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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委員會文件第 4/2021 號 

2021年3月29日  

資料文件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有關意見及投訴的個案 (截止 2021

年3月1號 )，詳情請參閱附件。  

 

 

 

 

 

 

香港電台  

202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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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s on Complaints 

(Position as at 1.3.2021) 

 

A. Complaints considered by the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1 which have been deliberated 

by Broadcast Complaints Committee released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2021 

 

Title No. of 

Complaints 

Substance of Complaint Decision  

《頭條新聞》 44 宗 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八日

晚上八時至八時三十分及

同日晚上六時至六時三十

分分別在香港電台（港台）

港台電視 31 台及無綫翡

翠台，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

十三日及二零二零年四月

十日晚上八時至八時三十

分在港台電視 31 台播放

的電視節目《頭條新聞》- 

(a) 該三集中名為「驚方訊

息」／「驚訊」的環節（該

環節）污衊警務 

人員； 

(b) 在三月十三日的一

集，該環節錯誤引述一名警

務人員的發言並扭曲其意

思，影響該警務人員的聲

譽，但沒有提供機會讓他作

出回應。 

通訊局考慮了個案的相關資料，包括港

台提交的陳述，認為： 

污衊及侮辱 

(a) 該三集的該環節開始時，主持均裝

扮成警務人員並以廢物膠袋裹着頸項

和雙手，開場時從大型垃圾桶冒出，該

環節完結時又返回大型垃圾桶。一般觀

眾能明顯察覺到這是惡意的描繪，以侮

辱警務人員及傳達偏見，暗示警務人員

均被視為廢物，遭人厭惡唾棄。這與在

同一節目系列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十四

日播放的另外一集（二月十四日的一

集）所包含的描繪類似。通訊局在審議

關於二月十四日的一集的投訴時，認為

有關描繪具有污衊或侮辱警務人員作

為一個社會羣體的效果。有足夠理據認

為，該三集中類似的描繪亦具有污衊或

侮辱警務人員作為一個社會羣體的效

果。因此，港台違反了《電視節目守則》

第 3 章第 2(b)段的規定； 

 

提供適當機會回應 

(b) 三月十三日的一集在播放一名警

務人員在一個區議會會議發言的片段

時，在畫面加上含意負面的相關標題。

這種表達形式令人覺得該警務人員說

謊和製造假新聞，導致他聲譽受損。然

而，該集中並沒有包含該警務人員的回

應。此外，港台亦沒有提供任何資料，

解釋曾否向該警務人員提供適當機

                                                 
1 The content of Section A about complaints considered by the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is extracted from the homepage 

of the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http://www.coms-auth.hk/en/complaints/handle/broadcasting_services/complaints_ca/index.html 

附件 

http://www.coms-auth.hk/en/complaints/handle/broadcasting_services/complaints_ca/index.html


RESTRICTED 

3 

會，讓他在同一系列節目，或於合理時

間內在目標觀眾相近的同類型節目中

作出回應。因此，通訊局有合理理由認

為三月十三日的一集違反了《電視節目

守則》第 9 章第15 及第 17(c)段的規

定鑑於上述情況，通訊局認為有關該三

集污衊和侮辱警務人員和三月十三日

的一集有關未有提供適當回應機會的

投訴成立。就播放該三集，港台違反了

《電視節目守則》第 3 章第 2(b)段的

規定；就播放三月十三日的一集，港台

違反了《電視節目守則》第 9 章第 15 

及 17(c)段的規定。 

經考慮本個案的情況，通訊局決定向港

台發出強烈勸諭，敦促它嚴格遵守《電

視節目守則》的相關條文。 

 

B. Complaints dealt with by the Director-General of Communications2 falling under Section 

11(1) of the Broadcasting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Ordinance3 from June to September 

2019  

 

Title Substance of Complaint Decision 

How Train Changed the World (火車起革命) 

RTHK TV31 & 31A 

17.4.219 

Inaccuracy Minor Breach 

Talkabout 

RTHK TV31 

12.7.2019 

Inaccuracy Minor Breach 

Teleloping of News Headline 

RTHK TV32 

24.7.2019 

Inaccuracy Minor Breach 

 

                                                 
2 The content and decisions on complaints listed in Section B are issued by the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for internal 

reference of broadcasters concerned and should not be disclosed to other parties. 
3 Section 11(1) of the Broadcasting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Ordinance (Cap 391) provides that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which is established by section 3 of the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Ordinance (Cap 616)) shall refer to the 

Broadcast Complaints Committee complaints about contravention of the said Ordinance, the Broadcasting Ordinance 

(Cap 562), Part IIIA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Ordinance (Cap 106), the terms or conditions of a licence or a Code of 

Pract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