里，訊息載體發展五花八門，市

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以客觀、公正、持平、理性的聲音，引領香港社會抓

民對即時新聞需求增加，佔中是小城特大事，每人既參與，亦是讀者觀眾，

住國家改革發展的新機遇。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就更為直接，指媒體應該「讓

不少人成為公民記者，發佈消息，發聲議論，網絡媒體大豐收，瀏覽率以倍

人們知道絕大多數市民是反對這種行為 ( 佔中 ) 的，以及理解對抗是不符合

數增加，主流傳統媒體不得不迅速調整，上了佔中另一課。

香港的長遠利益，並會帶來傷害」。中央反對佔中立場鮮明，對傳媒老總作
直接提示，加上社會對佔中看法存在重大分歧，傳媒在整個佔中的角色、整

面對大時代，香港記者協會組織一系列文章，目的是展現雨傘運動的不

體和個別傳媒處理佔中新聞的立場和手法，在業界和社會上都引起很大的爭

同面貌和角度，談談涉及的人、情和事，激發業界人士和關心傳媒的社會各

議。

界人士思考，硝煙散開，激情沉澱，更能對未來看得、想得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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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流砥柱
是記者
練乙錚
《信報》特約評論員、前總編輯

佔領運動轉眼一周年，發生過的事還歷歷在目。
印象深刻的一個主要原因，當是記者日以繼夜在前
線做了大量優質的現場採訪工作；所讀出的新聞、
寫成的文字和拍下的影像，在在都成為香港開埠以
來最曠日持久震撼人心的社會運動的永恆印記。於
事實與歪曲、記憶與遺忘之間，記者起著真正的中
流砥柱作用。

報道普通事件，記者的如實報道，會影響民眾
作為旁觀者對事件的看法，但不會直接影響事件的
進程；但是，如果事件是像佔運那樣的如歌似泣的
大規模群眾運動，情況就不一樣。無論一個記者作
業如何客觀平實，如教科書上說的當一隻既在地、
又抽離的「鬼眼」，但是她的受眾當中，肯定不少
人卻因為看了報道而無法抽離，不僅情緒上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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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也不期然要參與，走向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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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的採訪活動也比以前辛苦，因為要跑的範圍，
不再是小小的金鐘、中環、維園（以及近年多了去

也就是說，忠實報道大型社會運動的記者，同

的西環、北京人民大會堂），而是逐漸遍及全香港。

時會直接影響運動。佔運是群眾的，也是記者的。

當「插紅旗」與「反赤化」的矛盾在社會的每一角

這就是為甚麼社運所針對的政府及其背後的支持者

落冒煙、燃燒，政治記者便得上山下鄉，早上爬般

或黑惡勢力，一般都對履行專業職責的記者有一種

含道的象牙塔，下午就要趕上水的車站市街。

本能的討厭乃至仇恨，鎮壓群眾的大棒，於是會非
常「意外」地打在記者身上。

採訪的對象也因而更多元化，從以前的官員、
議員、政黨、個別學者，到現在那些名目繁多的政

佔運已經無可轉圜地把政治記者的工種變成

治和鄉里社團、學生和專業組織，甚至還包括黑社

一個特殊的高危行業。（這裏說「政治記者」，其

會、大商家、藝人、球員。工作內容，除了跑政府

實包括運動期間從其他版面抽調參與報道運動的同

記招讀新聞稿查資料問看法這幾道板斧，還得真正

行。）之前並不是那樣的，記者跑政治比較安全，

去認識社會各階層群體裏湧現的新對象和他們建立

風災火災雨災人禍很多都無關，不像跑突發；災害

關係，研究他們的政治取態、利益所在和背後的力

嚴重到學校停課、機關停運的時候，可能更清閒。

量網絡等等。

政治記者的傳統本事，在於看破官員政客的誇誇其
談，掌握背後不為人知的實況，揭示政事發展的來

與此同時，他們任職的一些傳媒機構，由於受

龍去脈，其困難在於那些實況，正正是官員政客最

到更大的來自政府的壓力和恐怖組織的威脅，轉嫁

不喜歡透露的。不過，佔運改變一切，工作除了這

到他們身上，成為或多或少的政治審查或限制，輕

些困難，還有危險；在未來的日子裏，遇上政治大

的影響他們的專業滿足感，嚴重的減少晉升機會，

事，記者很可能還要面對槍林彈雨，要冒被防暴警

甚或導致失去職位。這些因素導致一些主流媒體記

的棍打得頭破血流，還要捱一些「御用流氓」的騷

者轉到非主流媒體工作，經濟收益或因而降低。

擾乃至鐵拳。
換句話說，佔運之後，政治新聞採訪已經成為
這不是唯一的改變。就算不是遇上高危的事件，

8

高風險行業，人身安全和事業前途都更缺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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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力和心力須付出更多，學問、IQ 和 EQ 等各方面
的要求卻更高。然而，此時的香港社會，卻比任何
時候更需要他們的專業投入和個人奉獻。這的確是
艱難的年代裏的一個需要苦撐的局面。

香港記者協會的朋友要出版一本從新聞從業角
度去記錄佔領運動的書，希望筆者寫序，但受限於
自身既弱且狹的觸覺和視野，筆者恐怕沒有那個資
格和能力，惟唇亡齒寒，對記者群體的處境，卻能
夠有一些體會。「泉涸，魚相與處於陸，不相忘於
江湖，則相呴以濕，相濡以沫。」如此把莊子的一
句話倒過來說，於今也許更為合適。
練乙錚
2015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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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新聞工
作者的自我
拷問：我支
持佔領嗎？
子魚 ( 筆名 )
資深新聞工作者

如果要選擇一個比喻，我會說，佔領的爆發，
尤如在香港社會投下核彈，不止是佔領在爆發那一
刻的威力前所未見，它和核彈的相似之處，更在於
爆發後持續的輻射影響，隨著佔領的持續，整個香
港社會都不一樣了。

「佔領」這個核彈，為甚麼這麼大威力？我嘗
試尋求答案，出乎意料看到台灣國立暨南大學東南
亞學系副教授容邵武，於佔領運動爆發前半年寫的
關於太陽花學運的文章，其中一段，似乎給出了初
步的答案：

「佔領有種很不一樣的味道。它必然是長期的，
在這個過程中有時很安靜，有時很戲劇性，但是它
是頑強的，很討人厭。它頑強的按照自己的步調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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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頑強的要建立起自己的邏輯；因此它很討人厭，

守護者被召喚以合法與非法的手段來收縮這些溢出

它阻斷了原有在這個被佔領空間的生產——所有的

的行為」，合法清場不難預計，連貌似社團人物的

生產，包括物質的生產，意義的生產，秩序的生產。

非法清場也說中了，不得不令人驚嘆。至於以「親

佔領讓這個被佔領的空間暫時失去了原本存在的意

情、溫情、善意、愛意等等來馴化那些意圖在「空

義，所有原本依賴這些意義生存的人們、意識形態，

間」之外、頑強的要定義空間的行為」，對比佔領

就開始感到焦慮、憤怒、失落、損失。」1

時不斷有長者、家長團體，到場試圖以軟功，勸說
佔領者體諒父母和老人家的心情而離開，也和容邵

除了定義，我忍不住再做文抄公，引述出另一

武的說法驚人地吻合。

段：
至此，以「奪取空間的定義權」來理解佔領行
「市民與工人原本只是這個空間的使用者，而

動的抗爭本質，庶幾近矣。

非定義者，他們充其量只是因為完成空間規劃者和
老闆的意義而存在著。然而，佔領讓『市容』難看

作為新聞工作者在這場運動的角色和定位，我

了，佔領讓工廠無法出貨，原本的空間不但不能持

不斷對自己耳提面命，應盡量抽離地分析和報道。

續生產物資，讓人蒙受物質損失，更令人討厭的，

但人難免有自己看法，初時覺得，自己內心支持民

這些原本空間的被動使用者竟然要奪取空間的定義

主普選，肯定忍不住同情和支持運動的參與者。整

權，尤其甚者，沒人知道這些空間會被定義成甚麼！

個佔領期間，我只以旁觀者的心態，到訪過三個佔

於是，警察、法律等我們所熟知的秩序守護者被召

領區幾次，身處現場時，潛意識甚至覺得有點不安。

喚以合法與非法的手段來收縮這些溢出的行為；而
且還有我們不太熟知的親情、溫情、善意、愛意等

這個發現令我感到困惑震驚，甚至自我拷問：

等來馴化那些意圖在『空間』之外、頑強的要定義

佔領區被視為民主抗爭的象徵，為甚麼我一直覺得

空間的行為。」

自己支持真普選真民主，會在佔領區有不安的感覺
呢？莫非自己對民主只是葉公好龍？

容邵武簡直有如先知，準確地在佔領運動爆發
的半年前，預言了佔領會出現的各種衝突。「秩序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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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佔領中後期，有線電視一則回顧佔領的報道，

有精神科醫生友人，進一步由心理學角度提供

訪問一位原本支持佔領的旺角小商販，表示想法改

分析，指思想上一旦形成封閉系統，雖然懼外排他，

變了，因為他看到佔領者以唱生日歌的方式，阻止

阻礙理性邏輯思考，但封閉系統對人性深層心理，

對佔領持反對觀點的人，來佔領區和平表達意見，

會擁有某種莫名的吸引力，黃絲帶陣營如果形成封

最後令反對者無奈離去。

閉系統，會自覺進步 具道德優越感 帶救世主心
理。藍絲帶的封閉系統，則傾向對秩序和安全感的

新聞媒體職能是報道事實和資訊，理論上，如
果履行好天職，應該有助促進社會對話溝通，
但為甚麼這次各方不同觀點的媒體，鋪天蓋地
全方位地報道佔領行動，但多數時間，具真正
意義的對話仍是缺席，值得社會深思。

到了金鐘清場那天早上，從電視直播畫面看到，

迷戀 權威依賴 體現路西法效應。

兩個反對佔領的男女到金鐘，高舉支持政府清場的
紙牌大叫口號，結果被佔領者奪去示威紙牌，並圍
攻推撞，將之趕走。

這個角度的分析，雖然未必準確涵蓋佔領運動
的全貌，但也凸顯了社會撕裂緣何愈演愈烈的原因
之一。新聞媒體職能是報道事實和資訊，理論上，

再深思各佔領區之間，甚至同一佔領區之內，

如果履行好天職，應該有助促進社會對話溝通，但

不同意見者，亦往往難以進行有效的溝通對話，群

為甚麼這次各方不同觀點的媒體，鋪天蓋地全方位

眾各自追隨自己認同的領袖或團體，與異見陣營鬥

地報道佔領行動，但多數時間，具真正意義的對話

爭：大台 Vs 反大台、升級衝擊 Vs 非暴力抗爭、見

仍是缺席，值得社會深思。

好就收 Vs 堅守陣地……立場態度和意識形態的分
歧，往往引發無法調解的內部矛盾和衝突。

我終於知道自己的不安源自何處。這些情境，
在在令人反思，以佔領奪取定義權的公共空間，可
能已經成為封閉系統，分別只在於，由原本建制陣
營定義的封閉系統，改為由反抗陣營定義的另外一
個 ( 或另外一些 ) 封閉系統，共通點是同樣排外，缺
乏對話的空間。

18

1. 《
 佔領》（2014.04.03）台灣國立暨南大學東
南亞學系副教授容邵武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5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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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記者證
成為了通行證
童傑
資深記者

這篇文章提到的，是一位記者操守崩壞的部分。

佔領運動啟動時，我是個剛剛從建制派報章走
到泛民大報工作的記者，歷練尚淺，立場溫和。9 月

27 日，當一班學生被捕後了沓無音訊，我也只是到
添美道走走，那時候坐在添美道，是出於一份純粹的
「八卦」。我兩出兩入，入夜後，再用記者證走捷徑，
進入「公民廣場」（政府總部前空地）前，旁觀「去
飲」盛況，內心難掩興奮。

翌日，從電視看到佔領的消息。可能是未有中
催淚彈的緣故，我還不算激進得太快。我與幾位朋
友，在警方兩次放彈後，到了中環，兜路折返金鐘現
場，路上接連聽到多位朋友「中彈」的消息，愈走，
愈焦急，中途遇上一班像落水狗般抱着物資的年輕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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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後，我終於被狼狽的現場嚇呆了。可能是出於對

比透過媒體見到的更真實，漸漸我挪用記者證來作

記者身份的尊重吧，迅即把記者證收起來，投身搭

擋箭牌。每次危險時，我總想到證件可以作最後自

建物資站，當晚與散落港島的朋友們，各自施援，

衛。

有朋友則開始組織醫療隊……
初時，這種「取證、收證」的操作還是很有限，
因當晚訊息混亂，想到十年前入行時，採主教

因為感到非常尷尬，深信客觀價值的自己，掛證的

我做新聞離不開「時間、地點、人物」，於是，我也

一刻，到底代表誰？但是，WhatsApp 群組已經很

跳過 ﬁrechat，開 WhatsApp 群組，從身邊朋友開始

活躍，我就順理成章，視那是一個媒體（媒體即訊

加，各自匯報時、地、人。往後七十多天，我們靠群

息），說服自己，記者是要代表自己，後來就慢慢

組聯繫行家、政黨人士，醫療隊的動向，也可藉群

習慣了利用記者證來通行。

組知道，再聯絡自己相熟的議員、社運人士等等……

來自警察世家

陷入世代之爭

人人都有開群組，問題是，我後來才察覺，自

這麼快習慣，也是因為我是旺角居民，幾乎天

己利用了記者的身份，也利用了群組，貫徹支持佔

天都置身在最暴力的佔領區。10 月 4 日，旺角上

領的立場。

海街入夜爆衝突，警方疑私下放犯，我在現場。還
記得，記者人數如泥牛入海，我旁邊一帶沒有記者，

9 月 29 日早上，我把當天所有報章的頭條，寫

有人看到我掛上的記者證，大叫「有記者喺度」，

了幾百字綜論發上網。我很憤怒，力量再微不足道，

我唯有硬著頭皮上前，被圍在警民中心「調停」。

也把手上的照片發給日本的電視台朋友，自那天開

後來有好幾次，佔旺示威者曾瞓地攔警車，還有人

始，我游走於記者與公民之間。

打起來，我也在旁舉機，把訊息發到甚麼地方都好。

10 月 3 日，反佔領人士蜂擁而出。我收起黃絲

已不記得有多少次跟相熟的朋友互通訊息了，

帶，也收起記者證，在旺角道目睹藍絲圍攻物資站、

總之衝龍和道、七警打人事件，我都在場。10 月

巴士撤走，與反領人士寒暄一番後，又回到路上，

17 日，光復旺角那一天，我甚至在滙豐銀行對出

拍下物資站被拆、年輕人被圍毆的一刻。眼前所見，

「過馬路」，走在前線。早前已說了，我很憤怒，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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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拉鐵馬、玩突擊，不顧危險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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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了自修室的有心人，但愈陷入與受訪者的情誼，
偏頗更深。我計算過，七十多天裏，以「真記者」身

當時自己應該踰越
了一條屬於「觀察
者」的界線，然後
時間線，再不能匯
聚成點。

問題來了，就是我比示威者，多了張記者證（後
來鳩嗚團行到尖沙咀，我也時而掛證）。一個「記

份寫成涉及支持佔領的報道，共有九篇，曾幾何時，
我想盡一切辦法令採訪議題切合支持佔領的主題。

者」參與光復旺角前線，是不應該的。我在山東街
一段的騷動掛上記者證，居中拍攝衝突，直到警方

我不是唯一有此變化的記者，也嘗試反思過這

不耐煩對我說「你拍夠了沒有」，我才離開。當晚，

種變化，也許是生活割裂的一種投射。家父來自警

我買了十幾把雨傘，不斷傳上前，輾轉一夜，光復成

察世家、哥哥當差，親友都是「藍絲」，當記者的

功，到登打士街示威者反包圍警方的時候，我才把

我都陷入了「世代之爭」， 職場操守，也就罷了。

證件卸下，一起叫囂，那時候，實在沒時間去擔心，
假如被警方目擊我收起記者證，會怎麼辦。

金鐘清場前，有記者被捕；金鐘清場後，我沒
被捕，彷彿一切事都沒發生。沒被捕還會內疚，相信

雖然，我經常出沒佔旺，但很早開始，我已經
是金鐘添美道的村民，跟朋友在公民廣場附近設了幾

不會是專業記者應有的心境。而且，破鏡很難重圓，
使命感早已化作了對「客觀」的質疑。

個營，那時候坐在添美道，多了份示威者的使命感，
少了份對記者身份的顧慮。

大學時候，深深烙下尼采的一句「There are no

facts, only interpretations 」，想不到，現實生活，
11 月 30 日包圍政總，我身在衝突發生的位置，

會有機會去體驗。

算是最後一次同樣情況掛上記者證，站到高處，忍耐
着難聞的催淚煙，遇警方攔路，則以記者身份通過，

《我是公民也是媒體》一書中，徐元春寫他在

初期還獲警方幫忙開過路。回想起來，那天的記者

太陽花運動「站在街頭，我是個參與者，但媒體人

證，已變成純粹一張通行證而已。

的 DNA 讓我更像個觀察者，心中細細記錄著現場出
現的每一張面容」……但我在想，當時自己應該踰

往後的日子，我在金鐘度過，那時候剛好有機會
有採訪題目，讓我得以長時間接觸「村民」，由此多

24

越了一條屬於「觀察者」的界線，然後時間線，再
不能匯聚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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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的資訊
真與假的消息
林紹桐
《破折號》記者

佔領運動形勢瞬間萬變，尤其是佔領行動的初
期，前線參與者自發組成的各 FB（Facebook）專
頁，分布前線的第一手資訊、相片以及影像，成為
整場運動的重要資訊來源。社運組織、意見領袖在

FB 上，實時把前線一舉一動，發布、轉發，不少資
訊未經過傳媒處理，已通過 FB 直接傳遞給讀者。

讀者在佔領運動中，渴求實時的資訊，更加傾
向在 FB 吸收資訊。不論是運動前線的參與者、網
上媒體、還是大部分傳統媒體報道的資訊，都成了
讀者 FB 上芸芸的碎片之一。

FB 上的資訊快而短，還未徹底消化，又來了下
一則。當中，很多資訊未經嚴謹核對，容易被誇大，
甚至是錯誤詮釋。例如 9 月 28 日當晚，被描述是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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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膠子彈彈殼的圖片，一度網絡廣傳（事後警方否

報》均有跟進報道。資深傳媒工作者區家麟事後撰

認有發射橡膠子彈）。

文，提到錄音中描述種種情況，根本不符實情 *。

佔領期間，這些大量這類謠言經 WhatsApp 傳

信性成疑，各種質疑、澄清立時浮現，加上有傳媒

播。我們無法確認這類謠言，是否有人刻然「製

把關，核實或追查各種流言，總括來說，不符事實

造」，再「包裝」發布。但客觀而言，這些「新聞」，

的資訊、謠言，在大部分情況都會遭到反駁、被糾

一經過親友、同儕間的 WhatsApp 的群組流傳，往

正；但有時候流言或指控廣泛流傳，會帶來先入為

住增添信服力。接收資訊的受眾，尤其是較年長的

主的效果，事實又或是當事人的澄清，未必會得到

一眾，本身未必頻密使用媒體或 Facebook，容易

同樣份量的重視。

單向接受這些不實的資訊。到底這些謠言 / 假新聞

有時候流言或指控
廣泛流傳，會帶來先
入為主的效果，事實
又或是當事人的澄
清，未必會得到同樣
份量的重視。

互聯網的特性，是容許及時的反饋，當資訊可

影響有多巨大？會如何左右他們對佔領運動判斷、

容姐經典個案 區家麟戳破
此外，當我們探討網絡資訊的真偽時，會容易
會忽略了 WhatsApp 等即時通訊軟件發揮的作用。

觀感？假設有造謠者的話，謠言是如何製造，繼而
發布？這些問題，應被視作網絡傳播的一環，值得
更進一步詳細觀察、研究。

佔領運動間，大量關於佔領運動真與假資訊，透過

WhatsApp 廣泛流傳。最經典的一宗，是「容姐」
錄音事件。

這段 WhatsApp 廣泛流傳的錄音，源自 9 月

29 日香港電台第五台節目《有李同行》，該節目內
容主要是長者致電訴心聲為主。「容姐」在節目中
聲淚俱下，哭訴與家人到港島見癌症病重的媳婦最
後一面，但遇上海底隧道「大塞車」、「在隧道內
塞咗四個鐘」，到醫院時，媳婦已去世。翌日，《大
公報》、《文匯報》、《東方日報》、《太陽報》、《明

28

* 詳見區家麟博客：潮池《令我心寒的一段錄音》
http://aukalun.blogspot.hk/2014/10/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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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打腳踢」  
  報道的背後
陳健佳
資深記者

佔領運動期間，無綫新聞獨家拍攝到七名警員
涉嫌暗角打傷公民黨成員曾健超，那十多分鐘的片
段，讓全港市民見證驚心動魄的一幕，更即時令外
界對無綫新聞得到正面支持。無綫記者在佔領區採
訪不再受到唾罵，而是獲得市民送上食物打氣，甚
至有市民送金牌讚揚新聞部。

不過，該宗報道引發編採部七十多個員工聯署，
表示不滿管理層曾修改報道內容，是無綫新聞部罕
見的員工集體行動。後來，有份聯署的中層、參與
該宗報道的員工，被調職到非前綫工作，有員工視
為秋後算帳。

本文透過訪問員工，了解無綫在佔中前後處理
新聞的方針，及七警報道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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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實早於佔領運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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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記者到人流較雜的旺角區採訪。

無綫新聞部已經很小心處理佔中的新聞。

七警事件
佔領前夕

10 月 14 日，編採部由助理採訪主任何永康與

據員工表示，管理層早已將佔領運動定性為非

一位年資淺的記者在公司，另有兩位編輯部同事。

法活動，所有涉及佔領的新聞，不用想一些美化運

當晚更表時間是晚 7 時至翌日早上 7 時。佔領以來

動的角度。其中一次，是有同事在直播時引述參與

一向負責早更的何永康，是首次當夜更。

行動人士稱被警察毆打，無綫新聞及資訊部總監袁
志偉便喝止，話「點解未求證消息」。有另一位記

一般來說，晚更編採部的人手相對日更少，高

者在 8 月，報道一個泛民記者招待會，引用公民黨

層例如袁志偉於日更工作，晚更則由較中層員工「睇

梁家傑的一個 Bite，也引起老細不滿。「後來老細

檔」作決策人。而當晚就由何永康睇檔。

在公開場合下，口頭指控記者屬泛民的人，幫泛民
說話，以後不可以讓該記者做政情、示威及公眾集
會的新聞。」

當時佔領踏入第三周，佔領區已擴散銅鑼灣和
旺角，夜更的負責人主要留意警方與示威者衝突事
件，旺角是最熱門，所以傳媒機構也會駐紮重兵守

佔領期間
佔領開始兩周後，佔領區人士認為無綫的報道
偏頗官方立場，令採訪隊工作時遇上阻滯。「當時

旺角。不過，編輯部當晚收到消息，指警方會改在
金鐘行動驅趕示威者，於是何永康將旺角兩採訪隊
調到金鐘迎戰。

遍及四個佔領區，金鐘、銅鑼灣、旺角和尖沙咀。
晚上 12 時，進一步確認警方會在 15 日凌晨 1

外出工作的記者裏外不是人，在外邊採訪集會者會
被人鬧，一出『咪牌』就被人鬧。在旺角採訪佔領

時，在金鐘有清場行動。

區時，更曾被示威者追着破罵。為免工作受滋擾，
背景：凌晨 2 時多，警方開始趕走龍和道的示

同事像在內地採訪時，用黑色膠紙貼着咪牌上的無
綫標誌。又或者進行訪問時，請受訪者夾一個不會

威者

顯示咪牌的小型咪。」而調動人手時，也不敢安排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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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綫有四隊攝影隊在金鐘，他們拍攝的片段同
步傳送到將軍澳無綫採訪部，何永康與當夜更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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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跟何永康通電話表達對報道的意見。何永康按照
更表，早上 7 時拖着疲憊身驅下班。

位同事負責「收片」，即是一邊看傳送回來的片段，
一邊寫文字報道出街。

大約凌晨 4 時一刻，一般人熟睡的時間，編輯

早上 9 時，新聞部熱鬧起來，例行的編採會議

部還燈火通明，大家還金精火眼從四部攝影機拍攝

上，七警報道成為討論焦點。袁志偉提到用上「拳

的片段中找尋新聞點子。突然，編輯部兩位同事叫

打腳踢」的字眼，於是有編採部人員有所考慮下執

了一下，「影到差人打人喎」。何永康也上前仔細

稿，刪去「將他放在地上，對他拳打腳踢，期間兩

了解詳情。

名警員離開，留下的警員，繼續用腳踢示威者。」
直至同日下午，警方出新聞稿指懷疑有警員使用過

他們向負責拍攝該片段的攝影師查詢，對方也

份暴力，由於有官方定性為過份武力，管理層即時

致電公司確認拍攝到有關片段。由於畫面現場較黑

安心，在稿內加入「其間懷疑警員對他使用武力」。

暗，大家不許有任何差池，於是反覆再看，連剪片
同事也一同在剪片房的四十多吋大電視螢光幕反覆
再看。螢光幕清晰可見一位示威者被抬到金鐘添美

同日下午 3 時左右，新聞部同事對管理層處理
報道的手法發出聯署信。

道一個暗角位置，遭七位身穿有警察字樣背心的男
士揮拳及腳踢。

聯署事件
傍晚，「一群無綫新聞部記者的公開信的聯署

「拳打腳踢」報道出街
早上 6 時的晨早新聞，頭條為七警向示威者拳

信」在網上出現，最初版本有 40 多名為人熟悉的
記者名字出現。

打腳踢。6 時 38 分，辦公室電話響起，編採部同
事接聽後，大叫：「老細話唔出得街呀！」後來第

「 我 們 認 為， 截 至 早 上 七 時 前 的 報 道 字

二個電話打到編輯部，有同事將已上載到無綫新聞

眼，是對過程作中立客觀描述，當時報道如下：

Apps 的七警暗角報道下架。期間，並沒有任何管理

『 一 名 示 威 者 雙 手 被 綁 上 索 帶， 由 六 名 警 員 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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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警員將他抬起，帶到添馬公園一個暗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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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警之後

將 他 放 在 地 上， 對 他 拳 打 腳 踢。 期 間 兩 名 警 員

「七警報道」引起全城震憾，公眾對無綫新聞

離 開， 留 下 的 警 員 繼 續 再 用 腳 踢 示 威 者。 警 員

部由負評變正評，好感度大增，原本被佔領區示威

最 後 帶 走 示 威 者， 整 個 過 程 歷 時 近 四 分 鐘。』

者窮追猛打的無綫採訪隊，突然被戴上光環，「有

然 而 由 早 上 七 時 起 播 出 的 版 本，「 將 他 放 在 地

示威者在佔領區派麥記時，無綫記者也有份收到。

上，對他拳打腳踢。期間兩名警員離開，留下的

也有人整咗個金牌仔讚揚無綫記者，有次在佔領區

警員繼續再用腳踢示威者」，這段描述被刪去。

交給無綫的記者，表示謝意。」

直至時近中午，才重新加入「期間懷疑警員對他使
用武力」一句。」

不過，親政府人士卻甚為不滿，認為無綫播出
七警涉毆打的片段，有認為是惡意中傷警隊，也有

聯署後第二日，袁志偉召開員大會分享意見。

人認為無綫沒有播出曾健超疑向警方倒水的片段，

「三小時會議，有同事收貨，認為上司願意聆聽，

是偏頗處理。於是無綫前線人員，一下子又遭親政

而且語氣好，算是認低威。有些則好嬲，認為要繼

府人士攻擊。

續跟進，部份則是中間派，有點迷惘。」大會上袁
志偉同時公佈有 hardship allowance（勞苦津貼），

筆者也曾目睹無綫記者被圍攻事件 10 月 19

有些人覺得管理層借此好消息來沖淡原本討論改稿

日，反領人士在維園舉行集會，多名集會人士走到

的題目。

無綫記者前面指罵他，指他們沒有公正報道曾健超
事件。該位記者重覆稱報道是由管理層決定，但集

聯署事件似乎已告一段落，不過還有下文，負

會人士仍不滿意，湊熱鬧包圍人士越來越多，記者

責七警事件報道的何永康，他的上班更表，由佔領

及攝影師也被包圍而動彈不得，要由大會職員開路

以來一向早上 5 時開工，改為早上 9 時到晚上 7 時

才能脫身。

的正常更，意味他不再有機會做決策人角色。至 10
月 20 日，何永康更被調離前線，轉職首席資料搜
查員。

當時在無綫新聞部任職的前綫人員說，新聞部
開始收到接連不斷的投訴電郵。「每日返公司開電
腦，老細會 Update 外界的投訴內容，老細會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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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訴內容 for all 傳閱。然後只會講一句『如果冇
事就由佢，有就檢討下。』」被投訴的同事名字也
顯示出來，對於佔領期間每天上班 12 小時的記者
來說，這種無形壓力更令工作百上加斤。

總結
七警報道至今風波未完，七位涉案警員尚未被
起訴，律政司表示還要諮詢獨立法律人士提供意見。

至於無綫新聞部，已經是另一光景，參與當日
報道的何永康，當日聯署的何文雯、林子豪、林昭
儀、陳亮均、彭國柱、談美琪、伍家謙；主播蔡雪瑩、
高芳婷等都已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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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填區的
魔幻現實
陳沛敏
《蘋果日報》總編輯

對我來說，2014 年的記者生涯，可以用兩個
字形容——魔幻。

入行廿幾年，在《蘋果日報》也快將廿年，耳
聞目睹大大小小的事情不少，卻沒有一椿及得上這
一樁魔幻。

雨傘運動的爆發與發展，各個佔領區的日與夜，
已經異常超現實。前線同事和行家疲於奔命，在記
錄這改變香港歷史的一章。但誰都沒有想到，運動
的波瀾蔓延到堆填區；深夜的工業邨，可以變得如
此超現實。

第一夜，來了一部貨櫃車小試牛刀，沒造成甚
麼影響。第二夜，來了一大群人，築成帳幕陣，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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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壹傳媒大樓的出入口。他們目的只有一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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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守崗位」。

要阻撓《蘋果日報》發行出版。深夜完成手頭的工
作，跑到報館樓下，幾部吊臂車正把一板板報紙吊

集會結束，有同事建議到外面繞壹傳媒大樓遊

到圍牆外，試圖翻牆運報。這場面，絕對是香港新

行一圈。幾百人的隊伍浩浩蕩蕩，走在黃昏的將軍

聞史上魔幻現實的一幕。

澳工業邨街頭。我把照片上載面書，笑稱「這是一
場失控的群眾運動。」很多行家留言「撐住！」「保

對方無所不用其極，報紙只能斷斷續續運出。
經過一夜鬥智鬥力，太陽升起，街上很多地方仍未

重！」這幾年，香港新聞界經歷的還少嗎？那一刻，
只想到跟行家們說聲「一起加油！」

天亮才睡下。早晨電話又響個不停，沒有來電顯示，

接着幾天，壹傳媒大樓連續幾晚被黑勢力圍堵，

接聽後對方不發一言。心裏大概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蘋果日報》能否順利依時出街，成為每天的挑戰。

置之不理，倒頭再睡。中午回到公司，才知一些同

一直以為，記者的職責只是採訪和報道真相，但這

事收到的電話次數更多，達二百多次。苦中作樂，

幾個晚上，幾百個壹傳媒的同事完成工作後，還要

我以幸災樂禍的語氣跟同事說：「嘻！我收到八十

跑到大樓外「守護」《蘋果》。深夜時分，晚風吹

幾個咋。」

來堆填區獨有的氣味，記者和其他部門的同事手挽

統治機器不斷打壓，
財團權貴繼續封殺。
直到今天，我依然相
信，只要有香港人支
持，我們不會輸。

有《蘋果》發售，有些讀者只能買到 A 叠報紙。不忿，

手築成人鏈，分別站在馬路的兩旁。幾架運報車順

黑勢力圍堵 無畏懼對抗
大家在電腦系統再度受到攻擊、電郵系統被癱
瘓的情況下，繼續採訪、開會，注視佔領運動的發

利駛出時，大家舉手歡呼喝采。那一刻，既感動又
覺荒謬。為甚麼我城會變成這樣？竟然可以公然發
生這樣粗暴猖狂踐踏新聞自由的事情。

展，還有其他新聞版面的安排，準備《蘋果》的出
版。公司忙於申請禁制令、商討應變、調動保安。

我當時在報紙撰文，引用了民國時期，因批判

壹工會廣播動員同事集會，一下子幾層樓幾份書刊

政府而被打壓的上海《申報》的總經理史量才，他

和行政部門的同事，像河水一樣嘩啦嘩啦流到大堂，

面對當局威嚇「不要把我惹火，我手下有百萬兵。」

站滿每個角落。從無見過這麼多同事在一起，一同

時，回應道：「對不起，我手下也有百萬讀者。」

舉起 10 月 13 日的《蘋果》頭版，高呼「無畏無懼，

民國報人成舍我遭汪精衛派人威逼利誘：「新聞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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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怎麼能跟行政院長作對？新聞記者總是失敗的，
不如跟汪先生妥協。」他說：「我可以做一輩子新
聞記者，汪精衛不能做一輩子行政院長，最後勝利
必屬於我。」

統治機器不斷打壓，財團權貴繼續封殺。直到
今天，我依然相信，只要有香港人支持，我們不會
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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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媒之別
與報道之用
何桂藍
《破折號》記者

網媒與傳統媒體的記者的操守，在很多人眼中
有極大差別；雖然我只做過網媒記者，但我認為兩
者並無二致。

外界對網媒的質疑我也心知肚明：最具爭議的，
是網媒記者有否越界，成為了參與者。對報道何謂
準確、持平，我覺得自己與主流行家的理解無異，
可是，我確有介入運動的意圖。

過往行動者之間的爭拗，每次都因為沒有整全
的紀錄，而陷入各說各話無可排解的互相仇視之中，
對此我非常在意。我希望以盡量貼近事實的報道來
「介入」，盡量澄清誤傳與情緒化的誤判，為此必
須更加注重持平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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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實，佔領者無償，但自己是受薪的，我

聽到行動者盤算搶咪，我知道這又將成為深化

又有何立場去「參與」這場運動呢？無償的公民記

左右分裂的一件大事。就眼前這件事而言，我認為

者怎麼想，我就不知道了。）

整全的事情經過，較百餘字、破碎地呈現衝突的即
時報道，會更有意義。

傘運現場記者特別多，一個地點動輒數十上百。
開初我不斷問自己，硬擠在現場做甚麼，若只求快，

當晚，從行動者密議搶咪、兩方衝突、行動者

出一些大同小異的即時 Facebook post，是否只是

與黃之鋒對話，我一直跟在行動領袖的身旁，完整

阻住旁邊的行家。

看到事發經過。事情約 11 點告一段落後，我追訪行

但在佔領中段、「大會」與「群眾」分歧漸生

七人，然後在佔領區借來手提電腦開始打稿；在佔

的時候，我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感覺：媒體報道與佔

領區，所有人物都能在短距離內找到，真是太方便

領現場，斷裂得非常嚴重。不計政府與外界反響，

了（笑）。至翌日中午，我在《破折號》Facebook

於佔領運動本身而言，除了五方平台的分歧內鬥，

刊出了 4000 字的現場記錄。

與佔領者感人故事以外（後者我也做過不少），漸
漸浮面的路線之爭，似乎未有傳媒能夠梳理。

事後回想，我能夠相對完整地記述「拆大台」，

作為新聞工作者，對
於「政團附屬」牌頭
自是非常抗拒，但那
時卻也全靠它，才能
夠作出個別議題的深
入報道，真是可悲。

動者、大台負責人、支持與質疑大台的佔領者等六、

還得益於我是「網媒記者」的身份。除了字數、時
可事實上，這些聲音確實影響了運動的走向。

間上的靈活性外，在拆台騷亂發生時，大概只有我
這種無王管的記者，才能夠拋開當下的報道任務，

當我正在思考這些的時候，第一次「拆大台」

專注觀察了吧。

發生了。無巧不成話，剛好那晚我的相機鏡頭壞掉
了，網媒報道無圖，傳播必大打折扣；於是我把心

可是網媒的另一優勢，則令人感到相當矛盾。

一橫，索性丟下即時報道的責任，決定將整個事件

佔領時，一些質疑主流媒體的佔領者，更加信任網

從頭旁觀到尾。《破折號》只有我一個現場記者，

媒，認為網媒才會對佔領「公道」，這背後不過是

我不做，那幾小時《破》就沒一手即時報道了。

對他們所認為的、主流媒體背後的派系感厭惡所致。
行動者認為，「熱血」、「學民」等政團，較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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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報更值得信任，這種看法非常不可取；作為新聞

棘手在，這些報道既是長篇，但也具即時性。

工作者，對於「政團附屬」牌頭自是非常抗拒，但

情緒化的印象正在激化所有佔領者的對立情緒，澄

那時卻也全靠它，才能夠作出個別議題的深入報道，

清與梳理愈早出現愈有可能扳回滑坡的偏見。情緒

真是可悲。

受到現場感染，我難免變得焦躁，非常天真地想著
寫出來，總能影響到哪怕一點點甚麼。

報道刊出後，行動者信任我，甚至容許我旁聽
秘密行動會議。事後了解，行動者從一開始就注意

可 是 我 還 是 敗 給 了 那 些 捕 捉 住 一、 兩 句

到我記者證上的字；出於對「學民思潮」相對上與

Soundbite 的網絡即時。最終，留在佔領者腦中的

「左膠」離得較遠的定位，他們才信任《破折號》。

是甚麼呢？對拆台者而言，是陳小萍根本沒有說過
的一句大台已建立，為何要挑戰；而對大台處理手

隨後數周，我循「拆大台」深入，以行動者、

法亦有一絲質疑的「淺黃絲」，在連番拆台的混亂

大台糾察、防線成員、雙學等為主體分別作報道。

場面中，還是未能理解行動者也有其動機，就直以

因此，我能夠深入地訪問當中數人，較為完整地以

「鬼」斥之。

報道呈現出他們一派，對運動走向的想法（而不是
個人犧牲、對真普選的執著之類）。而我認為，這
在主流報道中是相當缺乏的。

在細節紛繁的事件中，要一時三刻就可理解的
話，無可避免就要簡化，甚至先行代讀者作出價值
判斷。而我想呈現盡可能多的畫面，以及在主流報

令人無奈的是，觀乎網上反應，有不少人認為那
些報道，是「學民」作為政團，拉攏「熱狗」的手段。

道中會忽略的細節，以證看似失控的騷亂其實有跡
可循，而非直接提供「解讀」。

佔領最後數周，作為網媒記者，我放棄了即時，

要在事件未完之時，以報道疏導爭議，還是大

將在主流媒體中僅佔一小段、或分零兩分鐘 Airtime

想頭了一點；但至少那幾篇報道，作為相對嚴謹、

的一些事件，與背後的路線之爭與溝通問題，以長

忠實的紀錄，記下了佔領運動在主流媒體中缺失的

篇報道的形式留了下來，希望補足主流媒體無暇處

一頁。

理的佔領區內部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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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史與心結

忻肇康
《資本壹週》政治版記者

當每個人只聽自己中聽的說話，其他的統
統聽不下去，久而久之變成偏見，就有如
心中的回音壁愈建愈高，根深蒂固

經過兩年多爭拗，政改以「等埋發叔」鬧劇
落幕，但在此以前實在沒有人意料得到，為爭取真
普選而策畫近兩年的「佔領中環」會變成「雨傘運
動」。親眼見證三子一次又一次商討，由「擇日請
飲」變成學民發起「重奪公民廣場」，衍生出警員
與市民之包圍與反包圍攻防，直至「9·28」當天被
夾在示威者與警員之間，遭正面噴射胡椒噴劑，身
如火燒達兩、三天的痛楚，還不如 87 枚催淚彈、
防暴警擎槍待發，直接粉碎警民關係來得心傷，香
港人在 2014 年，度過了最不快樂的一年。

在 79 日間，每個人對運動有不同觀感自然不
過，記者也是社會一分子、且比一般人走得更前、
知得更多，也不例外，故此外界不乏質疑同業是否
有私心、偏坦報道聲音。「9·28」在前線採訪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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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得太前而中椒，報章圖片說明有誤，一度引來過

望，往往「絕望的一代」只會繼續對抗政府，行動

家人友儕間一輪誤會，每次出門工作時家日叮嚀小

也不會再限於「和理非非」遊行請願，以「本土派」

心、友人支持鼓勵，無形中成為了繼續走在前線，

對「愛字頭」方式呈現眼前傳媒夾在兩者之間，未

為市民帶來第一手真相的動力來源。

來將要面對更多挑戰。

然而，工作上又一而再目擊藍絲搗亂警員袖手

雨傘運動及政改爭議導致香港社會浮現「黃」、

旁觀、警員粗暴對待集會者甚至同業等行為，難免

「藍」之分，網上爭拗變成欺凌，家人決裂、朋友

心中有氣，但這些時刻正正更應記住，新聞從業員

絕交，在佔領區內外時有所聞，而身為記者的我也

應無時無刻嚴守應有專業中立，掛上記者證時，一

不能置身事外。佔領之時走在不同佔領區，眼見個

切個人情緒、情感都要得到控制，手中的筆記簿、

別惡警行動粗野，在個人 Facebook 上談及所見所

相機只會記錄眼前所見真相，不可無中生有，堆砌

想時瞧不過眼批評之，卻換來個別友人 Unfriend；

杜撰，筆者亦有深信真正的同工也不會作出此類失

事隔多月，又突遭警察友人以嚴厲得費解的言詞聲

德行為。我時刻認住一名老行家的一句訓勉：「當

討，但大家所處崗位不同，有理說不清，只能嘆句

記者就是當史官，我們的工作正是為後世撰寫歷

無可奈何。

史」。
此番遭遇也許正是「黃藍對立」與「回音壁效
回看旺角黑夜、「暗角打鑊」、佔據龍和道、

應」最佳寫照：當每個人只聽自己中聽的說話，其

金鐘拆大台爭拗，直至終極清場，以原有「公民抗

他的統統聽不下去，久而久之變成偏見，就有如心

命」劇本作結，見過衝突場面歷歷在目。集會市民

中的回音壁愈建愈高，根深蒂固，就如同清場期間

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留守，所想要爭取的訴求，幾

工人清理不得其法，使牆壁留下貼紙痕漬般，成為

乎顆粒無收，人大「8·31」決定絲毫不動，從目標

人們心中的一道刺，壁壘分明，更令筆者擔憂。想

為本而言，這場意外引爆、完全脫線的抗爭可視為

要撫平已告撕裂的社會，或許只能借助時間消逝，

失敗告終，但其影響之深遠，已漸漸影響到未來社

使人們一點一滴淡忘。

會運動的走向。梁振英政府以為強硬手腕壓下了其
口中的「違法行為」；青年則對政府的冷酷感到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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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大運動
採訪小紀錄
小城（筆名）
前《信報》記者

佔領運動是 2014 年新聞界的大事，任何一個
新聞機構都希望做好準備，為這場運動留下一個完
整紀錄。我和信報網站的編採團隊在 2014 年中就
開始籌備，但由於佔中發起人、香港大學法律系戴
耀廷教授一直都沒有透露佔領中環行動何時起動，
也沒有透露行動細節，故此籌備工作遇上了一個實
際困難，就是採訪這場佔領運動，到底應如何部署？

後來社運界和新聞界大致確定，佔中應該在

2014 年 10 月 1 號進行，我們的團隊就開始以該日
作為佔領運動的啟動日，進行籌備工作；現在回想，
其中有二件事的經驗較為深刻。

即時新聞 要快要準
人大常委作出「8·31」決定後，「佔中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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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露計劃在 10 月 1 日號召港人「去飲」（佔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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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配相至出街，往往在 15 分鐘內完成。

暗號），以血肉之軀佔領中環。外界普遍估計，運
動只持續一至二天，最終運動將以參與者被警方逐
一抬離現場告終。

對於在傳統印刷媒體工作的編採同事來說，處
理這次佔領運動的經驗十分難得，因為網站要緊貼
事態，不像報紙可以慢功出細貨，仔細思量；我要

我們的同事不敢怠慢，做好部署，預先安排採

求同事處理網站新聞要快，也要準，這樣重要的大

訪、拍攝及攝錄工作。在部署過程中，一批《信報》

事件，報道絕對錯不得，尤其運動開始之初謠言滿

前記者主動提出，願意協助佔領運動期間的採訪工

天飛，網上充斥不少「造圖」、「造相」，必須小

作。這批義工大多是《信報》前政治版記者，有男

心求證，保證不能亂報、錯報。

有女，有勇有謀，在重大關頭「站出來」，相信都
有一種身處歷史時刻自己不能缺位的衝動。

我們人手有限，但都覺得自己正處身香港一個
歷史時刻，雖做得筋疲力盡，大家仍然堅持不懈，

按照我們原來的安排，估計 10 月 1 日及 10 月

2 日是佔領運動的高峰，人手將會集中在這兩天調

而這種處理即時新聞的歷練，對大家都是一次寶貴
的經驗。

動，預計大概一個星期左右街頭運動就會基本結束。
豈料事態急速發展，9 月 28 日由學生主導的集會升
級，金鐘道路率先被佔，並迅率蔓延至旺角及銅鑼
灣等人流密集地區，佔領提早揭幕。

特稿解構 要精要深
佔領運動如火如荼，訊息量大，事態千變萬化，
除了要緊貼佔領現場的脈搏，盡量提供即時消息，
我們覺得提供新聞背景及分析評論，對讀者也有吸

我們的人手不多，整個網站總動員也不足 10

引力。

人，上面說的外援大概 6 至 7 人，但要應付的是差
不多一天二十四小時的無間斷報道。在人手有限的

於是我們由運動爆發之初，每天早上都刊登一

情況下，我們充分發揮網絡的威力，前線記者及外

篇「佔領行動今日 5 件事你要知」的文章，令讀者

援透過 WhatsApp 及電郵與坐枱的網站編輯緊密聯

掌握事態更方便、更聚焦。這個系列的文章甚受讀

繫，即時報料及傳送照片。一篇稿件，由收料、起

者歡迎，往往成為當天最多人閱讀的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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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後順應事態發展，我們提供了更多分析、述
評和解構這埸運動的特稿，同樣有很好的反應。對
於這種大型社會運動，消息和評論對讀者同樣有吸
引力，說明了我們提供這些文章的做法是正確的。

我在 2014 年 10 月中辭去《信報》的職務，
之後就沒有再處理網站的編採工作，後來發生了很
多甚具爭議的事情，例如警方處理示威的手法，佔
領現場的爭拗如應否退場，黃絲帶和藍絲帶之爭等
等，由於自己不在其位，也就沒有跟進，自然無法
分享經驗了，但我相信其他新聞行家必有很多寶貴
心得。

借此機會，我向曾跟自己處理過佔領運動新聞
的前同事致謝，能在一次歷史時刻並肩作戰，這種
經歷為我的新聞工作生涯留下最難忘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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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過黑白
有種責任
李鴻彥
跨媒體新聞工作者

有一種味道，叫時代。

不同時代的黑白，總夾雜著不一樣的灰。有些
時候，灰佔的比例多一點；有些時候，灰只一條線。
灰總讓黑白不會走錯走亂，總讓大家從點連成線、
由線織成面去看事實的大概，直到今天。

黑白被顛倒、被灰色佔據著大小媒體的今天，
大家會問會質疑，究竟所聽所看的還是不是事實？
究竟怎樣在灰濛中分清是非？見過黑白，尚有能力
分清黑白的我們，有種責任。

裝睡的人認為，雨傘運動像徵一群又一群的
「廢青」被煽動，透過激烈手法癱瘓香港核心商
業的運作，藉此達到不同目的如迫使全國人大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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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8·31」決定。裝睡的人相信，參與運動那一層

場運動畫一個符號、寫一個記號，讓善忘的人不善

黑壓壓的人群都是被「政棍們」煽動，被外部勢力

忘。

所迷惑，旨在拖曳香港經濟的後腳。香港沒有問題。
《每一把傘》出版的惟一條件，是將所有版權
作為新聞工作者，從電子媒體中看着一枚又一

收入在不扣除任何成本下全數撥作慈善用途。最終

枚的催淚彈在人群中爆開，看到佔旺的年青人帳蓬

出版社與浸會大學傳理系合作，成立「有種責任獎

被拆被追打至頭破血流，問自己一些問題，甚麼讓

學金」，為本土文化發展及推廣新聞自由用途，生

他們甘冒被追打甚至被捕的危險留守街頭？甚麼讓

生不息。

他們甘受秋雨之苦餐風路宿？我決定找答案，我想

79 日過後，再問自己問題，本地傳媒在後雨傘

了解每一把傘下的每一個故事，希望將點連成線，
再織成面，紀錄運動。

運動時期如何走下去？曾俊華以財政司司長身份出
席第 47 屆香港記者協會周年晚宴時，引用了《愛

有幸幾位新聞工作者志同道合，決定在社交媒

麗詩夢遊仙境》中雞蛋人 Humpty Dumpty 與愛麗

體開設網站，以面談的方式到金鐘、銅鑼灣以及旺

詩之間的對話，道出控制語言的力量被提升至語言

角佔領區，分工訪問不同界別的參與者，或邀請他

霸權時，往往比起社會其他霸權的力量更甚、更可

們以第一人身撰文，最終將超過 30 個來自不同界

怖。

別的個案集結成書，在馬丁負責攝影，有種文化出
版社協助出版下，《每一把傘》面世。

愛麗絲在故事中向雞蛋人說，相同的說話其
實 可 以 有 不 同 的 意 思（Whether you can make

讓善忘的人不善忘

words mean so many different things）； 但 雞

不是所有的辛勞、血汗均有回報，香港從來就

蛋人說了一句，視乎說話的人有沒有權力（The

不應該以回報掛帥一切。與不少運動參與者一樣，

question is which is to be master, that's all.）。由

重要的是在適合的時間做不後悔的事。明白到工作

於對話被英國法官 Lord Atkin 在上議院的經典案列

後花額外時間訪問撰文不一定有所回報，最初亦未

中引用，結果被廣泛理解為當有人掌握語言的權力，

計劃出版書籍，最初只想借新聞工作者的專業為這

就可以控制大家對事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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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點，不難聯想到英國著名作家喬治 •

有一種味道，叫時代；有一種顏色，叫黑白，

奧 威 爾（George Orwell） 筆 下 的《1984》， 政

無論代表這個時代的味道有多苦澀、酸愴，黑白還

府百分百掌握語言的權力，主角溫斯頓 • 史密斯

是不容扭曲。

（Winston Smith）是負責刪改歷史、制定既有輿論
部門員工。政府掌握語言的權力到某一程度後，會
開始控制大家的思想。

後雨傘運動時期，你會發現無論是官方機構抑
或傳統媒體均希望掌握語語的權力，結果各有各說，
新聞面目變得灰濛，是非黑白再難區分。作為新聞
工作者的一分子，釐清黑白的同時，有責任將所信
所想向下一代傳遞。黑白之間的灰可能隨著不同時
代轉變，但是非黑白，沒有混淆的空間。

善忘的人則認為，雨傘運動在香港歷史洪流上
僅留下一點點痕跡，不刻意回想，87 枚催淚彈、
銅鑼灣旺角佔領區以至多次的警民衝突似乎不曾出
現，又或者已離我們遠去，重要的是夏愨道、龍和
道已回復正常，政府總部如常運作，運動似不曾出
現。君不見繁忙時間的金鐘港鐵站，依舊人流如鯽、
熙來攘往。

不過現實恰恰相反，「夏愨村」疑幻似真的門
牌號碼，牢牢地烙在運動參與者的腦海。醒了，就
是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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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大時代
跑過首「全馬」
陳健佳
資深記者

爭取民主選舉也跟馬拉松一樣，缺
少點毅力也不行，但我希望前者會
是一場看得見終點的賽事。

在中小學絕跡運動場，加入職場後才開始跑
步，跑了十公里、半馬拉松，2014 年決意進軍全
馬 42.195 公里，報名 10 月的大阪馬拉松賽事。我
覺得這是我的人生大事，我一直覺得若我能夠完成
全馬是不可思議的事，衝線時一定會激動得哭出來。
為了準備好這場比賽，4 月便跟訓練班上課。

賽前一個月：去 / 不去
佔領運動爆發後，我的練習場地由運動場轉移
到佔領區，每天來回幾次中環 AIA 大廈到灣仔演藝
學院佔領區採訪，不知不覺流連到凌晨，已沒有心
思去練跑了。賽期迫近，但心頭放不下局勢變化。
佔領就像一場沒有終點的馬拉松，難以估計何時完
結，隨時清場，或者一直跑到不見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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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已盤算着，比賽年年有，但佔領可一不可
再。今年不參賽，還可以參加很多比賽。大時代中，
小小犧牲也值得啊！

傘下人•情•事 –––– 香港記者佔領採訪集思

比賽日：腦海重溫佔領場面
比賽日，特意繫上友人送的皮製黃絲帶項繩，
支持這場比賽的動力。雖然身在大阪，眼前是城市
街道及打氣的市民，但我腦海重演一幕又一幕佔領

賽前三天：去吧 !

的場面，由中文大學的集會宣布大學罷課正式開始、

直至比賽前 3 天，估計不會一下子清場，一同

穿着校服的中學生加入罷課擠滿了政府總部、學民

練習的跑友們又互相打氣，讓我又重拾參賽念頭，

思潮學聯等人爬入「公民廣場」、聲援市民帶着物

趕忙去訂機票、酒店出發大阪。出發前一晚，我又

資擠在天橋、警方宣布不准市民再到政總、示威者

在佔領區「練跑」。

衝出馬路、催淚彈的煙硝味、滿眼淚水。

中環交易廣場繁忙的車路變成行人路，走到一

沒有足夠練習，在 30 公里後，雙腿開始累了。

條小隧道，兩邊各積了一層厚厚的灰塵。平日令人

當想到還在佔領區的人，他們也沒有輕易放棄；我

厭惡的灰塵，現在反而變得有用了，途人在灰塵上

又再抖擻精神繼續跑，賽道兩旁途人的打氣聲，想

寫字，有點似黑板的效果。「生於亂世，有種責任」、

像為幫香港人打氣的能量。

「醒下啦，香港人」、「人到了決志現場，仍扮作
昏睡，大夢裏等瞻仰。」心裏暗暗禱告，希望這幾
天不會發生大事。

終於，在大時代中我完了人生「首馬」，隨後
也開展更多場馬拉松賽事。爭取民主選舉也跟馬拉
松一樣，缺少點毅力也不行，但我希望前者會是一

賽前一晚：記者被打

場看得見終點的賽事。

傳來香港電台及無綫記者在尖沙咀採訪「藍絲
帶運動」時，有與會人士指 TVB 報道不中立，遷怒
於記者及攝影師身上，扯他們領帶並打傷他們眼角。
聽到這消息，心頭憤慨起來。佔領期間記者已經疲
於奔命，每日返工 12 小時，還要遭惡言相向，甚
至被打傷，政治立場是否令人已失去理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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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失望，
不能絕望
李安琪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學生

很 多 人 看 九 十 後 都 是 一 朵 溫 室 小 花， 不 過

2013 年的佔領運動倒是將我們這代大部分的人重新
塑造起來，重新思考社會的核心價值和定下人生的
價值觀。

2013 年 9 月時，我的處境將我狠狠地捲入了
佔領運動這個漩渦，當時我是中大新傳的實習刊物
《大學線》的執行編輯，負責出版第 115 期《大學
線》，專題故事是「佔領的人和事」，近半的文章
與佔領運動有關，其中一條專題是採訪一位相熟宿
友參與運動的情況，而其他師弟妹和同學雖然只是
學生記者，但卻十分投入和落力，為了拍得警方施
放胡椒噴霧和催淚彈的畫面，與其他行家一同走到
最前線，有時也避不過正面中了胡椒噴霧。在混亂
當中要顧着器材和畫面，有時也忘了自身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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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曾有同學在混亂間差點掉了攝影機，幸得有心

off 做兼職，而非早上跑去佔領區，下午處理《大學

人將攝影機交還警局，才沒有白費那晚的努力。

線》，凌晨又看着直播，隔着熒幕擔心在外採訪的
同學，再草草睡一回，之後早上又出去跑新聞。那

另一方面，當時我也剛加入了港台當兼職記者，

時精神緊張得試過在清晨 4 時半睡覺時，友人哭着

一星期抽一、兩天時間以主流傳媒機構的記者身份

打電話來，我曚朧間接過電話，第一句就問他是不

跑港聞。雖然我是行內人所講的「和平大使」，自

是清場了，後來才知原來是他失戀想找人訴苦。

己在佔領區採訪時沒有遇上甚麼大衝突，或者有時
回想那些日子，我和其他同學都盡量撐過去，

不過，始終那段日子新聞多，有時也要超時工作。

也看見行家和上司十分辛苦。我盡力擠出我的動力

另外，也有相識的兼職同事不幸在採訪藍絲帶的活

去拼搏，不去想負面的事。只是有時下班靜下來時，

動時遇襲，令大家都很擔心和憤怒。

那份鬱悶卻讓我重新思考自己與這個城市的關係。
有時我也會覺得很灰心，既然這個城市這麼不喜歡

採訪以外，我是一名大學生，「9·28」當天

自己，這麼拒絕我們，那為何我還要留在這裏？社

與同學在添美道吃過催淚彈，像逃亡一樣走回中大

會的價值觀愈來愈扭曲，賊喊捉賊的故事每天仍在

烽火台集會；之後也試過通宵留守怡和街，又曾在

發生，訴求得不到正視，還要被打壓……這裏已經

凌晨為因消防車和警車的閃燈，而嚇得彈起來，然

不是我小時認識的香港，也發現好人真的不易當。

我也不知自己未來可以
在這行堅持多久，但至
少我想自己就算面對現
實時感到失望，也要抱
着希望，堅持當一個真
誠和善良的人。

去做「四點鐘許 Sir」和「曉暉與你」的現場觀眾。

後拿着地圖研究警方有可能從那條街攻入佔領區清
場，一時熟悉的、滿載生活回憶的街道，忽然變成
了戰場，感覺也頗難受。

這種矛盾的心情，今天其實仍然存在。然而我
很清楚知道，記者這一份工作是最適合我性格的工
作，是我喜歡做的事。雖然偶而會失望，但每次總

那時的心情其實很矛盾，開初時當然滿腔熱

有一些事或人，又令我想堅持下去。就如今年書展，

血，懷着使命感，自覺自己每天，在每一個身份上，

劉進圖老師出了新書《迎鋒而立》，其實他遇襲那

都做着有意義的事情。不過，久而久之，開始暗暗

時，我正在修讀他的傳播法。知道他遇襲後，我們

為每天的流血畫面感到很無力，也會為了一些不平

感到十分震驚，立刻組織了一些同學，一起通宵製

的事很憤怒，有時我也想簡簡單單上課，然後 day

作橫額掛在人文館上，也到中環街頭喊着「我們都

76

77

返回目錄

傘下人•情•事 –––– 香港記者佔領採訪集思

是劉進圖」。每次想起這件事，就想起當初的熱誠。
雖然說實在，傳媒行業近年正值寒冬，有些報紙和
周刊又傳要停刊，新畢業的同學要入行也不容易。
我也不知自己未來可以在這行堅持多久，但至少我
想自己就算面對現實時感到失望，也要抱着希望，
堅持當一個真誠和善良的人。因為只有當我一日沒
有放棄，我才一日沒有給黑暗和邪惡打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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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cebook
Generation
Tweets the
Occupation
Student reporters on the frontline

Yuen Chan

Senior Lecture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end of August is usually a busy time
for teachers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HK). There are course outlines to
ﬁnalise, term schedule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to
be prepared and guest speakers to be arranged.
Those of us who oversee the practicum
magazines have to read reporters’ story pitches
ahead of the first editorial meeting of the new
term.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academic year
in 2014-5, we faced extra challenges. On August
31,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nounced a framework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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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017 election for Chief Executive by universal

At the start of term, I held a meeting with the

suffrage that would severely limit who could get

student editor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practicum

on the ballot papers for the polls.

magazine Varsity. During that meeting, we agreed
that regardless of the class boycott and whether

We knew tertiary education students would

or not students chose to attend classes, we

launch a class boycott to demand those elections

would stick to our normal publication schedule -

be open and fair and that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to produce two print and one online multimedia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was planning a civil

edition that term. The upcoming class boycott

disobedience action. At first however, we could

and Occupy Central action only made our job

only guess at when these events would occur

as a news operation, albeit a student one, more

and try to plan our teaching and reporting for the

relevant and important. The members of Varsity

magazines around them.

were students, but they were also journalists.

By the time we knew the approximate date

With this in mind, I suggested we embark on

and duration of the class boycott, teachers had

a project to live-tweet what we now knew would

to decide how to handle it. Most of us agreed

be a week-long class boycott. Participation in

we would continue to teach those who wished to

the project would be completely voluntary and it

attend classes and not penalise those who took

would carry no academic credit. It would be an

part in the strike. I made it a point to let students

introduction to reporting breaking news via Twitter,

discuss the issue in class but to not encourage

and indeed to Twitter itself.

them either way. I did, however, want to ﬁnd a way
for students to make use of the skills they were

You see, every year I ask my students which

learning or had learned to report on what would

social network platforms they use and every year I

be a big and important Hong Kong story.

watch as hands go up when I mention Facebook
and to a lesser degree, Instagram. How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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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 mention Twitter, there is usually little

reporters. Meanwhile students from the editing

response. Only a few students will say they have

class, along with senior students who had already

Twitter accounts and when pressed, they usually

completed the editing class, would assign

say they use it to follow foreign celebrities. Almost

reporters, receive information and photographs

none are active on Twitter, few use it as a source

and prepare this material for the tweets. A shift

of news and fewer still use it to share news,

roster and assignments list were drawn up and

views and analyses. This is unsurprising as it is in

we were ready to go.

keeping with the relative popularity and reach of
Facebook and Twitter in Hong Kong in general.

The kick-off ceremony for the class boycott
was held on CUHK campus, so we booked a

Therefore, I was heartened that the students

room with computer terminals on central campus

were generally positive towards my proposal.

and turned it into a newsroom. A few of the

Although they were unfamiliar with Twitter, they

senior students, who had previously worked as

were willing to give it a try. I explained that by

interns in local newsrooms slipped into their roles

tweeting in English, they would be providing a

as editors with ease and glee.

service by informing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bout what was going on in Hong Kong - not

The ﬁrst few tweets came in a bit slowly but

just in relation to the class boycott but about the

the team soon got into their stride. The account

political situation in general.

began to pick up more followers, people began to
retweet us and some of the material found its way

We registered the account @VarsityCUHK
and very quickly worked out a rough structure

onto the blogs and into the reports of international
media outlets.

and workﬂow. Students from the reporting class
would be reporters, junior students from the

Our following continued to grow as we

news-writing class could choose to shadow the

continued our coverage during the week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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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boycott. This was a huge morale boost for

When Occupy Central co-initiator Benny Tai

our team of mostly local Hong Kong students

announced a premature start to the occupation

but some could not help noticing their work

in the early hours of September 28 after students

was not receiving as much attention from their

and activists suddenly occupied Civic Square

friends and peers as the reports, photos and

at the tail-end of class boycott, many overseas

videos posted by other students on Facebook. I

correspondents and media organisations were

explained this was to be expected because we

caught out.

had chosen to report in English and on Twitter in a
city where Facebook is the dominant social media

The @Varsity CUHK team was caught off-

platform. Although they understood this, it was

guard too. It had started out live-tweeting the

still hard for them to fully comprehend the impact

class boycott, but suddenly found itself reporting

they could make through Twitter until the class

the Occupy Movement, tweeting photos and

boycott unexpectedly gave way to the Occupy

information in English. In those early hours and

Movement.

days of the occupation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news media could provide widespread and

Throughout September I had been receiving

comprehensive coverage, student reporters

emails from overseas journalists asking questions

filled a gap, providing up to the minute English

related to how they could cover Occupy Central.

language reporting from the frontline of the

In particular they wanted to know when organisers

occupied areas to an English speaking audience

planned to launch their civil disobedience action

world-wide.

because they needed to book their plane tickets
and hotel rooms. I could only tell them that

During the class boycott, team-members had

everyone was guessing it would be on October 1

set up a work-ﬂow involving editors and reporters,

and 2.

communicating and sending news, photographs
and audio via WhatsApp and Facebook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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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ing via Twitter. Students who had hitherto

violence, where journalists sometimes found

worked on producing original feature stories for

themselves under attack. They learned how to

publication in a monthly magazine had made

look out for each other to make sure each one

a more or less seamless transition to reporting

stayed safe, and to stay calm in conditions of high

breaking news via social media.

stress. They learned first-hand that Hong Kong
journalists could and should be telling the Hong

Their early doubts about the impact of their

Kong story to people in the outside world, that we

work were dispelled as they watched the number

should not merely rely on others to perform that

of @VarsityCUHK’s followers and retweets rise

role.

steadily. Unlike the students posting in Chinese on
Facebook, they were broadcasting to strangers

They were not the only ones to learn. The

rather than sharing information with people they

@VarsityCUHK team taught me a lot about

knew or knew people they knew.

our young journalism students. When the time
came, they stepped up and showed tenacity,

While they lacked peer recognition, they

determination and commitment to journalism’s

were reaching out to a global audience hungry

core goal - to report important and relevant facts,

for timely information from the ground and a

to get the story out.

signiﬁcant proportion of this audience comprised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news media.

During a sharing session with journalism
scholars from the Mainland, a Chinese professor

Reporting Occupy Hong Kong was an

asked how we ensured students were able to

incredible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Varsity students.

distinguish between their identities as students

Many of them got their first taste of reporting

and as journalists, given that many participants

breaking news, their ﬁrst experience of tear gas,

were their peers, that they were mostly

of reporting in situations where there was physical

sympathetic to pro-democracy cause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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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ment was mainly a student-led one.

I answered the only way I could - that we
have to trust our students, that indeed our
students had proved they knew how to draw the
line and to hold the line. It was the student editors
who issued orders to the student reporters on the
scene that they could either “support or report”
but that they could not do both.

I know that not all or even most of the
students who worked on Varsity and on
@VarsityCUHK will end up working as journalists
after graduation. But I hope and believe that they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 things they learned from
the experience, about themselves, about working
with each other, about the power of social media
and about the practice of journalism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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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衷
記着這些日子
蔡嘉南
佔領時為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學生

佔領運動期間，我是位讀新聞的學生，現在我
是一位全職記者。或許沒有這場運動的洗禮、沒有
那 79 日動魄驚心的經歷，我不會投身傳媒。

運動期間，我和同學替學生刊物《Varsity》在

Twitter 發布英文即時新聞，由原本執筆寫期刊的突
然轉跑即時新聞，感覺既新鮮又緊張。同學中，有
人當記者有人當採主，記者在外採訪拍攝，採主則
守在電腦前，留意政府部門和媒體的消息和協調記
者的工作，其中最大的挑戰是要將採訪內容用 150
字內的英文寫成新聞即時發布，有時候人手所限，
採主也要一人分飾兩角，扑咪、拍攝、寫稿「一腳
踢」。

9·28 當日正好當值採主，警方施發放催淚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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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我在家中盯着電腦和電視，不在現場也眼淚直

者連基本保護裝備都沒有時，勉強留守只是拿自己

流。當時有我們有 4 個記者在現場，全部都沒有帶

人身安全冒險。 始終學生記者的能力十分有限，而

備任何保護裝備。施放催淚彈後，電話訊號非常繁

且沒有經驗，每次去採訪只能「盡做」。到確切做

忙，跟他們完全失去聯絡，看着電視，像熱鍋上的

一回記者，我才能明白現實的限制和困難。

與眾多香港人一樣，這是我第一次遇上這樣場面。

佔領終會有結束的一
日，回到校園裝備好自
己，是為了在未來站得
更穩、走得更遠。

螞蟻一樣，擔心他們會否已「中彈」、會否有危險。
那段日子，我一邊做，一邊卻不住懷疑自己做
的有多少人會留意。畢竟在香港使用 Twitter 和讀英
之後陸續跟記者聯絡得上，他們每個第一句不

文新聞的人不多，只怕徒勞無功。縱使知道這項工

是說別的，而是「我影到相呀 !」但那時根本接收不

作能讓更多香港以外的人知道，但卻常有股無力感。

了網絡，就算拍了相也傳不了回來，更遑論在現場

可幸的是，幾個月下來，我們的 Followers 人數節

即時上載。那個傍晚十分難捱，沒有第一手資訊，

節上升，亦有愈來愈多人轉發我們的消息，一直推

唯有把電視新聞譯成英文繼續發布。再回神時，已

動着我們繼續下去。還記得，兩位大學校長在龍和

是晚上 9 時，一整天盯住電腦和電視，感覺像看了

道出現的一夜，我和同學一直在特首辦對面的草叢

齣恐怖片，但畫面上的卻真真實實發生在香港。

等候，期間見到在旁的行家在看我們的 Twitter，我
和同學頓時相視而笑，那一刻真的很鼓舞。這項工

無學分的採訪

最寶貴的經驗

作為學生記者，我們資源不多，當在職記者都

作沒有學分，更比任何一份功課都艱難，但卻是我
在大學三年最寶貴的經驗。

全副武裝，帶上頭盔，穿上了螢光背心，我們依然
只得掛著身上那張記者證，多次不得不退到後方，

運動結束後，我離開了香港往加拿大當交換生，

只可以從遠距離觀察現場。「9·28」後，學院開過

亦獲當地聲援香港爭取真普選的組織邀請，分享我

一個分享會，讓有到過現場採訪或參與佔領的師生

在各佔領區採訪的經歷。有與會者事後對我說，那

分享和交流。席間有人問到導師陳惜姿，再爆發甚

段日子只能透過香港傳媒才知道香港發生甚麼事，

麼大型衝突時我們應不應該走，她回答說：「記者

她很羨慕我能在現場作見證。

幾時都係最遲走，如果連記者都走，市民就會很危
險。」但她亦說，學生記者又有別於記者，學生記

94

89 年六四發生時我未出生，97 年回歸時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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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幾歳全無記憶，想不到在投身社會前會遇上劃時
代的大場面。到了佔領後期，為了學業，我們都陸
續回到課室繼續上課。佔領終會有結束的一日，回
到校園裝備好自己，是為了在未來站得更穩、走得
更遠。

我們曾在 Twitter 上這樣說過：「Even during

the darkest nights, may we be like stars and
shine on.」但願我們都好好記住這段日子，不忘初
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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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數字
道出真相
張煒明
《明報》資深記者

持續 79 日的佔領運動，數以十萬計人士佔據
各區道路，警方出動 7000 警力，施放 87 枚催淚煙，
拘捕 955 人，另有 75 人自首。這些數字，勾畫出
佔領運動的形態， 必須寫進歷史。

但有更多的數字，尚待公佈或澄清。

例如，佔領行動期間，警方用了多少胡椒噴霧？
用了多少次警棍？在期後零星的「鳩嗚」團期間，
共記下了多少人的身份證？涉及佔領行動的被檢控
個案，有多少人入罪？多少脫罪？這些數字，對記
者監察警方行動至為重要。

翻查剪報，警方曾在 2005 年底世貿會議結束
後 2 個月，向立法會交代世貿示威期間的武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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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水劑，而當日噴射的次數，一定不只 3 次。

支胡椒噴霧，亦有 515 名警務人員使用過警棍。
換言之，警方對使用武器次數的計算，和大家
當年雖然未入行，但曾看過有關剪報，故對有

心目中的計算有落差。再翻查資料，警方的確在 3

關數字有印象。而事實上，警務人員每次使用過武

天出動過催淚水劑，分別是 9 月 28 日政府總部外，

器後，均要向上級提交報告。故在 9 月 28 日佔領

11 月 25 日旺角清場期間及 11 月 30 日佔領龍和道

行動爆發後翌日，警方首次舉行例行記者會，我已

事件。

向出席的警務處助理處長張德強追問前一天的武器
使用情況，他只透露警方使用過「87 枚催淚煙」，

說回胡椒噴霧及警棍的使用情況、「抄身份證」

未有交代其他武器的使用情況，其後警方的新聞官

次數及檢控數字，我曾多次書面致函警察公共關係

更澄清是「87 次催淚煙」。

科，以及在每天例行記者會上口頭向警方提問，甚

記者除了發揮鍥而不捨的
精神，和當局鬥智鬥力，
還望有天《檔案法》和《資
訊自由法》得以落實，讓
擁有知情權的記者及公眾
查詢政府資訊時有法可依。

情況，包括使用了 34 枚催淚彈、6 發布袋彈及 738

至在 12 月 15 日佔領行動清場後的記者會，追問警
為何警方用的字眼，是「催淚煙」而非「催淚

務處處長曾偉雄，但均不得要領。

彈」？而且「次」和「枚」兩個量詞差距甚大。要
知道，催淚彈除了手擲式，亦有槍式，部分由霰彈

既然多次提問無效，我只好引用「公開資料守

槍發射，一次發射數個彈頭，每個彈頭均會發出催

則」向警方提問，7 天後警方書面回覆，只重申早

淚氣體。究竟當日警方發射過多少個催淚彈彈頭？

前公佈過的數字，即警方在 12 月 11 日金鐘清場及

12 月 15 日銅鑼灣清場期間，分別登記了 913 人及

向警查資料

不得要領

斟酌量詞並非吹毛求疵。立法會議員梁繼昌在

5 人的個人資料，其他日子「抄身份證」的數字，
並無備存。至於其他裝備使用情況，仍在統計中。

2015 年 3、4 月份立法會財委會審核政府開支預算
期間，向警方提問佔領期間曾使用多少次催淚水劑，

這些數字，如非靠警方發放，記者實在沒有太

警方回應使用過 3 次。大家對警方使用催淚水劑較

多途徑得知，畢竟「公開資料守則」並無法律效力。

有印象的，要數 2014 年 11 月 25 日「砵蘭街巷戰」

但如果問題由立法會議員提出，政府則有憲制責任

期間，有警員曾站在流動高台上，向示威者噴射催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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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立法會財委會特別會議，立法會議員會向

了發揮鍥而不捨的精神，和當局鬥智鬥力，還望有

政府各政策局及部門提出一系列問題，要求政府在

天《檔案法》和《資訊自由法》得以落實，讓擁有

議員審批預算前，披露相關數字。2015 年，多名議

知情權的記者及公眾查詢政府資訊時有法可依。

員向警方追問過去 5 年，警方就各種武器的消耗量
及購買量等情況，但警方以行動部署細節為由，拒
絕公開。唯獨梁繼昌議員詢問過去 5 年武器使用的
「次數」，則得到警方回應，但數字仍未包括佔領
行動中的使用次數。

佔領有關的武器使用「次數」點算需時，我們
拭目以待。但對比世貿會議時公開胡椒噴霧的使用
量，是次只公佈次數，到底警方在資訊發放上有所
倒退，還是對「行動部署細節」的定義改變了？

至於警方大量抄下參與佔領和「鳩嗚」市民的
身份證資料，部分人事後無法過關回內地，引起「黑
名單」疑雲。警方回答議員時卻只提供 2014 年全
年核查身份證的數字，記者無從得知有多少佔領者
的個人資料有機會被警方用作其他用途。佔領運動
的檢控個案更引起「警察拉人，法官放人」的爭拗，
檢控數字卻遲遲未有。

由上述情況可見，記者在追求真相的過程，往
往遇到不少困難，包括政府拒絕提供答案，或只發
布對自己有利的資訊，或重新包裝數字等。記者除

104

105

返回目錄

傘下人•情•事 –––– 香港記者佔領採訪集思

許Sir背後

曾錦雯
《明報》助理採訪主任

在 79 日的佔領運動期間，公眾最得記的警務
人員有兩位：一位是當時內部講話中聲嘶力喝指「我
哋無做錯」的時任警務處長曾偉雄；另一位是主持
警察記者會、人稱「四點鐘許 Sir」的警察公共關係
科總警司許鎮德；前者在佔中時駐守警總督師的警
隊總指揮，期間極少面向公眾及傳媒，後者即是警
隊指定面向公眾的發言人。

由於許 Sir 獨特的講話方式、港式英語的「I will

now recap in English」，以至他重複又重複的「我
重申」口頭襌，結果成為網民「惡攪」作樂的對象，
甚至有網民為他開 Facebook 專頁， 又有人將卡通
片歌《飛天少女豬事丁》主題曲改歌詞， 唱道「許

Sir 許 Sir 趣緻的臉，我叫你一聲即可開記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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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歌仔以為「叫你一聲」而開的記招，在警隊

為期 41 日的警方消防 4 時聯合記者會，在 9

內其實動用人力之多，外界未必所知，當中涉及警

月 28 日開始，頭炮由於剛放完 87 枚催淚彈，由警

隊於整個為佔中準備對外資訊發放公關策略，而佔

方助理處長（行動）張德強坐鎮，其後主要由許 Sir

中時間警隊內部由高層至前線，對「許 Sir」的記者

負責。警隊內部對「許 Sir」模式的記者會表現，有

會模式都曾有一番爭議。

很兩極的睇法，甚至一度有討論記者會要否換人。
有一派覺得許 Sir 形象「太詼諧」，造型及說話太惹

許 Sir 背後，除了他輕鬆閒聊時提起的妻女外，

笑，影響公眾對警察的形象，覺得予人不夠嚴肅及

其實，真正每天專門為「四點鐘許 Sir」記者會的內

「唔似警察」的感覺，尤其許 Sir 的港式英語，對一

容度蹺及官方口徑（line to take）的警察，有十多人，

向以寫得及說得亮麗英語而自豪的警官們，覺得很

由員佐級到警司級都有，如按十人平均為一名新入

難接受。

職督察 4 萬元月薪計算，連計許 Sir， 這個環節一
個月人力成本逾 50 萬元。

另一派覺得，既然警隊一哥為「鷹派」，加上
警隊強硬行動備受非議，派出許 Sir 這類「軟性」警

許 Sir 表現 內部看法兩極
基本上，每日在四點鐘許 Sir 記者會上的所有

官作講解，未尚不可，公眾笑笑也無妨，惡搞短片
及「四點鐘許 Sir」話題也可弭消公眾對警隊的怨氣。

答案、用語、警隊取態如強烈譴責「暴徒」，便衣
警混入示威者是「絕無其實」，「完全不能接受」

陣前發言人由誰擔當，只是警隊佔中行動部署

示威者「不人道」阻止警送飯至政府總部等，全為

的其中一環。在佔中的公關及資訊策略部署，其實

一早己度好的取態，許 Sir 基本上「照稿讀」，故記

由警隊「七小福」（高級助理警務處長或以上的 7

者們都親身感受每問到具爭議性題目時， 許 Sir 都

名警隊高層）之一的趙慧賢為首統領，許 Sir 記者

只是「我重申」或是答其他警力安排。

會只是其中一節，而原本也是預計了有 3 位發言
人，包括高級警司江敏強及高級警司郭柏聰， 以便

當然記者會都有「爆肚位」，但都只是無關痛

「7•24」全天候式行動時有發言人作回應，冀爭

癢項目如許 Sir 自爆是「屋邨仔」，又或是阻運警察

取傳達警方想法。由於佔中躍升為國際大新聞，警

補給是「地球上」不能接受這些「笑位」。

隊亦專門策劃向在港的國際傳媒，如通訊社及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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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章記者作解說，安排負責行動的主管或前線警員

搶先報道後事態又會否是另一版本，如何沉住氣處

接受訪問，向外講解。

理這些令人汗流浹背的行動資訊，是一很寶貴的經
驗。

警方解釋行動的渠道是設定好了，但是否能向
公眾作有效解說，真是見人見智。對本港傳媒而言，
佔中尤其是佔領干諾道中，到傳出會中央會出動解
放軍清場之時，以至後來警隊處理示烕群眾時行使
過度武力的情況，全港可謂極度渴求掌握警方一舉
一動及回應，故「四點鐘許 Sir」在佔中初期，尤其
是 10 月初，為傳媒在面對極大量的採訪項目下，
必派員前往採訪的一環，各編輯室亦定時定候等睇
許 Sir（當然也留意同場「梁 Sir 陪你講數據」的「李

Sir 馬路的事」）。不過，行家感到是在極大爭議的
行動及警權爭議，無論記者如何反覆提問，許 Sir 都
只是「再重申」他的指定官方口徑，久而久之提問
「效益」愈來愈細，不少傳媒機構主要是印刷媒體，
在佔中後期決定不派員去記者會，改為在公司睇電
視直播。

「四點鐘許 Sir」畢竟是行動過後的取態，佔中
期間對專門跟進警察新聞的記者而言，最緊張時段
莫過於 10 月初不時傳出警方有清場行動「兵臨城
下」的多個晚上，經常消息滿天飛，有時候縱使「可
靠消息」傳達該晚不會有清場行動，但應否透過「爭
分奪秒」的即時新聞發放，還是待警方官式公布；

110

111

返回目錄

傘下人•情•事 –––– 香港記者佔領採訪集思

鏡頭成為
最後保護
陸穎恩
日本放送協會記者

香港電台節目主持麥嘉緯在節目中質問權貴，
氣勢凌人；但當唇槍舌劍轉為埋身肉搏時，受訪者
斗大拳頭迎面撲來，卻是另一回事。

「初時，我以為他（施襲者）只不過是想『凶』
我，其實出外拍攝時已習慣了有人『凶』我，人們
嚷着『影咩啊 ? 你唔好影啊』，這些話我聽多了，
但從沒有人真的動手打人。以手遮擋攝錄機啊、出
言恐嚇、甚至乎藉機批踭，這些事情少不免會碰到，
我一直覺得最糟糕也不過如此。所以當有人動手打
我時，我真的反應不過來。」結果，這位品學兼優、
自小從未打過架的瘦削書生無從閃避，硬食一拳。

據香港記者協會發表的《2015 年言論自由年
報》所載，佔領運動歷時 79 天，期間超過 30 名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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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受傷，麥嘉緯是其中一位。事發於 2014 年 10 月

「我以往的安全感是建基於一種認知，那便是

5 日，麥在旺角採訪期間，舉機拍攝一名指罵佔領

香港人無論如何也不動手，可現在不是了，有些人

示威者的中年男子時，該男子用力撥開攝錄機，於

開始按捺不住，再將我放在同一場境中，我現在會

是他向對方表明記者身份後，誰知對方向他揮拳，

退後再思考應對。」 他指自己因為受襲此事而變得

麥閃避不及，眼鏡飛脫，其左眼角受傷，攝影機亦

「很 alert」，街頭採訪時常留意站立的每一個位置

被打爛。

是否安全，旁邊站了甚麼人，甚至想好逃走路綫，
知道如何逃跑。

「我常覺得，在今次事件中，自己算是幸運。
在數十宗行家遇襲事件中，我可算是最走運的一個，

「在劍拔弩張的場境下，你會想想部分香港人

因為有人拍攝到我受襲的過程，受傷不重，相對來

可能是無法控制自己情緒的，或者，他們是刻意不

說，我很幸運。」以往是記者拼命保護攝影器材，

控制自己。」

「機在人在，機亡人亡」；但今次角色對調，麥形
容自己是「受鏡頭保護」。

對於他來說，在香港採訪時提高了警覺，其實
是不理想的改進，亦反映了整體社會氣氛繃緊，不

麥嘉緯受襲「我是最走運的」

利於前線採訪。

佔領行動中記者不時與警方、參加者有肢體碰
撞，「受鏡頭保護」( 拍到記者受襲經過或者其合理
自衛過程 ) 變得重要。麥受襲時，在場行家數目眾
多，施襲者被不同攝錄機包圍，搜集證據相對容易。
「有些行家受襲，可是沒有被拍下，沒有被鏡頭保
護着，便難以追究，或討回公道或受到保障。」

麥受傷後繼續工作，只是被調離前線採訪崗位
兩個多禮拜，工作上影響不大，最明顯的倒是對香
港採訪環境改變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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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
兩個雨傘
運動故事
楊健興
資深傳媒人、曾任職《南華早報》、《信報》

1989 年 4 月 15 日，北京學生自發悼念不久
前逝世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首都學生上街、罷
課觸發全國學運，各地學生在校園抗議聲援，不
少湧到北京天安門廣場參與。當時政府封鎖新聞、
控制資訊並未奏效，學生、民眾血濃於水、愛國
心打破黨鉗控資訊機器，北京學運席捲全國。

2014 年 9 月 28 日，香港學生罷課爭取真普
選後闖進金鐘政府總部「公民廣場」，原本由「佔
中三子」推動的佔領中環運動提前及易地展開。雨
傘運動雖擴散至銅鑼灣、旺角和尖沙咀，但並未
在深圳河以北泛起漣漪，79 日佔領運動期間，內
地並沒有任何具規模聲援雨傘運動行動，主要原
因看來並非因為政府徹底封鎮佔中新聞，相反地，
中央透過官媒成功將佔中 Spin 成港人作反、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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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家恩惠不感激，反而要對着幹，利用負面報

的民眾在香港街頭舉行抗議集會的畫面。佔中發

道，令內地人民對港人爭取普選產生反感。

生三星期後一篇指出「佔中」組織者和幕後操控
者變相製造「港獨」，「命運自主」的抗爭口號

中央定性違法  文宣部主動出擊

是要排除中央對香港的主權及治權。

佔中爆發後，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透過新
聞發言人表示，中央政府堅決反對在香港發生的

香 港 1997 年 7 月 1 日 回 歸， 兩 地 在 2003

各種破壞法治、破壞社會安寧的違法行為，充分

年沙士後社會融合出現巨變。中央放寬內地居民

相信並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處置，維護香港社

訪港，自由行和一簽多行的安排，為兩地關係帶

會穩定，保護香港市民人身和財產安全。中聯辦

來深遠影響。2014 年全年訪港旅客接近 6000 萬

亦發聲明強烈譴責違法和暴力的佔中，堅定支持

人次，超過 7 成為內地旅客。

特區政府依法處置。針對要求特首梁振英下台聲
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 9

佔中期間，不少內地在港學生、旅客到佔領

月 29 日指出，中央「一如既往地支持特區政府和

區感受抗爭，他們用手機拍下照片，與內地親友分

特首依法施政」。

享，社交媒體發達，令過去中央的新聞封鎖一套已
過時，文宣部門別無選擇，策略明顯由過去低調、

中央將運動定性為違法行為，同時間官方喉

淡化處理負面民眾抗議政府新聞，轉為主動出擊，

舌連珠炮發，《人民日報》一連多日發表署名評

大篇幅報道，凸顯佔中「破壞性」、違法的一面，

論員文章，炮轟佔中，內容用詞一篇比一篇強硬；

例如交通混亂、市民怨言日常生活受嚴重影響、

其中一篇屬初期的文章，抨擊所謂「外國勢力策

佔中者與警員衝突，但隻字不提市民文明抗爭、

劃佔中，煽動顏色革命」。《人民網》一篇文章

自發自行管理秩序等正面情況，佔中初期在大部

將佔中者說成是「不斷爭取海外反華勢力支持，

份港人心目中雖然算正面，但在內地人民眼中，

不斷聯 台獨分子尋求『指點』的數典忘祖之徒」。

較為負面。

中央電视台在新聞聯播節目中報道佔中香港帶來
的損失，並大量採訪反對佔中的、「愛國愛港」

內地人民對佔中感覺負面，也與他們近年中

的香港市民。內地的電視新聞上 有一條成千上萬

港兩地矛盾增加、關係呈現緊張有關。港人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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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水貨客的抗議活動，經內地官方傳媒、社交
網廣泛流轉，港人在內地人印象變差，他們覺得
港人受了不少中央恩惠，普選特首也可以比其他
內地城市先行一步，但港人仍不滿足，可以想像
他們並不認同、甚至不理解港人對真普選的訴求。

有內地接近官方人士表示，部分泛民和西方
國家的如意算盤是，佔中在香港爆發後，運動會
陸續在內地擴散，原計劃在國慶日舉行，延續至

10 月初，正值北京舉行亞太經貿合作組織領導人
會議，能為中央帶來尷尬和混亂，他說「他們（佔
中）的後台老板大大失預算，沒想到連深圳河也
沒有燒過去。」他分析中共 18 大會議後，國家主
席習近平威望高，反貪和深化改革方面工作都獲
人民支持，人民都不希望國家出亂子。他說：「中
央台改變了，過去是報喜不報憂，對佔中是天天
報，老百姓都罵佔中，在網上很多怨言，批評過
去中央給香港太多（恩惠） 。」

近年內地市民大量訪港，中港兩地互動出現
微妙變化，由於水貨、內地旅客「不文明」行為
等原因而引發的衝突，令兩地關係緊張，內地人
對部份港人印象變差，官方操控媒體，處理有關
香港報道，仍以政治先行，沒所謂客觀公平，但
香港媒體有沒有做良好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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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傘下的
政府公關
策略
曾善璘
《星島日報》記者

佔領行動為時 79 日，但行內的資深傳媒人都
認為，政府新聞處應對這場由宣布籌備到落實，期
間長達 16 個月的運動，工作被動，難以強而有力
的領導公眾反對佔領的輿論；但長期觀察政府「政
治化妝」的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卻
認為，這場反佔領的宣傳戰，建制贏得漂亮，出手
的不是政府的正規軍，而是能做抹黑、輿論的 Team

B，包括非公務員的特首梁振英嫡系人士，還有是
明顯由中聯辦領導的「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

綜合從不同傳媒機構收集回來的消息，佔領運
動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出現初期，政府
及警方打出「強硬牌」，由警方主持行動，以強硬
的人群管制措施，不讓市民到政府總部外參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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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被捕學生的行動，市民進而衝出馬路，警方出

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同一晚上也發出緊急呼籲，在

動催淚彈意圖驅散人群，但即使出動了 87 催淚彈，

特首辦及政府總部附近工作的新聞工作者，應顧及

市民仍未離開，反而佔領了政府總部外的金鐘道、

保障個人的安全，避免置自己於危險的位置。

旺角及銅鑼灣三個地方。
業界中人認為，羅致光及新聞行政人員協會行
第二階段是「佔領行動」出現了約一、兩周後，

動，是因為政府吹風時向他們表明會以強硬手段清

政府評估佔領行動不能三朝兩日能完事，不再打算

場所致。業界中人認為，當時政府內部也十分混亂，

出動「強硬牌」，反而使用「拖字訣」，讓行動的

未太掌握如何自處，也在研究如何控制場面，故難

動力老死殆盡。

說有任何公關策略。

政府在回應處理上在兩階段也有分野。在打「強

進入第二階段後，政府就開始多做聯絡功夫，

硬牌」的首階段，行政長官梁振英在 10 月 2、3 日，

行動由被動變為主動。除了「4 點鐘許 Sir」，以及

連續兩日在禮賓府舉行傳媒高層高峰會，不具名地

被網民形容為「曉暉與你」( 由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

向各大傳媒高層表明，政府會使用強硬手段應對行

曉暉主持 ) 的定期記者會，負責聯絡傳媒的相關官

動。他在 10 月 3 日當晚發表錄影講話，緊急呼籲

員，亦多了致電傳媒高層講解形勢，新聞處及及警

在旺角和銅鑼灣的巿民，盡快和平散去。 隨後一天，

察公共關係課的消息人士，同樣十分樂意回應傳媒

梁振英再次發表錄影講話，稱最迫切的兩日後的周

提問。

一，必須恢復政府總部的通道暢通，政府和警方有
決心和責任，採取一切必須的行動，恢復社會秩序。

兩支隊伍  影響輿論
但有趣的是，官員言談間，也會向傳媒「收

梁振英發言後，民主派內的溫和派，香港大學

料」，詢問學生如何部署，「也有時間是掉返轉頭，

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認為，目前

找我們收料，他們有 monitor 所有報道，知道學生

佔領運動與集會，已經到了一個高危時刻，梁振英

們怎樣部署。但我相信他們不只傳媒一個渠道，也

發表的講話相當接近最後通牒，呼籲學生視行動為

有找一些中間人。」而政府消息人士，更會不時提

為階段性勝利而退場。而由各新聞機構高層組成的

供「溫馨提示」，如旺角佔領區出亂子時，有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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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子生事，當局就曾提供 YouTube 片段去澄清事實

活躍，根據「港人講地」YouTube 平台上的記錄，

及觀點；即使不是官方行動，如民間有團體在佔領

在 79 日佔領期間，「港人講地」發表了 148 條短片，

區呼籲佔領者撤退，傳媒高層也會收到提示。

片段的主旋律強調政府執法的合法性及佔領運動的
亂況，內容包括佔領行動領袖及示威者的如何挑釁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就認為，

警方，而非和平集會；佔領區內的混亂情況；佔領

特區政府循官方渠道影響輿論能做的甚少，當時政

行動及泛民主派領袖的「混淆視聽」言論。佔領後

府的可以分為兩支隊伍，Team A 是傳統公務員隊

期，則以市民對佔領行動的投訴及官員、政商界、

伍，是正式的官方渠道；而 Team B 可包括梁振英

體育界、演藝界、學界、宗教界等社會精英，反對

身邊的多名親信，如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中央政

佔領及支持警方執法的意見。

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及「港
人講地」，進行一些 Team A 不願意做的泥漿摔角；

蔡子強認為，佔中三子很尊重民主機制，經過

同時配合由中聯辦在幕後主持領導輿論、民間動員

三次商討日，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都已有年多時

工作，而建制團隊領導輿論的表表者，必數「保普

間準備，帶不出如「核彈」的效果，單是銀行已進

選、反佔中大聯盟」的發言人周融，他當時在任何

行了多次測試，只是佔領規模之大，令政府措手不

活動總是逢請必到，逢到必早。

及。佔領初期，政府都以恐嚇成份居多，當時政圈
不停傳出，從可靠消息人士身上聽到的傳言，包括

據政府新聞處提供的資料，政府相關官員在 79

解放軍預備出動，中央會煞停滬港通等。

日佔領期間，特首梁振英在 9 月 28 日，在警方施
放催淚彈前舉行了一次記者會；10 月 2 日至 17 日

政治化 術不奏效

期間，政府舉行了共 16 場記者會；警方及警方聯

但到第二階段，各界開始不再擔心佔領會引發

同消防處代表共舉行了 48 場記者會，期間亦發放

其他混亂，政府就轉用拖延策略，令運動翻不了身，

了逾千則新聞稿。

方法如找一些友好傳媒，做一些如何影響市民生活
的故事，但事後發回看，很多由「反佔中」人士講

被外間視為「半官方平台」，由多個行政長官
梁振英的支持者組成的網上平台「港人講地」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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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嚇人故事，如因為佔領行動，救護車接不到
病人，有產婦因而流產等，都是虛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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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4 點鐘許 Sir」等政府宣傳渠道並不是新

「losing battle」，非常被動。何況長久以來有多少

事物，是政府在大型事件上的標準規格。這規格沿

間傳媒能被政府的政治化妝及公關策略影響，相信

於 2003 年沙士時，政府在輿論上往往被早上輿論

他們都心裏有數，政府在這情況下，難以強而有力

節目的意見領袖牽着走，在沙士後期已出現相關官

主導民意。政治化妝能做到的，僅是澄清對政府不

員定期見傳媒匯報事件，豬流感爆發時如是。

利的消息，從法治角度批評旺角佔領區是「九反之
地」，透過電台、電視講受害者的影響。

傳媒中人也認為，官方的政治化妝術，在佔領
期間並不湊效。《信報》助理總編輯江麗芬認為，

籌畫撰寫本章之時，記協曾邀請新聞統籌專員

新聞處在佔領期間主要是打「正路波」，策略上主

馮煒光及政府新聞處處長聶德權講述政府在佔領期

要是向外描繪，佔領會如何影響經濟、民生，但她

間的公關策略，但兩人婉拒受訪。

懷疑在佔領期間，政府內部都有鷹派、鴿派之分，
沒有主流意見，故鮮有向傳媒作政治化妝，即俗稱

新聞處以書面回覆指，「特區政府一向採取正

「Spinning」的工作，這做法與曾蔭權時期的政府

面、積極的態度，秉持公開、透明的原則，通過各

媒體策略非常不同。

種途徑，把有關政策和措施的信息傳遞給市民。在
發生公眾關心或影響市民的重大事件時，包括大型

《有線新聞》助理總監黃餘發指出，在整個佔

的群眾運動，政府都會秉持上述原則，適時發布政

領運動中，政府相關官員都是見步行步、見招拆招

府資訊。政府充分了解到，民眾的觀感往往就是他

居多，政府發放信的方向性，一是澄清不利的信息，

們認為的真相及事實，政府必須在第一時間澄清混

包括面對暴力時，質疑是對方不守秩序在先、政府

亂資訊，以紓解民眾的憂慮和恐慌，而當中傳媒扮

與學生談判是有誠意的。二是強調行動對民生影響

演重要的角色。政府的領導團隊亦會不分晝夜，密

方面，包括佔領如何影響金鐘道交通及中西區學校

切注視及適時處理事態每一步的發展，有需要時會

上課的影響，政府有嘗試控制情況，但卻不得要令。

站在台前，讓廣大市民看到政府會盡責把關，作好
準備，及時應變，以收穩定民心之效。」

他認為，在人大「8.31」框架下，政府能回
應佔領群眾的東西不多，形容政府面對的是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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