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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黃師」暗煽仇警 明愛專院「割席」

自美國總統特朗普於8月下旬聲稱已將香
港近期事件與中美貿易戰掛鈎後，美國

兩大社交媒體facebook及Twitter就不斷選擇
性開展「滅聲」行動，關閉或封鎖超過20萬
個被認為是「抹黑反修例示威」的專頁、群
組及個人賬戶。

威脅不能再開專頁
facebook繼上周兩次對《點新聞》封鎖和
無理由刪除頁面後，昨日再次出手，一日之
內兩度刪去《點新聞》的官方賬號，並威脅
不能再重新開設。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點新聞》了解到，上
周六後，新開設的《點新聞》2.0專頁依然被
不斷惡意投訴、舉報，投訴內容包括上周日
有暴徒破壞港鐵、打人等視頻，facebook隨
即以相關內容「散播仇恨」為由，對相關內
容進行刪帖。
《點新聞》本周一下午直接向facebook行
政總裁朱克伯格發信，批評facebook打壓新
聞自由，當晚又對facebook刪帖行為進行申
訴，惟翌日凌晨，facebook在不提供任何理
由的情況下，直接刪除《點新聞》2.0專頁。
昨晨9點左右，《點新聞》新開設《點新
聞》3.0，惟在傍晚約6時，該頁面再次被刪
除，而原因則為「內容散播仇恨，存在謠
言」，但就未有明確指出哪些內容涉及上述
指控。同時，facebook更聲言，若再開設
《點新聞》賬號，開設賬號的相關個人賬號

亦會被封。
不過，由昨日早上至截稿前，facebook共
出現5個山寨《點新聞》專頁均未被刪除。
《點新聞》從昨日早上開始陸續向facebook
對5個假專頁進行舉報投訴，惟全部不獲受
理，並於同日下午再向facebook申訴其選擇
性刪除專頁的信件，截至截稿前亦未收到回
覆。

柯創盛：做法反民主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對facebook選擇

性「滅聲」的行為表示憤怒，認為作為市民
接收信息的重要資訊平台，相關做法無異於
抹殺網民全面掌握實情的權利。
他批評，facebook現在的做法與西方高舉

的民主概念背道而馳，又要求facebook應以
同一把尺處理平台上的貼文，不應帶有政治
目的。

張國鈞質疑政治偏見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表示，最近收到

很多人反映facebook選擇性封鎖或刪除一些
賬號，尤其在近期香港發生事件的貼文中，
有批評暴徒的帖子甚至賬戶被封鎖，但對愛
國愛港人士的侮辱、起底甚至恐嚇仍然不被
處理，認為手段存「雙重標準」，「令人覺
得facebook本身有自己的強烈的政治偏見，
幫助一邊，打擊另外一邊。」他要求face-
book對有關做法作出交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美國一再透過刪除社交媒體賬號去封鎖香

港社會上的消息，愛國愛港的《點新聞》就成為被針對的目標，連續四次

被封鎖、刪除，就連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昨日亦成為滅聲對象（見另

稿）。不過，聲稱不允許散播暴力及不實言論的facebook，卻對山寨《點

新聞》專頁及肆意散播謠言的縱暴派、暴徒的賬號始終「手下留情」。多

名立法會議員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facebook選擇性「滅

聲」，質疑其做法帶有強烈的政治目的。

除《點新聞》外，在
facebook（臉書）慘遭「滅
聲」的還有工聯會立法會
議員郭偉強。郭偉強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

指，自己在沒有收到任何通知的情況
下，被封鎖了在他人貼文下留言的功
能，而其最後一次留言則是批評國民黨
前主席朱立倫關於「希望『今日台
灣』，不只成為『明日香港』更能成為
『明日中國』」的荒謬言論。
郭偉強指，自己是在昨日早上給朋友

facebook貼文留言時發現異常，起初以為
是電話信號問題，後來才發現是被face-
book停止了他在他人貼文下留言的功能。
他指出，facebook在停止其留言功能時

並未向其交代原因，其印象中最後一次在
facebook使用評論功能，是自己在一個帖
文留言指朱立倫的說法「欺騙台灣人」。

「無強大敵人操控辦不到」
郭偉強批評facebook的行為滑稽，令

人憤怒。他強調，自己作為公眾人物，
在facebook所發佈的內容中肯，並從不
講粗口，更不會提倡任何暴力，對自己
被無聲無息「滅聲」感到莫名其妙，質
疑facebook只讓少數人享受言論自由，
要求 facebook 不能單靠無端投訴等原
因，盲目封鎖愛國愛港、建制派人士的
言論自由，指其行為與西方所謂民主自
由包容的價值體系背道而馳。
郭偉強昨日在facebook發帖講述自己

被封鎖留言的事件，有人留言指︰「理
性聲音被滅聲是真實存在，沒有強大敵
人操控根本辦不到。」
有不少網民在該貼文下聲援，痛心

「愛國愛港冇言論自由」，認為其遭遇
反映了「民主背後的黑暗」。工聯會另
一立法會議員陸頌雄亦留言質問 face-
book︰「說好的言論自由呢？」
「Henry L. Tong」則留言指：「呀

（阿）强（強），因為你身份問題特
殊，九成九比（畀）人老屈你係乜乜，
FB又唔會去做fact check 既（嘅），所
以寧枉無縱。」「郭偉强」回應道：
「由這班無賴（老屈者）聲稱追求民主
自由，真係仆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遭禁向他人留言 郭偉強批臉書滑稽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暴徒屢
次在暴力衝擊中侮辱國旗等國家象徵，令
不少愛國愛港人士感到氣憤。臨近70周年
國慶，香港一群青年昨晨組織了70名青年
帶同70面國旗，並到香港金紫荊廣場合唱
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和《歌唱祖國》，
祝福祖國和香港未來會更好。參與活動的
青年強調，只有和平發展，才能令祖國和
香港更加強大。

快閃金紫荊 激昂喊口號
昨清晨未到7時，70名青年已經齊整地集
合在金紫荊廣場，每人手中都緊握一面國
旗，圍繞着中間最大的五星紅旗，神情嚴
肅及激昂地不斷喊出「祝福祖國，祝福香
港，生日快樂」的口號。
接着，他們一同清唱《歌唱祖國》，當
中歌詞提到的「我們愛和平，我們愛家
鄉」、「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
繁榮富強」，也是在場每位愛國青年的心
聲。他們並唱了《義勇軍進行曲》，表達
自己愛國情感。
代表發言的孫小姐指，祖國在過去70
年，由「站起來」到「富起來」，現在更
「強起來」，每一步都是不容易的。為了
祖國的發展和香港的繁榮穩定，每一個人
都要盡力，在自己的崗位把應盡的責任做
好。

她說，他們
昨日都是本着
為祖國送上祝
福意願而來，
把這份特別的
禮 物 獻 給 祖
國，並強調只
有用和平的方
式發展，才能
讓祖國和香港
更加強大，而
不 是 暴 力 行
為。
參與是次活

動、從事金融
業的李先生表
示，用和平的
方式表達訴求
是香港傳統精神之一，相信大多數的香港
市民是和平的，但最近這段時間社會上部
分人突然「變了味」，暴徒的行為更成為
香港社會的一個污點。
他直言，在看到暴徒焚燒國旗時，自己
感到十分心痛和憤怒，但不論怎樣都不會
影響他們愛國的心情，形容「只不過說逆
風越大，我們就飛得越高」。
李先生續指，自己在香港生活了20多

年，已經習慣了過安穩的生活，而且便捷

的生活唾手可得，所以一直覺得一切都是
理所當然的。直到早前有兩個地鐵站因為
被暴徒堵塞，所有人都沒法上班，才發現
香港的鐵路系統原來很容易被破壞。
不過，他自己和同事不管花多少時間和

路程，都堅持要工作，形容這是一種「沉
默的態度」，他們內心不光是為了上班，
更是為了維護秩序。他又形容「能來上班
的都是英雄，趕在路上的就是被困的英
雄」，結果當天下午3點公司全員齊人。

70港青70面旗 唱國歌賀國慶
許小姐：

我參加這個
活動一方面
是因為看到
國 旗 被 侮
辱，心裡很
難過，希望

透過和朋友一起站
出來表達對祖國的
愛，更想給予媒體
另一種眼光看香
港，不要把鏡頭只
對着那群激進分子，香港還有很多
愛國愛港的青年，我們非常需要一
種全面客觀和理性的角度來呈現香
港的事實。
唐先生：雖然我住得比較遠，沒

有被那些非法集會遊行影響到，但
還是希望香港的亂局能盡快平息下
來。
王先生：我和朋友相約一起過來

的，覺得大家一起參與比較有儀式
感。對於前一陣有暴徒破壞國旗的
行為，我們義憤填膺。所以今次一
定要企出來發聲。因為作為中國
人，對國旗的維護也是對個人尊嚴
的維護。
胡小姐：身為一名香港人，我覺

得香港和祖國有着不可分割的關
係，而港人愛國也是必須的。所
以，我想透過這次活動去表達自己

一點小小的心聲，讓更多人知道香
港還是有很多愛國的港人。
高小姐：希望透過今次活動，來

傳播一個正能量，讓社會各界看到
香港不是只有那些暴力團體在搞破
壞，也有愛國愛港人士在堅定維護
「一國兩制」。我希望祖國和香港
會越來越好。

祖國強大香港才會好
莊小姐：我和家人都覺得這個活

動很有意義，同時希望國家繁榮昌
盛、國泰民安，令香港有更好的未
來。其實還有很多香港青年是非常
愛國的，比如我身邊的同輩和朋
友。我們都覺得，香港和祖國真的
是息息相關，只有祖國強大，香港
才會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
愛
國
港
人
，
一
起
站
出
來
」

■胡小姐（左）和王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70名香港青年手持國旗在金紫荊廣場唱國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點新聞》在官方網站批評fb打壓。 《點新聞》圖片

▲郭偉強批評fb封鎖留言功能「滅聲」。 郭偉強fb截圖

■ 9 月 8
日，一班明
愛專上學院
社會科學院
老師發聯署
信，暗撐學
生罷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香港反修例暴亂
持續影響學界，既有縱暴派鼓吹學生罷課，更有
「黃師」散播激進思想，荼毒學子。一群明愛專上
學院社會科學院老師日前發聯署信，表面奉勸學生
回校上課，卻處處暗藏鼓勵罷課的弦外之音，更於
行文間抹黑警方執法，惡意灌輸仇警情緒。教育局
表示尊重院校自主，投訴交由院校處理，但強調院
校有責任向公眾解釋立場及處理方法。明愛專上學
院回覆該聯署信並未通過校方審核，不代表學校立
場，估計是個別老師私下發出。
30名明愛專上學院社會科學院老師在上周日（8
日）發聯署信，表面上提醒學生勿要參與罷課，
「9月9日（一）學院各課程正式開課，同學理應

回校上課」，惟讀下去卻發現這段說
話不過是有關人

等的「門面工夫」，下文所述才是他們真正意圖。

稱為罷課學生提供支援
信中其後以「諒解」的口吻指，「理解及尊重有

部分同學以罷課形式表達訴求及關注」，又「善
意」地表明會向罷課學生提供相關學業支援。
信中行文更疑有鼓吹學生積極參與「抗爭運動」

意味，例如寫道「我們一群老師在此向參與運動的
同學表達支持」、「我們要繼續堅持下去，進佔每
一個範圍，改變每一個環境」，文中雖未明言「進
佔」什麼範圍，但考慮到社會近月發生的種種亂
事，難免令人對所謂「進佔」有負面聯想。
信中最後一段更離譜，宣稱對「警方以威嚇及濫

暴的手段去應對和平表達意見的年輕人」表示「非
常遺憾」。身為教師理應謹言慎行，該信竟可在毫

無實據下抹黑警方執法，變相向學生

灌輸仇警情緒，令人側目。
網媒《堅料網》就有關公開信內容向教育局查

詢，局方回覆尊重專上院校享有院校自主，有關投
訴會交由院校處理，院校有責任向公眾解釋其立場
及處理方法。

校方：不代表學校立場
局方並重申，反對罷課等干擾院校的正常運作以

及教研工作的行動，期望教育工作者秉持專業操
守，確保同學的學習不受影響。明愛專上學院發言
人確認，信件並未通過校方審核，不代表學校立
場，估計是有教師私下發出。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質疑，有關信件只向學生灌

輸「單邊價值」，有違教育專業操守。學校應鄭
重在校宣佈，學校不能成為個人發表政治言論的
地方。

四封 縱容山寨橫行
同日兩刪新官方賬號 議員批選擇性「滅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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