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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員證門檻低 扮採訪阻執法真偽難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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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有記者被暴徒或「黃媒」凌虐詐聾扮啞
的香港記者協會，被香港文匯報踢爆疑濫發
會員證。香港文匯報兩名記者分別佯裝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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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及自由撰稿員放蛇，發現記協會員證的
申請門檻甚為寬鬆，其中學生會員證只需
付 20 元就得手。有關職員透露，記協會員
證不等於正式的記者證，但有時也可當記者
證用，稱：「要視乎他們（主辦單位）接唔
接受。」香港文匯報還發現過去有不少暴徒
恃住有各種不知名記者證「護身」，參與非
法集結更肆無忌憚地阻撓執法甚至挑釁警
辨真偽，令警員也搞
不清眼前「記者」的
真假。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記協職員表示，學生可申請會員證，只要主辦
單位認可也可進行採訪。
視頻截圖

在暴力示威現場，記者自由遊走於警
方與激進示威者之間進行採訪。部

分激進示威者因此覬覦記者這獨特的角
色，過去曾有暴徒被揭發使用不知名新聞
機構發出的記者證，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放
蛇後發現，記協會員證的申請門檻甚為寛
鬆，容易成為暴徒的「護身符」。

申辦會員證幾
「來者不拒」
香港文匯報記者佯裝學生日前到記協
辦事處查詢，當職員得悉記者申請會員證
時，便以一副「來者不拒」的口吻說：
「你可以網上填表，或者現在即場填都
得。」記者遂問需不需要學校簽發的證
明，職員搖搖頭說：「如果你是學生的
話，只要出示學生證副本。再加一名記協
現有會員的推介就得。」記者再問：「需
要出示比如話一些校報之類的作品嗎？」
職員也搖頭說：「不用。」
職員解釋，記協證件分為會員證及記者
證兩類，會員證的申請資格較寛鬆，學
生、自由撰稿員等都符合資格，學生入會
年費只需 20 元；記者證申請資格就較嚴
格，只簽發給全職記者，申請人必須提交
所屬新聞機構的蓋印或證明，即使是網媒
記者亦合乎資格。
那記協的學生會員證與正式記者證卡面有
什麼不同？職員說：「學生會員證上面會寫
着STUDENT（學生）。」那麼出示會員
證能否參與採訪？職員煞有介事地說：「要
視乎他們（主辦單位）接唔接受。」職員透

露，記協每月月頭會召開例會審批入會申
請，「只要開會通過就會發出證件。」

有持證者肆意
「支援」
暴徒
香港文匯報另一名記者之後再佯裝是
自由撰稿員，向記協了解入會要求及申請
方法，職員稱自由撰稿員必須提交過往的
作品作證明，就能申請會員證；至於正式
的記者證，則必須是服務於新聞機構的自
由撰稿員才合資格。科技發展令一般人亦
可以用電話記錄新聞事件，但記協職員表
明不接受「公民記者」申請入會，至於在
網絡媒體的職員入會申請則要視乎所屬機
構是否新聞媒體，「有報道亦不一定是新
聞媒體，會視乎情況作個別考慮。」
在連場暴力示威中，不少青年或學生
參與其中，記協的答覆不難令人質疑各大
院校的學生，是否能申請一張記協會員證
就能通行無阻地在示威現場遊走，為非法
集結者提供「支援」甚至挑釁維持秩序的
警員，及阻撓警方執法。
記協主席楊健興在回覆香港文匯報查
詢時，未有正面回應申請會員證的門檻是
否過低，僅稱該會是跟足政府的《職工會
條例》，「同其他工會沒什麼分別。」他
又辯稱，過去一段時間，會員證批發數字
沒有明顯上升。
至於會員證會否和記者證混淆？楊承
認，兩張證件「有點相似」實「不足為
奇」，又稱記協早已向警方傳遞記者證式
樣，前線警員理應「有能力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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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身穿反光衣的人聚
集拍照，
集拍照
，惟他們的記者身份真假難辨
惟他們的記者身份真假難辨。
。 資料圖片

「獨人」扮「無冕王」挑釁警方

員。由於有關證件難

在近月連場遊行示威以 至 暴 力 衝 擊 期
間，都有「獨人」佩戴疑似記者證或身穿
寫有「記者 PRESS」的反光衣假扮「無冕
之王」，在示威區穿梭於警員與激進示威
者之間，甚至有恃無恐地挑釁前線警務人員的情況。事實
上，在反修例風波開始不久，已有「獨人」用這種招數在
警方防線前撩是鬥非，如在 7 月 7 日九龍區遊行結束後，
「港獨」組織「香港民族陣綫」的成員鄭偉成就身穿黑色
背心及迷彩長褲，佩戴疑似記者證的證件，手持攝影器
材，徘徊在防線前，近距離拍攝警員的容貌，更不時作出
挑釁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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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炸藥被捕 搖身變
「記者」

■
「獨人」
鄭偉成身披傳媒衫在觀塘警署外。 電視截圖

「上得山多」的鄭偉成，本月5日凌晨3時許終被警方以非
法集結及非法藏有彈藥罪名拘捕，拘押48小時後，以1萬元
保釋。鄭偉成在獲保釋後，還振振有詞批評警方「打壓新聞
自由」。由於他的相機被扣查，就公開呼籲市民捐贈價值約
8,000元的Nikon P1000相機，或資助他買新相機。
當時網上已有影片記錄鄭偉成被捕過程。影片顯示他其
時在觀塘警署外遭警員截查，他自稱來自一家名叫「前線
觀察」的傳媒機構，更展示寫有「前線觀察」的記者證。
惟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網上搜索，並沒有發現任何以「前線
觀察」為名的網站和社交媒體專頁，未能確定這間網媒是
否存在。
鄭偉成是「港獨圈」活躍分子，2015 年立法會政改議案
表決前夕，警方在西貢蠔涌亞視前廠房搜出一批爆炸品，
其後拘捕鄭偉成等5 人，當時鄭偉成還報稱任職地盤工人，
何以他因「管有炸藥」及「串謀製造炸藥」罪監禁 34 個月
後，搖身竟變成記者？

身披傳媒衫 與暴徒齊上落

■網民揭露「獨人」扮記者。

網上圖片

「學生動源」前成員、香港公開大學學生劉康，今年7 月
21 日 在 金 鐘 暴 力 衝 擊 現 場 ， 被 發 現 身 穿 寫 有 「 記 者
PRESS」的反光衣，佩戴寫有「本土新聞」的記者證，大
搖大擺穿梭在示威現場，與暴徒們「齊上齊落」，到底在
做記者採訪工作，抑或是進行暴力衝擊？記者網上搜查，
發現劉康不時在網媒「本土新聞」發表「港獨」文章，但
能否因此界定他為任職記者？他又有否以記者為名，「堂
而皇之」參與以至協助非法集結，阻撓甚至挑釁警員，實
令人質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假記者當道 真記者當災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有前線記
者向香港文匯報表示，近月愈來愈多來自
不知名新聞機構或網媒的記者在示威現
場，作出過激言行，「他們似示威者上
身咁，指着警員鬧，或者挑釁警員，與
記者保持中立的專業操守相違背，我不
能確定他們的新聞機構確實存在。」來
歷不明的記者在暴力示威現場，令真記
者 更 危 險 ， 「 他 們 （ 假 記 者 ） 挑釁警
員，警方便當暴徒處理，兵慌馬亂的情況
下，也未必相信我們是真記者。」

無權威機構發證 認受性存疑
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系主任
梁天偉表示，在上世紀 60 年代，政府新

聞處曾簽發官方記者證以正視聽，但近
年已廢除這種政策，加上早年政府容許
部分經註冊的網媒採訪政府記者會和傳
媒活動，記者的身份就更難核實，「雖
然網上有註冊（新聞機構）名單可供查
詢，但也難避免有人以網媒之名進行採
訪。」
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首席講師潘
錦全表示，目前沒有一個清晰的機構為記
者身份進行認證，不同新聞發佈會對記者
採訪也有不同準則，例如，過往有大型賽
事會考慮媒體的成立時間、專頁的粉絲人
數、過往發表的文章作準則，也有一些記
者會因希望有較多媒體報道而準則較為寬
鬆，故記者的認受性存有爭議。

無論真假記 阻差皆犯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過去的示威
活動經常有大批記者採訪，但當中夾雜一
些自稱「記者」者，甚至有人假扮記者企
圖魚目混珠、另有所圖。香港警察隊員佐
級協會主席林志偉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承認，前線警務人員在辨別記者身份時確
存在一定困難，特別是香港目前並無一個
有法定權力審批與監管記者資格的機構。
但他強調，無論是真記者、假記者以至是
示威者，任何人如阻礙警務人員工作，均
有可能觸犯法例。

林志偉：前線難辨記者真偽
林志偉強調，警務人員絕對尊重新聞自
由，但前線警務人員在辨別記者身份時確
存在一定困難，「如今充斥網媒，你去登
記成立一間林志偉媒體公司都可以話自己
係記者，香港並不像歐美一些國家般有監
管記者資格的法定機構，所以無人講到準
則。」
他指出，警察公共關係科目前查看記者
證時，主要承認的是由報館發出的記者

■林志偉
證，但在示威甚至暴力衝擊現
場，環境非常惡劣，前線警務人員已克盡
專業，盡其最大能力呼籲示威者及其他人
別阻礙警務人員推進，警方傳媒聯絡組亦
派員於現場協助真正的記者，避免雙方出
現衝突及盡量將矛盾減低。
林志偉重申，衝突現場環境十分混亂，
呼籲任何人包括記者也應顧及自身安
全，盡量別身處十分危險的位置；並指任
何人如阻礙警務人員工作，均有可能觸犯
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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