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大謠言與事實真相

「普及社區檢測」
會流鼻血、DNA會
被「送中」

謠言 事實

獲逾178萬名市民參
與，絕大多數市民認
為檢測溫和，有關化
驗只涉 RNA，而樣
本均在本地銷毀

爆眼女事件，催化
仇警情緒

事主拒絕報案及跟進
事件，更阻止警方索
取醫療報告以調查事
件，至今沒現真身

「韓寶生」為「8．
31事件」「死者」

「韓寶生」一年後以
真實身份王茂俊曝
光，已潛逃至英國

新屋嶺扣留中心有
人被打死及性侵

造謠者潘榕偉被捕後
承認自己為了發洩及
「呃 like」而發布假
消息，目的是誘騙別
人包圍新屋嶺

吳傲雪稱是新屋嶺
受害人

吳傲雪及後改口「有
人」

在陳彥霖案作供的
事主母親是「假母
親」

法院已核實事主母親
的身份及相關證明文
件，並附DNA檢測
認證

有6人在「8．31太
子站事件」中被警
方「打死」，教大
學生梁耀霆入稟要
求港鐵交出事發時
閉路電視片段

梁耀霆取得閉路電視
片段後，表示社會在
「8． 31 太子站事
件」上「放錯 focus
（焦點）」，不再強
調「死人」一事

沙嶺公墓葬有「被
自殺」示威者

在過去12個月的安
葬名單中，無人是40
歲以下，而在公墓落
葬者均有法醫證明或
曾經死因庭裁判

網上訛稱解放軍、
武警混入黑暴

無憑無據

18歲女子聲稱在警
署內因姦成孕

警方調查發現與事實
不符，當事人已被控
偽證罪，並已潛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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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派近年不斷以所謂「違法達義」

謊言為黑暴製造年輕新兵，網絡上更充

斥大量虛假信息，煽動市民仇恨政府。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昨日公布「十

大謠言你點睇」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受

訪市民壓倒性支持立法打擊虛假信息。

郭偉强指出，攬炒派以虛假信息散播仇

恨，使社會嚴重分化，政府應正視問

題，盡快研究立法規管，令香港及早重

回正軌。

94%港人挺立法打擊假新聞
工聯公布「十大謠言」調查結果 批攬炒派造謠播恨分化社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郭偉强議員辦事處於上月22日至本月5日
就10宗近年最受市民關注的謠言，包括

抹黑「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新屋嶺「性
侵」、去年8月31日太子站「打死人」等（見
表），以網上問卷訪問了1,007名市民，了解
他們的看法。結果顯示，94%人認同需立法打
擊謠言、假新聞、假信息，不同意的只有
2.4%，無意見的為3.6%。被問及有關虛假信
息對社會有何影響，最多人認為是撕裂社會
（867人）、其次是惡意誣衊（836人）及煽
動他人（794人）。

普檢DNA「送中」？最荒謬誤導
另外，在十項虛假信息中，828人認為「普及
社區檢測」會流鼻血、DNA會被「送中」最荒

謬誤導；802人認為「爆眼女事件」最煽動情
緒；803人認為有6人在「8．31太子站事件」被
警方「打死」最分化社會。
郭偉强指出，有關假新聞都是有明確動機，

比如於選舉期間攻擊特區政府或政黨等，絕非無
的放矢，社會需要增加關注。
他又指，香港沒有一條法例能針對打擊虛假

信息發布，如現行法例《簡易治罪條例》無法
規管互聯網、香港國安法亦只是打擊絕小部分
危害國家安全的激進分子，而非專門打擊虛假
信息。

郭偉强倡參考多國經驗研規管
郭偉强建議，特區政府應參考新加坡、德

國、法國等多國近年經驗，盡快研究立法規管虛
假信息，令香港及早重回正軌。他重申，理性務
實的聲音近年已遭黑暴、私刑事件所箝制，若再
任由虛假信息充斥網絡，理解真相的市民自然不
敢發聲，反而擔心自己成為異類。
郭偉强強調，言論自由不應被用作散布虛假

信息的擋箭牌，國際人權公約亦指，言論有機會
受法律限制，亦可以構成刑事罪行。

網上世界資訊爆炸，假消
息亦經常包裝再出現，世界
各國近年積極就杜絕虛假信
息立法，有關政府可要求造
謠者、網絡商、社交媒體移

除失實訊息，處理仇恨、惡意誹謗及煽
動暴力的言論，法國更有針對政治抹黑
的打擊虛假信息法案。
世界各國近年亦致力就打擊虛假信息立

法，經常用來與香港比較的新加坡，去年
通過了《防止網絡虛假信息和網絡操縱法
案》，旨在打擊虛假信息散播，及應對現
時網絡世界新格局。法案為新加坡政府提
供依據或指引，一旦發現網上有不實陳述
如捏造的信息，可要求網絡商或個人更正
或移除，甚至封鎖相關賬戶和網頁。
有關法例更規定，倘假消息已廣泛流

傳，政府可要求主流媒體和社交網絡澄清
事實，否則違者將會被監禁最高5年及罰款
最多50萬新加坡元，而該法案設有上訴機
制供網絡商，或個人上訴政府發出的指
令，法院可展開聆訊處理有關上訴。
另外，德國於2017年亦通過《社群網

絡 強 制 法 》 （Network Enforcement
Act，NetzDG），規定擁有超過200萬當
地人註冊的大型社交媒體，當接到檢舉
後的24小時內，必須撤除明顯違法的內
容，包括仇恨言論、惡意誹謗或煽動暴
力的內容，否則可處最高5,000萬歐羅罰
款；而對於「較不明顯」、「有爭議」
的虛假信息或仇恨言論，社交媒體有7天
的時間可以決定是否要移除該等貼文。

法國通過兩打擊假信息法案
法國於2018年也通過了兩項打擊虛假

信息的法案，分別為《反虛假信息法》
和《反資訊操縱法》，前者主要針對刻
意操縱虛假信息，適用選舉前3個月內，
政黨或候選人有權就疑似被刻意操縱的
虛假信息申請禁制令，而法院也必須在
48小時內作出裁決；後者則規定媒體平
台，要公開投放政治廣告的出資者的真
實身份；此法案亦授權法國高等視聽委
員會（CSA）可將意圖影響選舉的「受
外國勢力控制或影響」的視頻下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攬炒派自去
年起不斷造謠，以煽動市民情緒，務求令市民
質疑執法、司法及行政部門，近日亦不斷就
「12逃犯」一事炒作造謠，企圖以此抹黑特
區政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在回答傳媒
提問時指出，有小部分人不放棄任何抹黑特
區政府、香港警察的機會，捏造這樣那樣的說
法，香港過去一段時間一直有一些假新聞，
希望港人能看清楚真相，讓社會向前邁進，
否則繼續糾纏於這些虛假陳述和假新聞，對
香港社會非常不健康。
除了近日有關「12逃犯」的假新聞及謠言，

自去年黑暴以來的假新聞問題亦有目共睹。今
年5月中監警會發布的報告亦指出，互聯網成
為散布毫無依據仇恨言論的工具，篤破所謂
「8．31太子站事件」有示威者被警方毆打致
死，「7．21 元朗站事件」中有「警黑勾
結」，及所謂「警員使用過分武力」等謊言。
另外，今年初的抗疫緊要時刻，亦一再有
謠言抹黑特區政府的抗疫工作，聲稱特首林
鄭月娥同意以香港醫療體系，協助國家分流
處理疫情云云。林鄭月娥直斥有關帖文內容
荒謬，並指大家都明白散播這些謠言有何目
的及企圖，直指謠言會令處理疫情的工作更
加困難，而政府亦要時常監測網上流言及假
消息並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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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近年紛立法杜絕假消息

■郭偉强(右)指出，攬炒派以虛假信息散播仇恨，使社會嚴重分化，政府應正視問題，盡快研究立
法規管，令香港及早重回正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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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昨公布「十大謠言你點睇」調查
結果，逾九成受訪者支持政府立法打擊謠
言、假新聞。去年修例風波以來，刻意製
造謠言、散布假新聞，成為攬炒派煽動暴
力、製造撕裂仇恨的重要手段，也是攻擊
政府和政權機構的慣用武器。假新聞妖言
惑眾、分化社會，但本港現有法例難以有
效打擊，而世界不少國家已通過立法打擊
假消息，並以政府強力執法震懾互聯網散
播虛假信息行為。本港應借鑒其他國家成
功做法，由政府立即啟動立法，嚴厲打擊
假消息。

工聯會在反修例事件和新冠肺炎疫情事
件中，選取10項虛假訊息進行網上調查，
結果千人中有802人認為「爆眼女事件催
化仇警情緒」的訊息是最煽動情緒，有
803人認為「8．31太子站稱有6人遭警方
打死」是最分化社會，「普及檢測會流鼻
血及 DNA 送中」被認為是最荒謬誤導的
假信息，另有分別逾800人認為虛假信息
撕裂社會和惡意誣衊，94%的受訪者認為
政府應立法打擊虛假信息。謠言、假新聞
催生仇恨、製造撕裂，合理化「私了」、
起底、「打砸搶燒」等違法行為，對香港
法治和社會秩序造成重大傷害，此次調查
結果再次清晰顯示，本港主流民意認為打
擊假新聞具必要性和迫切性。

本港警方已多次表示，根據香港現行法
例，大部分在現實世界用以防止罪行的法
例，均適用於互聯網世界，如網上行為在
現實世界亦屬違法者，警隊便可透過相關

法例執法。但面對有組織的造謠和以政治
操作大量炮製假新聞的嚴峻現實，現時本
港法例僅規管任何人使用電報、電話、無
線電話等傳送虛假信息，但不包括互聯
網，而且罰則亦沒有阻嚇性，難以有效打
擊虛假信息。

目前世界各國致力通過專門立法打擊互
聯網假新聞，如德國2018年1月1日正式
實施 NetzDG 法案，強制要求社交平台在
24小時內刪除明顯非法的不當言論，否則
將面臨高達 5,000 萬歐元的罰款；法國下
院在 2018 年 11 月通過《反資訊操縱法》
和《反虛假信息法》以打擊假新聞；新加
坡2019年10月2日正式推出《防止網絡假
信息與網絡操縱法》打擊假新聞，根據新
法，若個人發布「違反公共利益」假新聞
的話，違者會被監禁最高5年及罰款最多
50萬新加坡元（約286萬港元），當年11
月25日，新加坡政府首次引用該法例，要
求反對黨「新加坡前進黨」黨員鮑耶更正
一則質疑淡馬錫投資獨立性的帖文。

立法打擊假新聞已成世界潮流，歐盟近
期亦要求 facebook 等加大力度打擊假新
聞，並表示今年底前提出一項被稱為數字
服務法案的新規定，增加社交媒體對平台
內容的責任與義務。本港社交媒體及網絡
虛假信息、假新聞充斥，並且成為政治武
器破壞法治的現狀，不能再持續下去了，
特區政府應立即着手通過立法打擊假消
息，為香港重回法治正軌創造更好的法治
環境。

政府立法打擊假消息刻不容緩
本港經歷三波疫情，反反覆覆，市民已經出現

嚴重抗疫疲勞，而防疫措施的執行明顯不到位，
加劇了疫情持續擴散的風險。經歷大半年疫情折
騰，本港社會經濟民生和政府財政正面對嚴峻局
面，必須痛定思痛，採取非常手段徹底把疫情控
制住。政府必須馬上加強各項控疫措施的執行力
度，從嚴執法，同時盡快實施對高風險群組和有
病徵者強制檢疫規定，不能再議而不決，延誤時
機。

在上月的普及社區檢測後，本港在上月底出現
數天的本地零感染，但隨即又被新一輪的酒吧群
組、院舍群組、酒店群組等病例打破。港大微生
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表示，政府在第三波疫情
後，未完全清零的情況下就放寬社交距離限制，
若本港現在不針對高危控制點採取措施，預料冬
天隨時會有過萬人感染，導致逾千人死亡。

最近出現的數個本地感染群組，都與市民防疫
鬆懈，部分行業沒有嚴格執行控疫措施有關。月
初的國慶中秋假期開始，市面氣氛明顯熱鬧，商
場、酒吧、食肆經常人頭湧湧。媒體調查和專家
觀察都發現，很多場所根本沒有嚴格遵守政府的
防疫限制，包括食肆、酒吧入座率爆滿，違反入
座率50%的限制，場內人士脫下口罩高談闊論，
導致病毒極容易擴散。至於酒店更成為部分不自
覺的市民逃避限聚令開派對的場所，以所謂
「staycation」（留港度假）為藉口，在酒店房間
內大肆聚眾狂歡。

以上種種情況公然違反政府的防疫規定，或違反
《旅館業條例》等，但業界亦明顯自律不足，更大
的問題是有關部門巡查執法不嚴，受到處罰的個案
很少。事實上，本港防疫措施一直主要依靠市民自

律，他律的力度不足，可謂防君子不防小人。隨着
疫情的時間持續，社會本就出現防疫疲勞，少部分
經營者和市民視防疫如無物，這個時候政府如不加
強執法，會給業界和市民傳遞放鬆的信號，最終造
成防疫措施形同虛設，疫情惡性循環。

另一方面，政府上月進行的社區普及檢測計劃
同樣以自願為原則，雖然計劃成功吸引180萬市
民參與，但明顯未能徹底切斷隱性傳播鏈。然而
普檢的實施，大大提升了本港的檢測能力，現時
政府和私營機構綜合的檢測能力已達數萬個。政
府有必要、有條件盡快推行強制檢測，尤其是先
對各類高危群組和有病徵人士強制檢測。袁國勇
表示，政府門診和私家醫生所做的檢測中，每1
萬人可以分別找到 46 名和 84 名患者，比例較普
檢高出上百倍，因此對有病徵者強制檢測是有緊
迫性。事實上《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已經賦權
衞生主任對懷疑染疫的人士強制檢疫，政府大可
要求醫生對求診的有病徵人士做即場檢測，最快
找出隱形患者。

另一方面，最新的幾個病例群組，不少病例是
餐廳侍應、酒店及院舍從業員等前線人員，他們
每天工作接觸大量不同人士，染疫風險本就較
高，而一旦染疫亦對其他人造成較高的傳播風
險。強制要求這些群組檢疫，既是為了其自身健
康，也是為公眾健康。因此，政府實在大條道
理，以公共衞生為由要求高風險的前線工作者強
制檢測，直接將檢測作為相關行業的上崗要求。
而業界亦應積極配合政府的檢測措施，因為正如
酒店業主聯會執行總幹事李漢城所指出的，如業
界不履行把關責任，不自律而最終由政府出手，
只會更打擊業界生計。

從嚴執法強制檢測 力避疫情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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