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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承諾不論甚麼情況，不論在甚麼

平台都要盡最⼤能⼒，講出真相

在網絡環境中，任何⼈都可以成

為發布者。 ⼀個記者能獲得讀者
的信任，是因為他/她貫徹遵循
道德規範。

這些準則與在數碼環境中⼯作的

記者特別相關，包括但不限於社

交和⾏動媒體。 第⼀⾴將提供⼀
般指引。，⽽第⼆⾴的指引則會

針對⼀些特別的問題或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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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

您發布的任何事實均應有⾄少兩

個可靠的消息來源⽀持。更多的

消息來源甚⾄更好。 檢查您的事
實和消息來源，然後再次檢查它

們。

為何？

- 失實訊息和虛假消息⽐⽐皆
是。作為記者，你應解決問題，

⽽⾮製造問題。

- 確保信息的真確對對信譽⾄關
重要。 沒有⽐錯誤報導更快地破
壞信譽的事。

如何？

- 不要為了速度⽽犧牲準確性。
應花時間⼩⼼驗證。

參考：《 IFJ全球憲章》的第1、
3和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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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責制

尋找機會告訴別⼈你基於甚麼原因採取⼀些⾏動，您能否提出令

讀者接受的理論基礎？ 如果沒有，請停下來重新考慮。

- 在數碼世界中，保持透明度能增強您的信譽，既可⾏⼜有價值。
- 信任度下降主要由於⼈們對記者的動機有所誤解。

- 將理由明確列出，⾄少在⼼中 。 如果您在掙扎，請問⾃⼰為甚
麼。

指引

為何？

如何？

Credit: Isaac Lawrence / AFP



對受聚的回應

聆聽使⽤者的意⾒。從交流訊息的⻆度思考，⽽不僅僅想去傳遞

信息。培養您對萬物的好奇。 新聞專業是⼀種學習，⽽不單純為
了收集精句 。

- 在數碼世界中，沒有⼈必須，也沒有⼈會呆在教室裡學習。

- 遵循與受眾互動的「⿈⾦法則」：您希望⽤戶如何尊重您，您
也同樣地尊重您的⽤戶 。

指引

為何？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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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覺

在你點擊並⽴即在全球發布某些內容之前，先暫停並思考對個⼈

造成的任何傷害，都會超越對公眾的好處。

- 私隱是⼀項⼈權，如今是很容易被破壞，卻很難去恢復。
- 在數碼世界中，每個⼈都可以看到所有內容，並透過共享將其
放⼤。

- 確定故事中的利益相關者，並考慮出版對每個相關者的影響。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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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假設沒有任何通信能夠完全和永久地

保持私密 。
… 然⽽，若盡可能保持離線狀態，並利
⽤強⼤的加密⼯具，提⾼您的網絡安

全，以對敏感的消息來源的⾵險降⾄最

低。

參考：《 IFJ全球憲章》的第7和8項。

網絡安全

任何的網絡訊息均可能被其他⼈取

得。

仇恨⾔論

有⼼⼈能輕易使⽤您的⽂字和圖像作

為武器攻擊他⼈，這會破壞你的信

譽。

避免通過⼈⼝統計屬性來描述消息來

源或主題。 概括的報導會導致對某群
體觀念的定型，盡量報導個體的⾔

⾏。

參考：《 IFJ全球憲章》的第9項。

問題

指引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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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安全

對於那些想讓記者沉默的⼈來說，要找到記

者，從未如此簡單。

…他們還能透過記者能找到其消息來源者。

應該對記者和消息來源者進⾏例⾏⾵險評

估。 確保有⼈知道您在哪裡，您在做什麼以
及什麼時候會回來。

“公⺠新聞”

⽤戶提供的⽂字和圖像可能⾮常寶貴，但也可

能不太可靠。

制定明確的程序，並嚴格遵循，以驗證所有

外部內容。

… 但是要培養可靠的消息提供者，同時要注
意不要使他們處於危險之中。

問題

指引

問題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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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機會，以證明您的⼯作符合公共利益。 避免在社交媒體發
表你正在採訪的主題的個⼈觀點，以避免損害信譽。 避免損害
記者的獨⽴性和誠信。

參考：《 IFJ全球憲章》的第11，13和14項。

利益衝突

全世界對記者的信任度都愈來愈低。 認知偏差是⼀個主要因
素。如果觀眾懷疑您對他們的承諾，那麼公平和公正幾乎沒有

任何價值。

問題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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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的個案
正如本指南資料中所提及，以下是⼀些記者在報導時⾯對的道德

操守問題的例⼦。其中⼀個關注點是對⾏動者⾝份的保密；此

外，記者之間要爭取在最短時間提供完整且公正（從他們的⻆度

⽽⾔）的報導，亦是另⼀個關注點。在⼀些個案中，⾏動者可能

因公開其⾝份或位置，⽽致使其⽣命受到威脅。

挑戰⼀: 
私隱問題 – 應否將樣貌模糊化？
當國家的監控正與⽇俱增，在⽰

威活動中，⽰威者的外貌及⾝份

的保障引起關注。有說法認為公

開⽰威者的樣貌或其他可使其⾝

份暴露會為他們帶來危險，包括

被起底或其他暴⼒威協。有些傳

媒會將⽰威者的相貌模糊化，有

些就不會。另⼀⽅⾯，有些消息

來源者選擇掌握⾃⼰的私隱，拒

絕在⾝份沒有保密的情況下接受

訪問。記者往往所⾯對的兩難就

是，應該只將⼀些主動提出要將

⾝份保密的受訪者的樣貌模糊

化，抑或遮蔽更多⼈的樣貌以保

障他們？

在以下的個案中，亦出現上述有

關私隱的考慮：於2019年7⽉1
⽇，

當⽰威者進⼊⽴法會⼤樓時，其

中⼀個⽰威者在樣貌沒有任何遮

蔽的情況下，在現場的傳媒⾯前

發表公開演說。⼀間本地英⽂媒

體，Hong Kong Free
Press(HKFP)於其Facebook 專⾴
上載了這位⽰威者的照⽚，其後

引來不少批評，並要求他們刪除

此照⽚。HKFP 主編Tom Grundy
其後於其Twitter 指出，使⽤該
照⽚是因為該位⽰威者是「有意

識地在媒體鏡頭前脫下⾯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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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即時發佈的新聞會危

害到消息提供者或其他個⼈的安

全。關於即時發佈新聞、 甚麼時
候適合直播，哪些資訊可以實時

發佈、哪些資訊應先作仔細編輯

⽽延遲發佈，都引起不少爭議。

某些情況的發⽣，引起⼀些關於

將消息來源置⾝險地的道德操守

的問題。

其中⼀個例⼦是被廣泛報導的⾹

港理⼯⼤學抗爭事件。當理⼯⼤

學於2019年被警察包圍時，困在
裏⾯的⽰威者試圖⽤各種⽅式逃

⽣。⼀些逃⽣計劃、路線、及情

況被東⽅⽇報及蘋果⽇報即時報

導。⼀些評論指這些媒體協助警

察「關上抗爭者的逃⽣⾨」。相

似的情況發⽣在 9⽉3⽇，有來⾃
⾹港 01及蘋果⽇報在進⾏直播
時，隨⽰威者登上巴⼠。有網⺠

批評這些媒體提供即時資訊，導

致警察上⾞作出拘捕，甚⾄有親

北京的媒體的確認媒體在協助警

察成功拘捕的功能。 

挑戰⼆: 
即時新聞及現場直播

另外，在9⽉1⽇⽰威者逃離機場
時，亦有媒體就其路線及逃離情

況進⾏直播及即時報導，但那些

報導沒有導致拘捕或任何爭議。

此外，亦有其他情況是⽰威者⾃

⼰暴露個⼈⾝份，⽽被其他網⺠

批評不夠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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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好的資料:

First Draft News
https://firstdraftnews.org/
and
https://firstdraftnews.org/tr
aining/
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Network
https://gijn.org/ and
https://gijn.org/fact-
checking-verification/
The Poynter Institute:
Ethics and Trust
https://www.poynter.org/me
dia-news/ethics-trust/

補充了IFJ的指引 (HTTPS://WWW.IFJ.ORG/)

Accountable Journalism:
Ethics codes (global
compilation)
https://accountablejournalis
m.org/ethics-codes
Ethical Journalism Network
https://ethicaljournalismnet
work.org/ and
https://ethicaljournalismnet
work.org/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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