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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回應浸大假新聞事件
「唐逸倫」：造謠也要有點智商，這個穿
襯衫的人明明就是中午出去買飯的上班
族。
「Jacky Matas Aaron」：請更改你的標
題，這與事實不符。普通話西裝男真的有
打人嗎?？片在哪裡？又話要捍衛香港法
治和言論自由，但看見這個蒙面黑衣人打
人，為何這麼多人高興？佢只是講出個事
實，咁佢真係中國人吖嘛。
「Anna Wong」：又一証（證）明，傳
媒（將） 「被打」 轉化為「打人」。
唉！悲哀。
「古梅」：浸大學生會編輯先生，我看到
完整片，還有你播出的，沒有見到操普通
話人打過人啊！你們是否應該馬上取消這
個假新聞呢？
「Wong Ks」：打人…？畀（俾）人打
呱（啩）………咁都要掩飾……
「徐爽」：浸大學生會竟然是這樣的素
質，顛倒黑白造謠生事，FB full video到
處都是，還敢故意剪輯後半段，造謠上班
族男子打人後遭還擊，可笑至極。
「Tang Aurora」：連這麼清楚有完整視
頻的事你們也可以完全顛倒黑白，枉為大
學生，太讓人看不起。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持續近四個月的暴力不斷升級，一個又一個荒誕
的「故仔」、假新聞滿天飛，無處不在，已到了喪
心病狂的程度。有資深傳媒老友對自明說：「煽暴
派和暴徒的文宣攻勢同樣泯滅良知，造假手法層出
不窮，目的是要惡意中傷警方，把暴亂升級的責任
推向政府，黃媒、黑媒對真相視若無睹，對謠言、
假新聞就如蠅逐臭，竭力蒙蔽更多不明真相的人，
尤其是年輕人，煽動更大仇警仇政府的情緒，給亂
局火上澆油。」

老友說：「暴徒在全港多區大肆破壞港鐵和
政府建築、銀行設施、連鎖商舖、

區議員辦事處等，

有關行為廣泛影響市民正常生活，嚴重破壞社會秩
序，市民怨聲載道。煽暴派和暴徒眼看暴行引發強
烈民憤，於是施展栽贓嫁禍警方的伎倆，意圖藉此
將暴徒縱火、破壞、傷人等惡行的責任推卸得一乾
二淨。」
老友指出：「栽贓嫁禍警方的謠言不勝枚舉，例

如網上流傳一張黑衣暴徒腰間纏有佩槍、手持汽油
彈的相片，網上有人刻意造謠，指暴徒由警察所假
扮，警方在記者會上嚴正澄清，指該男子並非警
員，該手槍亦非警員所用，重申警方執法必會合法
合例，亦不會做出掟汽油彈的違法事情，絕無警員
假扮暴徒進行破壞行為，對於有人惡意中傷，予以
強烈譴責。」
又如，網傳有義務急救人員被捕，更被警方拗
斷手，又傳目前這位義務急救人員尚無消息，情
況不明，有待跟進。老友說：「香港傳媒對

新聞事件追根究柢的能力很強，所謂『尚無消
息，情況不明，有待跟進』云云，根本是不打自
招的造謠自供狀。」
再如，網傳有員警趁示威者自東區醫院出院時進

行逮捕，經查核純屬假消息：涉事者早於9月29日
被捕，被捕後送院求醫，圖片是送回去拘留；涉事
者穿病人衣服上車，是因為原本衣服染有催淚煙和
胡椒噴劑；涉事者是9月29日被捕後送院者當中第
二批出院的，和跳樓或骨折無關，他們是進急症觀
察病房。老友強調：「醫護有足夠保護措施保障病
人資料，絕非因為員警查到涉事者資料來抓人。」
老友表示：「類似的政治謠言，實在是多不勝

數，例如早前所謂『爆眼少女』、『太子站毀屍』
等，說穿了就是妖言惑眾，栽贓嫁禍警方，煽動暴
力的伎倆。綜觀整個暴力運動，就是從『製造謠
言』開始，企圖欺騙別人，誤導國際

輿論，將暴徒無法無天的罪行推卸得一乾二淨。」
暴力不斷升級，顯示「顏色革命」特徵，而造謠

栽贓是「顏色革命」的例牌操作，暴亂勢力對此亦
步亦趨。老友話：「造謠栽贓更惡毒、更可怕的目
的是，要令市民、年輕人更憎恨警方、仇恨政府、
仇恨藍絲，
要用更血腥
暴力、令人
髮指的手段
來報復，將
香港變成充
滿仇恨廝殺
的 人 間 地
獄。」

謠言滿天飛嫁禍警方 煽動仇恨火上澆油

煽暴派為求搗亂社會無所不用其極，一方面由蒙面暴徒在各區大肆破壞，癱瘓社會

設施。幕後再由一批「鍵盤戰士」大打網上輿論戰，發放各種虛假訊息，部分甚至

打着「新聞」幌子蒙騙社會大眾，務求達到抹黑他人、博取同情、逃避刑責、添

煩添亂等政治目的。對此，香港文匯報還原事實與真相，逐一戳破近日多宗疑幻

似真的縱暴謠言，期望市民能認清真假新聞，勿墮煽暴黑手的圈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余韻

謠言

根據浸大學生
會編輯委員會所
提供的「事發影
片」所見，該名

操普通話男子根本從未
動手。片段開首只見男子對着激
進示威人群，右手指天高喊「我
是中國人」，隨即引起現場激進
分子大聲鼓噪。

暴徒喊「×你老×臭×」
當男子轉身準備走進遮打大廈，
一名蒙面分子突然擋住去路，關上
大廈玻璃門阻止男子進入。與此同
時另一名黑衣蒙面暴徒突然從後施
襲，邊喊「×你老×臭×」邊將男
子推向牆角，並向其面部及身體狂
揮七拳，打到男子眼鏡飛脫，險些
倒地。其後男子在保安協助下進入
大廈，惟入門之際再遭人拋縮骨遮
擊中後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進一步翻查其他網
上片段，發現事發前的
更多細節。片段所見男子遭現場的
人質疑用手機拍攝黑衣人，因此惹
來激進分子群起包圍及指罵，有身
穿反光背心、自稱「記者」的青年
更一度用相機拍下男子手機屏幕。
男子要求青年出示記者證被拒，

面對激進分子不斷圍堵並多次高叫
「返大陸」，男子只得退回遮打大
廈對開範圍，蒙面人卻不依不饒群
起圍毆男子。
綜合網上流傳片段，從未見到所

謂「普通話西裝男打人」的情況，
換言之暴徒所謂「還擊」之說亦同
樣不成立。浸大學生會編委會刻意
顛倒是非黑白，抹黑受害者以便為
蒙面人的各種暴行開脫，是縱暴派
的一貫拿手好戲。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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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文聲稱男子是
「先動手」才被蒙
面暴徒「反擊」，
惟全片未見男子動
手，只見他慘遭蒙
面暴徒連環七拳暴
打。
浸大學生會編委會

fb影片截圖

有網民發現
男子手持消防
喉向天花板灌
水的照片是舊

照，是屬於一名叫Bobo
Ho 的網友於 9 月 6 日上傳到
YouTube關於太子站破壞事件
的影片中截圖；而該名男子坐進
警車的照片則被刊登於《癲狗日
報》9月11日的一則報道裡，並
表示該名男子涉嫌刑事毀壞被
捕，證實與10月4日的事件無
關，而且並非警察。可見全部消
息都是製圖者刻意造謠誤導市
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製圖舊照扮新相
屈警扮暴徒破壞

謠言 真相
「香港民主宣傳小

組」於昨日（6日）凌晨
在 facebook專頁發佈一
則貼文，稱有任職港鐵

員工的朋友透露於10月4日大肆破壞
全線港鐵的黑衣人都是有組織，而且操
非純正廣東話。貼文又稱，禁蒙面法
生效前每一晚都有防暴警駐守，但當
日無人出現，令人感到可疑。並上傳
圖片，包括一名身穿軍綠色上衣、
面戴黑口罩和黑框眼鏡的男子手持
消防喉向地鐵站的天花板灌水的圖
片，以及該名男子坐上警車及疑似

港鐵職員休息室的圖片，目的想指警方再
次派臥底假扮暴徒搞破壞。

當事人接受傳媒採
訪，表示自己當時因長

時間戴着防毒面罩而感到不
適，於是跟着暴力分子逃跑，但未能跨過
路障，因此被警方逮到。當時警方將他的
口罩扯下，令他吸入催淚煙感到不適。警
員其後將他的手往後扭並扣上索繩，但當
時除了感到頭暈和不停嘔吐外，並沒有感
到拗斷手的痛，因為手根本沒有被扭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男急救員澄清無被警拗斷手

10月1日的
黃大仙區暴力

行動中，有一名
24歲的男性急救員於黃昏5時
左右因未能及時逃脫被警方拘
捕，拘捕時警方將其雙手用索帶
綁起帶走。之後網上便廣泛流傳
警方將他的手拗斷，有大量傳媒
形容警方「殺紅了眼」、「無人
性」。

謠言

■男急救員澄清無被警方拗斷手。

真相

浸大學生會編輯
委員會上周五在fb
專頁以所謂「普通

話西裝男打人後被還擊」為題發
出帖文，聲稱當日在中環發起的一場
所謂反對禁蒙面法的非法集會期間，
一名穿恤衫西褲、口操普通話的戴眼

鏡男子在德輔道中與畢打街交
界「打人在先」，才會被現場
黑衣人「還手反擊」。有
關報道並附上一段所謂
「事發影片」，以加
強 報 道 「 可 信
性」。

■有網民踢爆照片來源並非10月4日。

舊相

舊相

扮新相
扮新相

政府發言人昨晚澄清有關傳聞
純屬謠言，絕非事實。發言人
指，政府考慮到目前公共安全
受到廣泛危害的迫切情況，訂

立禁止蒙面規例，以加強警隊執法和
對意圖違法者產生阻嚇作用，遏止暴力，盡快讓
香港社會回復平靜。這絕非隨意的做法，而是一
個困難但必須的決定。發言人又提醒市民要認清
這些社交媒體謠傳的意圖，是製造恐慌，令香港
社會陷入進一步混亂。

緊急法「停市停工停學」？ 又老點
有社交媒體謠傳指行政長

官即將再根據緊急法（即
《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宣
佈星期二及星期三停市，停

工及停學；並且凍結香港人的資產。

真相

謠言

金管局昨日發
出聲明澄清，指
香港銀行體系十
分穩健，銀行有充

足流動資金應付市民的需要，
強調該局絕無計劃以提款法限制
市民每日提款金額，並提醒市民

要小心流言。 這是金管局兩日內
兩度就市場傳聞作出澄清。金管
局前一日已表示，留意到社交媒
體流傳多個不實訊息，惡意製造
恐慌，呼籲市民不要相信流言，
小心核實訊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多間中資銀行
近日成為暴徒的
破壞目標，未能
正常營業，而其

他的銀行亦出現提款潮，多
區均有櫃員機出現現金不足的情

況，令市民使用銀行服務大受影
響。網上有傳言指政府計劃推出提
款法，限制個人提款每日不多於
6,000元，而每星期的上限則為4.2
萬元，以保障社會有足夠流動資
金。

真相

謠言

傳立法限提款額 金管局：絕無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