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光社
就保障私隱報業評議會之回應
11/99
現時傳媒污染問題嚴重，最理想的改善方法是傳媒可以自律，不用成立監管
機構，但我們對傳媒能夠自律並不樂觀。主要是由於幾份最暢銷報章的老闆不肯
加入有約束力的報業組織，另外，在目前報業的生態環境，前線新聞工作者難以
堅拒執行違反專業操守的指令。
本社認為新聞及言論自由乃社會之重要基石，而市民在評論政治及社會事務
時亦不應受到規限，故此，反對法改會建議由特首間接委任保障私隱報業評議
會，因為此舉在機制㆖令政府有可能影響新聞自由，縱使起初委任的㆟選真的是
德高望重，廣為社會接受，並不能保證日後不會委任㆒些有意扼殺新聞自由的㆟
士。
對於有新聞界認為，由於業外㆟士不明白新聞界的運作，不應參與成立評議
會，本社不能苟同，因為此說法與過往警察投訴科、律師會及醫學會等組織，反
對外㆟參與審理業內投訴㆒樣理據不足。此外，新聞自由乃整個社會關注的問
題，並非新聞界的專利，不能假設有業外㆟士參與，便會危害新聞自由，而公眾
有權對新聞自由的尺度和傳媒應有的操守表達意見。
故此，本社建議成立㆒個並非由政府委任的法定獨立新聞評議會，該評議會
的組成方式及工作範圍如㆘：
１ 評議會應有㆒半成員由新聞業內有代表性之團體（如記者協會、報業公會、
新聞行政㆟員協會及新聞工作者聯會等）自行選舉代表，但每㆒傳媒機構
不應有多於㆒位代表，令評議會有更廣泛之代表性。
２ 另㆒半之成員由其他關注團體（如教育界、社工界、法律界、家長及關注
傳媒組織等），透過業內有代表性之團體推選代表加入，以確保其公信力及
不會受政府操控。此外，亦可包括私隱專員及影視處代表。
３ 主席應由政府委任之退休法官或資深法律界㆟士擔任（但必須獲評議會其
他成員通過）。
４ 評議會之主要工作應包括：
ａ）訂定有關新聞界之專業守則
訂定有關新聞界之專業守則，並經常作出檢討
訂定有關新聞界之專業守則，並經常作出檢討
ｂ）接受公眾投訴及展開調查，聆聽雙方陳述之理據並作出裁決
ｂ）接受公眾投訴及展開調查
，聆聽雙方陳述之理據並作出裁決
ｃ）公開譴責違反專業守則之報導，有關機構必須以指定之篇幅刊登
，有關機構必須以指定之篇幅刊登，並
ｃ）公開譴責違反專業守則之報導
，有關機構必須以指定之篇幅刊登
，並
獲豁免有關誹謗之起訴
5 評議會之關注範圍不應只局限於私隱，而應擴闊至渲染色情、暴力、虛假失
實及美化罪行之報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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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會不應只局限於監察報刊，應考慮逐步加入其他傳播媒介（如電視及電
台等）
。
評議會初期毋須擁有強大的處分權力，對被裁定違反專業守則和侵犯私隱之
報刊除予以批評或譴責外，初犯毋須罰款，再犯最高罰五十萬，（視乎報刊
的銷量而定，以免扼殺小報刊之生存空間），如日後發覺有關報刊完全漠視
評議會之譴責，再考慮是否需要增加其權力。
評議會之秘書處可由政府撥款成立，但所有職員並非公務員，秘書長由評議
會聘任，並向評議會負責。
有關評議會之運作及相關法例應最少每五年檢討㆒次，並徵詢公眾意見。
政府應成立基金協助被評議會裁定受傳媒侵犯之小市民，控告有關機構，進
行民事索償。

對於過去兩個月有關報業評議會的討論，本社憂慮結果會出現無法成立任何
評議會或由政府委任之情況，兩者對小市民及新聞界皆沒有好處，本社呼籲：
１ 新聞界應與公眾㆟士共同討論如何成立不受政府操控，又能反映市民及公
眾意見之評議會。
２ 市民應把握機會，更多表達是否滿意傳媒現況和應否成立評議會的意見。
３ 法改會應與時並進，收回有關透過委任方式成立評議會之建議，改為考慮
以選舉方式組成。
４ 政府㆒向表示尊重新聞及言論自由，為表明其誠意，切勿以委任方式成立
評議會。
5
評議會其㆗㆒項職能為保障小市民免受不負責任的傳媒肆意侵犯，對於公眾
㆟物，本社認同其私隱權無可避免會相應減少。為免私隱條例對新聞界進行
偵查報導時造成不必要的障礙，政府應增加政治運作之透明度，主動公開更
多資料，而政府決策官員及議員應公開更多個㆟資料（如配偶及直系親屬職
業、本㆟的健康及投資情況等），以避免利益衝突及向公眾證明適宜履行職
務。
此外，在面對傳媒污染問題日益嚴重時，市民最關注的其實並非私隱問題，
而是色情及暴力資訊泛濫，嚴重危害青少年成長之情況，單靠成立評議會並不能
解決有關問題，政府亦不應以成立評議會轉移社會大眾的關注，本社呼籲：
１ 政府應盡快修訂《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警方及影視處應加強執法，
保障１８歲以㆘㆟士不會輕易接觸渲染色情及暴力的資訊。勿讓㆒些唯利
是圖的傳媒老闆繼續假借新聞自由為名，肆無忌憚販賣色情、暴力以至嫖
妓資訊。
２ 政府應成立基金或撥款資助各有關團體（如電視、電台、教署、學校及志
願機構等），大力推動傳媒教育，讓學生、家長、教師及所有市民更了解傳
媒之運作、特性以及本身之權益，從而懂得如何批判㆞接受傳媒所提供的

信息，影響及監察傳媒之運作。

明光社
有關「保障私隱報業評議會」的問卷調查結果 10/99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１本問卷之調查對象為１８歲以㆖之成年㆟。
１本問卷之調查對象為１８歲以㆖之成年㆟
。
２若被訪者反對成立報業評議會，於回答完第６題之反對理由後
，於回答完第６題之反對理由後，不用再回答
２若被訪者反對成立報業評議會
，於回答完第６題之反對理由後，不用再回答
其餘問題，直接轉往第１６題
，直接轉往第１６題，填寫受訪者背景
，填寫受訪者背景。
其餘問題
，直接轉往第１６題
，填寫受訪者背景
。
１ 你認為現時報章侵犯私隱情況是否嚴重？
(99) 否（轉第３題）
( 547)
47 ) 是（轉第２題）
是（轉第２題）
否（轉第３題）
〈85%〉
〉
〈15%〉
〉
若是，你認為那㆒類㆟被報章侵犯私隱的情況較為嚴重？
，你認為那㆒類㆟被報章侵犯私隱的情況較為嚴重？（可選多於㆒項）
２ 若是
，你認為那㆒類㆟被報章侵犯私隱的情況較為嚴重？
（可選多於㆒項）
(76) 小市民
(342) 公眾㆟物
(7) 其他ˍˍˍˍˍˍˍˍˍˍ

(462)

藝㆟

(140) 政府官員

３ 新聞界表示會加強自律
新聞界表示會加強自律，改善現時報章侵犯私隱的情況
，改善現時報章侵犯私隱的情況，你相信會有效嗎？
，改善現時報章侵犯私隱的情況，你相信會有效嗎？
(162) 相信（轉第５題）
( 476
76)) 不相信
不相信（轉第４題）
相信（轉第５題）
（轉第４題）
〈25%〉
〉
〈74%〉
〉
你不相信新聞界能夠自律，原因是
，原因是：
４ 你不相信新聞界能夠自律
，原因是
：
（可選多於㆒項）
(197) 幾份最暢銷報章的老闆不願參與有約束力的報業公會
15)) 新聞行政㆟員及前線記者沒有能力抗衡老闆㆒些違反專業操守的指令
( 215
(167) 新聞行政㆟員及前線記者沒有勇氣拒絕老闆㆒些違反專業操守的指令
04)) 業內競爭激烈
業內競爭激烈，令新聞界為刺激銷路而放棄專業操守
( 404
，令新聞界為刺激銷路而放棄專業操守
(23) 其他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５ 你是否贊成成立保障私隱報業評議會？
( 469)
69 ) 是（轉第７題）
是（轉第７題）
(176) 否（轉第６題）
否（轉第６題）
〈73%〉
〉
〈27%〉
〉
若否，原因是
，原因是：
（可選多於㆒項）(答完請轉第１６題
答完請轉第１６題)
６ 若否
，原因是
：
（可選多於㆒項）
答完請轉第１６題
應由業內㆟士自律，反對外界監管新聞機構
(76) 應由業內㆟士自律
，反對外界監管新聞機構
( 130)
30 ) 會影響新聞自由
(87)
(22)
(70)
(75)
(13)

會受政府操控
會吸引大量投訴，令報章疲於奔命
會吸引大量投訴
，令報章疲於奔命
報章在報導社會問題時會有所顧忌
報章在調查涉及公眾㆟物及政府官員的事件時會有所顧忌
其他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若成立報業評議會，你認為除了私隱外
，你認為除了私隱外，應否同時處理以㆘問題
，應否同時處理以㆘問題：
：
７ 若成立報業評議會
，你認為除了私隱外
，應否同時處理以㆘問題
（可選多於㆒項）
37)) 渲染色情及暴力的報導手法
( 337
〈72%〉
〉
(301)
73))
( 373
(228)
(174)
(8)

渲染色情及暴力的副刊及專欄
失實報導
違反社會道德的報導及內容
影響社會安定的報導及內容
其他ˍˍˍˍˍˍˍˍˍˍ

〈64%〉
〉
〈80%〉
〉

８ 你認為報業評議會的組成方式
你認為報業評議會的組成方式，應該是
，應該是：
，應該是：
(86) 照法改會建議
照法改會建議，由行政長官委任㆒名德高望重的㆟士
，由行政長官委任㆒名德高望重的㆟士，再由他委出由
，由行政長官委任㆒名德高望重的㆟士
，再由他委出由
㆔㆟組成的委任委員會，再由委任委員會委任評議會成員
，再由委任委員會委任評議會成員(轉第１
轉第１0 題)
㆔㆟組成的委任委員會
，再由委任委員會委任評議會成員
轉第１
(90) 絕對不能由政府委任
｝
85))部份可由政府委任
部份可由政府委任，但必須少於
，但必須少於(8)75% ( 113
13))50% (85)
(85)25%｝
( 285
，但必須少於
｝(轉第
轉第 9 題)
(8) 其他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
９ 若不由政府委任
若不由政府委任，你認為應由何種方式產生？
，你認為應由何種方式產生？（可選多於㆒項）
，你認為應由何種方式產生？（可選多於㆒項）
(73) 全面直選
93)) 業界代表由各業內公會選舉產生
( 193
(49) 業界代表由各業內公會委任
85)) 業外㆟士由有關團體選舉產生
( 185
(49) 業外㆟士由有關團體委任
(10) 其他ˍˍˍˍˍˍˍˍˍ
１０你認為報業評議會的成員應該：
１０你認為報業評議會的成員應該：
(33) 全部由業內㆟士組成
(33) 全部由業外㆟士組成

（轉第１１題）
｝

(370)有業外㆟士參與
有業外㆟士參與，其餘為業內㆟士
有業外㆟士參與，其餘為業內㆟士，但業外㆟士不應
，其餘為業內㆟士，但業外㆟士不應 ｝（轉第１２題）
多於 (33) 75%
( 259)
(72) 25%
｝
59 ) 50%
(2) 其他：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其他：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
１１你贊成全部由業內㆟士組成，不應有業外㆟士參與的原因是
，不應有業外㆟士參與的原因是：
１１你贊成全部由業內㆟士組成
，不應有業外㆟士參與的原因是
：
（可選多於㆒ 項）
( 27 ) 業外㆟士不了解新聞運作
(13)
(10)
(7)
(1)

業外㆟士參與會影響新聞自由
業外㆟士參與會影響新聞界的專業㆞位
業界㆟士完全有能力處理有關問題，毋須外界㆟士參與
業界㆟士完全有能力處理有關問題
，毋須外界㆟士參與
其他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１２若有業外㆟士參與，你認為應包括那些㆟士？
，你認為應包括那些㆟士？（可選多於㆒項）
１２若有業外㆟士參與
，你認為應包括那些㆟士？
（可選多於㆒項）
(130) 法官
(202) 律師
(205) 教師
( 217)
17 ) 社工
80)) 傳媒評論員 (129) 議員
( 280

(239) 大專新聞系講師
(209) 學者
(274) 關注傳媒組織
(180) 家長
(112) 政府官員 (20) 其他ˍˍˍˍ

１３你認為報業評議會的工作權限應包括：
１３你認為報業評議會的工作權限應包括：（可選多於㆒項）
53)) 制訂專業守則
〈75%〉
〉
( 353
26)) 接受市民投訴並作出仲裁
( 326
〈70%〉
〉
(266) 主動進行調查
(114) 嘗試進行調解
(289) 公開譴責違反操守的機構而免受誹謗起訴
(178) 被譴責的機構必須以指定篇幅刊登譴責內容
(41) 以罰款處分有關機構
(8)
其他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57%〉
〉
〈62%〉
〉

１４是否支持法改會建議，初犯最高可罰款五十萬
１４是否支持法改會建議，初犯最高可罰款五十萬，再犯最高㆒百萬
，初犯最高可罰款五十萬，再犯最高㆒百萬：
，再犯最高㆒百萬：
12)) 是（轉第１６題）
否（轉第１５題）
( 312
(145) 否
（轉第１５題）
〈67%〉
〉
〈31%〉
〉
１５你認為評議會在罰款的權限應為：
１５你認為評議會在罰款的權限應為：
不應有罰款權力，以
，以免影響新聞自由
( 90 ) 不應有罰款權力
，以
免影響新聞自由
(55) 應提高罰則
應提高罰則，以收阻嚇作用
，以收阻嚇作用
(30) 其他ˍˍˍˍˍˍˍˍˍˍ
１６性別 :
１７年齡 :

(292) 男
〈45%〉
〉
(99) 18 – 20

(3
( 353)
53 ) 女
〈55%〉
〉
16)) 21 – 30
((2216
51 – 60

(177) 31- 40

(105) 41 – 50

(27)

(21)

61 或以㆖

１８教育程度 :

(32) 小學程度
(231) 大專

(2
( 268)
68 ) ㆗學
(46)
(45) 碩士或以㆖

１９職業 :

(25) 家庭主婦
(2) 記者
(103) 學生
(2
(43) 藍領
(22) 僱主/
僱主/商㆟
( 214)
14 ) 白領
(124) 其他（包括失業
其他（包括失業、已退休
（包括失業、已退休、及其他非在業者）
、已退休、及其他非在業者）

預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