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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在零八年開始擔任電視紀錄片《文化長

河—非物質文化遺產系列》的策劃兼編導，到

上年開始再策劃《文化長河—鐵道行》，經歷

多次回內地穿州過省的拍攝，在尋找文化的過

程中，體驗和鍊歷很多，除在內地拍攝紀錄片

的困難和重重關卡，也著實激起對電視文化節

目的反思，處於後現代後的文化新浪潮裏，在

資訊澎漲和濫竽的洪流下，電視文化節目像被

洪水淹沒了一樣，確實是艱難得難以自處。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各地「文化熱」

潮流興起，人類突然「文化」，突然想起我們

身邊存在已久的文化，文化變得無處不在，從

飲食文化、茶文化、到旅遊文化、建築文化等

等，每個領域都在標榜自己的文化。「文化」

一詞，像街頭的茶餐廳一樣廉價，可以成為任

何物品或行為的標籤，產荔枝的地方就舉辦荔

枝文化節；種茶葉的地方就舉辦喝茶文化節

……，「泛文化」成為改革開放的中國的一種

特徵，一種浮躁的文化心理，這幾乎在訊息世

界裏把文化窒息了。

耕作「文化」心田

現 代 很 多 人 都 認 為 「 文 化 」 是 英 文

「culture」或「civil ization」的翻譯，所以多

數人都會採用西方文化觀的定義來解釋甚麼

是文化。西方著名哲學家泰勒(Tylor)就曾在

1871年的代表作Primitive Culture中把文化定

義為“that complex whole which includes 

knowledge, belief, art, law, morals, custom, 

and any other capabilities and habits acquired 

by man as a member of society.”意即「一

種複雜集結之全體。這種複雜集結之全體包括

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道德、習俗、以及

任何其他人的才能和習慣。也指社會的每一個

分子而言。」這個定義的意思幾乎把人類所有

的東西，凡想得出的，都網羅在內。要把文化

定義為「全部」，就好像說所有物件都是由原

子構成，基本上沒有人反對，可這說法也就太

「偉大」、太「籠統」了。

我也曾聽過一個說法，久久令我著迷：

「在英文裏，culture源於cultivate，即耕作。

原本山野的荒地經過耕作而成為農田，引伸到

精神層面，便是教養和教化。以前和尚到富戶

門外化緣，對方問他們，人人都要工作，漁耕

工商，各有生產，我為甚麼要把米飯給予你

們這些不事生產的人？和尚便回話，我們也耕

田，一般人耕的是農田，我們耕的是心田。大

抵從事文化工作也是耕心田，耕了心田便有文

化，有教養。」原來文化並不只存在的原子結

構，而是「存在的文化」，因此，在拍攝《文

化長河》的兩年間，我也帶著這份心情去耕

作、遊歴和尋找文化。

回到自己的祖國拍攝，在面對一個龐大體

系的歴史文化，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國度，無論

怎努力，都像在大海裏尋找不同的水點，千絲

萬縷。文化在中國漢語中實際有「人文教化」

的意思。前提是有「人」才有文化，其實「文

化」一詞中國古已有之，漢朝時劉向著《說

苑．指武》中有說：「凡武之興，為不服也，

文化不改，然後加誅。」由此可見，文化最早

的本義就是「以文教化」的意思，它表達了對

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養，也許這就是中

國式的文化觀底下的定義。

電視＝雪櫃

如果我們把中國發明印刷術視為人類第

一次訊息革命，而菲林照片及電影便是人類另

一次訊息再革命，那麼電視的發明便帶來第三

次訊息革命的到來，電視這一電子媒介，以其

像真的動態文化形式超越了千年的傳統文化形

式的文字印刷媒介，電視是一種全息化的資訊

傳播技術，通過光綫疊加和折射再現被攝物體

的空間特徵，試圖把三維世界在二維平面上顯

現出來，製造各種立體畫面，意圖彷真，但結

果都是失敗，因為缺乏了真實，就是人類的感

觀，包括觸覺、嗅覺、味覺及知覺，因而失去

判斷，甚至誤解，形成電視的缺憾，冷漠化的

接觸令電視無法呈視「熱文化」。

有人說 :「電視的螢光幕像一扇窗，是

“家”與“外界”溝通的一扇窗。」我不同

意，因為當我打開家裏的窗，我除了可以呼

吸外面的空氣，我的聲音可以傳播到窗外面；

「 後 現 代 後 」 的電視文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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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打開電視，不能把我的任何意識放進

去，因此，電視更像是一個雪櫃，切切實實是

一具冷漠、外視、疏離的「訊息雪櫃」；「訊

息雪櫃」裏的物品和意識卻是由外界主宰，包

括生產者和傳播者所單方面提供，而不由得接

受者去主宰。雖然如此，這雪櫃裏卻包羅一切

生活所需、所要的，然而，這一切都是雪藏和

冷漠的，把一切原本熱情的感知冷卻後再送給

觀眾，包括冷漠的文化節目。人類這偉大的

發明—電視，其實是一台切切實實的「訊息雪

櫃」。因此，在「訊息雪櫃」裏放上文化節

目，往往變成冷漠、疏離，電視編導把熾熱的

文化冷卻、切件、精選和包裝後放到雪櫃，相

信誰也不願意揀選拿出這一件冷凍文化來。   

「後現代後」電視文化節目

電視文化節目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困

境，在大同小異的娛樂節目的衝擊下，不得不

退到非主要頻道、非黃金時間，有的甚至徹底

地消失。客觀地說，電視文化節目因其嚴肅而

深刻的內容，對收視人群較高的文化素質要求

而顯得有些曲高和寡，不像娛樂節目那樣能為

普遍大眾所接受。在電視窄播化日益盛行、觀

眾人群越分越細的今天，從「現代主義」進入

「後現代主義」，以至廿一世紀的「後現代後

主義」文化；就好像有製作人在電視上以其卓

越深入的手法，製作了一輯文化紀錄片《戲劇

與人生》，其中舉了一個例子 : 有人去看一套

話劇，可是進劇場後，卻發現整套話劇沒有一

句對白，結果有人看不明，有人覺得這不是

「話」劇。這個例子要談的其實是關於《戲劇

與人生》，結果就有人把這一小時的文化紀錄

片略過去，只把他舉的那個看話劇的那段挖掘

出來說：「怎麼了！這種事情也就太荒唐呀，

我就真沒看過沒有「話」的話劇。」然後就有

人接下去說：「我更慘，我曾經看過話劇，

不但沒有話，連劇都沒有的。」而後又有人問

說：「會不會有一天，我們看話劇，連演員都

沒有。」可是標題是談《戲劇與人生》，接著

就有十幾篇文章都在談看話劇的悲慘遭遇，沒

有人談《戲劇與人生》，又或者，這沒有演員

的話劇正是「後現代後文化」的寫照，也成了

現在文化紀錄片的寫照。

先有感動、後有文化

在拍攝第一輯《文化長河—非物質文化

遺產系列》時，已感覺到近年「非物質文化遺

產」（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一詞在

中國文化界、學術界鬧得火熱，也就成了國家

最熱門的話題，上千種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在短短幾年間湧現，令人目不暇給。記得在天

津訪問國寶級大師、非物質文化遺產「天津泥

人張泥塑」的傳承人張乃英先生，著實難忘；

在十九世紀中，泥人張泥塑的始創人張明山一

面看戲，一面「袖底乾坤」，當場就把戲中扮

相揑了下來，神乎其技，張乃英說：「泥人

張泥塑的出現，著實是中國的文藝復興，它

不為死人服務，不為宗教服務，而是為活人服

務…．」，張老先生說起先輩時娓娓道來，可

是在他自豪的眼神之下卻隱藏著憂傷，原來在

天津，他工作室的那條街道就同時有三家打著

「泥人張」旗號的店，各自稱著是「泥人張」

的正牌傳人，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這

件「泥人張」品牌爭產案曾鬧上法庭，在內

地鬧得火熱，原來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七個字有

價、文化有價。但有時文化也可以是純樸得無

俗氣，拍攝《文化長河—鐵道行》時，走訪中

國最北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鄂倫春族的

郭寶林先生，乘坐鐵路去到極北的黑龍江省塔

河縣，已是零下三十多度，製作人員的頭髮和

睫毛都結冰了，在冰天雪地下採訪了鄂倫春族

有最後山神之稱的郭寶林先生，他沒有很特殊

的技藝，用樺樹皮做船，用木材建成居所斜仁

柱，一切一切都只為了生活所需，生活的技藝

變成文化，並不嘩眾，也不取竉。看著他和老

太太穿上毛衣，手挽手的在雪地上漫步，毫不

掩飾地說著愛對方的話，所感受的單是鄂倫

春族的文化，也是他們兩個人的生活文化，來

得自然而真摯。

文化並不高深，也不稀有；我也就是從這

生活的體驗去耕作心田，在「訊息雪櫃」裏耕

作一幅美好的田園，用感動的心情去製作，放

在「後現代後」的香港文化裏，著力令文化有

型化地去製作「電視文化節目」。

	陳偉棠
文化研究碩士，《文化長河》節目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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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新 聞 自 由 倒 退 的 思 索

慣於閱讀「全天候」，鋪天蓋地都是八卦新

聞，心中正嘀咕台灣媒介盡是濫用新聞自由，

突然聽說有報導說台灣新聞自由正遭「軟性箝

制」，觀察家擔心台灣媒體失去獨立公正的報

導能力，淪為金主與政府的文宣機器時，準

會瞠目結舌，不知所措。但是，這則報導是

真的，見諸於香港《蘋果日報》所轉述的、美

國《基督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報導(2011.01.03)。

先說新聞自由。從傳統的新聞學思維去

探討，大眾媒體，例如報社、電台，一般具有

雙重身分，其一是賺錢企業，其二則是以其機

構的地位、位階和名譽，為其每日生產的訊息

（新聞）背書的社會公器(public institute)。企

業無資金不行，所以，大眾媒介賺錢是天經地

義之事，但是，既然身為社會公器，理念上，

就得履行社會公民責任，唯社會福祉是尚(for 

public good)，目的清楚而明白。為了方便其

行事，社會也不期然授予、承認和尊重大眾媒

介，相對於他者而言，會具有更多、更廣濶的

新聞自由空間。所以，幾乎可以這樣的說，新

聞自由是大眾媒介與社會所特有的互動關係，

是很機構性的。

世界各國對新聞自由的一般解釋，通常大

同小異，其最基本意涵則為：1. 樹立傳播媒體

事業權利，出版前不須受政府機構檢查、請領

執照（或特許狀），亦不須繳納保證金，亦即

所謂出版「事前限制」(prior restraints)；2. 刊

物內容出版前，不受檢查，出版後除法律責任

外，不受干涉，亦即所謂出版品「事後懲罰」

(subsequent publishment)；3. 媒體有蒐集資

訊、接近新聞來源、對資訊來源保密，以及編

輯與發行的權利；4. 有報導、討論及批評公共

事務的自由；5. 政府不得以重稅、或其他經濟

力量為手段，來壓迫新聞事業，亦不得以財力

津貼、或賄賂新聞事業；6. 政府避免參與新聞

事業（經營）；以及7. 人民有閱讀、收聽的自

由（或不閱讀、不收聽的自由）。

置入性行銷的爭議

再說置入性行銷。其實，它不過是廣告新

聞化、新聞廣告化的新瓶裝舊酒，早見於電子

商業廣告運作，將商品「矇混過關」。例如，

在影集中，凸顯出某大明星名牌衣著；所以學

者對商品在電子媒介的置入性行銷定義為：一

種由廠商付費的產品訊息，透過低調、不驚動

閱讀聽眾拍攝手法，將有品牌的產品，投放在

電子媒介節目中，以達到影響閱聽眾的目的。

某些廣告效果研究，肯定商品在電子媒介的行

銷，的確有一定的促銷效果，但這種方法的使

用，一開始即糾纏著專業倫理的爭議。

事件起因，是台灣一位報紙資深記者，年

初因為個人不滿報社接受政黨、政府和金主的

置入性行銷(product placement)而辭職，告別

近十七年的記者生涯，不再忍受廣告化新聞(業

務配置)肆虐，並且透過網站，發起「反政治性

置入性行銷」，獲得十個社團和近二千三百人

聯署支持，因而引發關注。

新聞自由的基本意涵　　

在此則報導中，還引述了壹傳媒集團主席

的亞洲版《華爾街日報》投書，以及台灣一些

媒介關注組織人士的說法，指出台灣新聞自由

倒退危機已然存在。例如，台灣〈新頭殼〉一

位編輯說，台灣「幾乎所有媒體」面對中國新

聞，都已在「自我審查」；而台灣媒體觀察教

育基金會董事長更以海峽海岸所簽署的「兩岸

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為例，指責政府動

用大筆預算去宣傳，媒體報喜不報憂。

撇開本則報導的報導正確性、「政治正確

性」不說，從傳統新聞學觀點看此則報導，倒

帶出兩個新聞學論題；一個是老掉牙、但歷久

彌新的新聞自由論證，另一個則是最近在台灣

成為注目焦點，鬧個沸沸揚揚的置入性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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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者屢屢指責，產品置入，是在閱聽眾

不知情、內心不設防的情形下進行，這其實是

在欺騙閱聽大眾。不過，由於效果的驗證性，

台灣「政治江湖」，便立刻想到將政策文宣視

之為一種商品，而將之置入新聞或節目內行銷

（宣傳）的做法，而媒體一旦開得此「金礦」，

更加食髓知味，金主與媒介共舞，情況便愈演

愈烈，終於引發起反對政府、政黨用金錢在媒

介新聞節目中，作政策文宣置入性行銷社會浪

潮。

批評者認為這樣的一種置入性行銷做法，

混淆新聞與廣告界綫，令閱聽眾難以辨識；而

且，這種行銷方式，可說是在閱聽眾毫不知情

之下，利用了他們對媒介的信任而為之的，實

在是一項欺騙共謀，違反專業倫理，不符公眾

利益。因此，新聞報導置入性行銷所引發的疑

慮，更令人不快。

就台灣政治情況而言，1989年政府開放媒

體刊登競選廣告，截至當年十一月，競選廣告

在報紙、雜誌的投資額已高達台幣一億七千 

四百五十餘萬元，而2003年至2008年民進黨

執政期間，根據一位立法委員統計，其時新

聞局統包親綠電視台和報紙，可能高達台幣

五億七千三百餘萬元，數字實在驚人。雖然，

台灣新聞局在2001年頒布〈節目廣告化或廣告

節目化認定原則〉，明訂將商品置入節目中，

是一項違規行為，算是對商品廣告有相當程度

的規範；例如，如果在節目中推薦特定商品使

用方式或效果，則不論有否提及該一商品名

稱，都認定是節目廣告化。但除此之外，原是

無法規可以將置入性行銷作出指引的。不過，

今年元上旬，台灣立法院三讀通過〈預算法增

訂草案〉，起碼象徵著台灣社會正式踏出規範

政府將政策、文宣等等，置入媒介新聞行銷的

第一步。該增訂條文明定中央地方各機關（包

括公營事業、政府捐助基金50%以上成立的

財團法人，或政府轉投資資本50%以上的事

業），禁止從事、委託辦理置入性行銷。

衡量新聞自由的量尺

從上述兩個論題綜述，不難發現，《基督

科學箴言報》所作的台灣箝制新聞自由報導，

其量尺來自於新聞自由觀點，新聞自由與政

府、政黨文宣置入性行銷扞柊，以及一份通

俗量報大老闆的一封報紙投書合奏而成。置入

性行銷無疑是台灣政黨爭鬥中的一大敗筆；然

而，一個源於歐陸批判理論的弔詭則是：難道

閱聽眾都不靈光，而必然受到政府、建制、媒

體和媒介內容的「牢制」(domain)，而全然不

能反思則箇？而其實光就廣告而言，閱聽眾只

要稍具媒體素養常識，應即可從運用策略和

說服目的，去分辨出哪是商業廣告、公益廣告

和政治性的競選廣告，媒介似難任意地為所欲

為。

回歸到新聞自由，它的確是扎扎實實的民

主基石，因為它得以建立「意見自由市場」，

監督政府，推動社會進步和形成民主政治。但

是，當中又是一個弔詭的是，衡量新聞自由

的，是否永遠是一把洋尺？詮釋新聞自由之權

力，又該操在何人手上？財大氣粗的媒介主？

以清正自許的觀察者？抑或是一般憑直覺的社

會大眾？

《基督科學箴言報》今次所提及的兩岸

ECFA簽署，政府、媒介都未盡告知之責，但

此則新聞却由台灣民眾票選為2010年度台灣第

一大新聞；而到過台灣南部的人，聽得沒有執

照、不合法而肆意漫罵、攻擊政府的地下電台

廣播震耳欲聾時，心中會否泛起台灣新聞自由

太濫的感受呢！

	彭家發
台灣政治大學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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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語境下的國家形象構建
在２０１１年1月17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國是訪

美前一天，一則出現了50位成功華人代表的

中國國家形象宣傳片，在紐約時代廣場循環播

出，並通過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覆蓋全

球播放，還擬在歐洲、拉

美、中東等地陸續展示。

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官方在

全球化語境中正在逐漸利

用媒體公關，按照國際慣

例，高調塑造中國正面形

象，宣傳中國影響力，宣

傳中國文化。

Samuel Hunt ington在《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中提到未來世界的國際衝突的根源將

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識形態的和經濟的，伊

斯蘭文明和以中國為代表的儒家文明可能共同

對西方文明進行威脅。中國媒體應如何在全球

化語境中爭奪話語權？特別在應如何利用新媒

體築構良好的國家形象？近年來，對網絡信息

的掌控漸成要塞工程。本文從中國現狀出發，

通過對理論的回顧，探討了中國媒體的責任，

爭奪國際話語權，傳統媒體和新媒體都責任重

大，並進行了中西媒體國際話語權對比和探討

了對國家形象的影響，同時提出爭取全球化語

境中話語權，中國媒體應尊重國際慣例。

公共危機處理中的透明度

在公共事件的處理中，傳統媒體的責任不

可推卸，要正確理解正面報道為主，及時通過

官方媒體進行信息公開。

依 據 美 國 危 機 管 理 專 家 斯 蒂 文 • 芬 克

(Steven Fink)的研究，近幾年一些危機事件被

揭示，信息源都是網絡社區。在這些網絡意見

被有意遮蔽的情況下，便會依次呈現危機發生

的四個典型的特徵：

 1. 在強度上事態迅速升級，由不為人所知，

達到引起公眾廣泛注意。

 2 引起越來越多媒體的注意。

 3. 社會負面影響，煩擾之事不斷干擾正常的

活動。

 4. 事態影響了組織、政府、相關職能部門的

正面形象和團隊聲譽。

美國心理學家G．W．奧爾波特認為流言

一般發生在和人們有重大關係的問題上，他提

出流言的流通量（R）與問題的重要性（i）和涉及

該問題的證據曖昧性（a）之乘積成正比，即：

R＝i×a（流言的流通量＝問題的重要性×證據

的曖昧性），並且指出流言的發生與流傳的三個

條件：

 1. 在缺乏可靠的信息的情況下，最容易產生

與傳播流言；

 2. 在不安和憂慮的情況下，會促使流言的產

生和傳播；

 3. 在社會處於危機狀態下，如戰爭、地震、

災荒時，人們容易產生恐怖感和緊張感。

所以危機突發初期，職能部門通過官方媒

體信息公開的及時、得當與否，直接影響事態

的發展及處理危機事件的效果。在缺乏可靠的

信息或得知信息狀況的曖昧的情況下，最會推

動人們去通過流言渠道尋求信息。

1970年雲南通海大地震造成15600多人死

亡，30周年紀念會上才披露死亡人數；1976

年唐山大地震，直到3年後才爆出死亡人數

240000人；2003年的SARS事件中的應急管

控媒體報道，從1月發病到4月才公佈疫情，

導致錯失時機。對災難性事件的報道，如果把

以正面報道為主的方針片面理解、推到極端，

變成只報喜不報憂，只報災不報害，忽視公眾

知情權，以至於連死傷人數都要刻意遮蓋，那

就是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學，與黨的實事求是原

則相違背，是荒唐可笑的。2003年「非典」期

間，衞生部長和北京市市長因隱瞞疫情、防治

不力受到免職處分，部分官員被免職是我國災

難性突發事件新聞報道的轉折點。

利用新媒體網絡傳播爭取話語權

前文中提到構建全球化語境中的中國形

象，中國新媒體責任重大。Mart in A lbrow

指出各民族將在全球化下融合為全球社會， 

(Albow, 1990:9)。中國在全球化語境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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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要從以下幾點入手爭奪話語權。

首先要尊重新媒體的市場運作規律，進行

正面引導，掌握話語權。由於市場運作漸入主

體，國家影響力從傳統的直接限制，漸變為部

分利用投資來正面導向。近些年各個主要通信

渠道國家都在大力通過整合集中力量，發揮國

家企業的主導的正面影響。例如：中央電視台

及地方廣電都建立了網絡電視等新媒體網站；

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的重組等等；

黨政軍都建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各級政府也

建立了多個主要新聞網站，充分通過正面導向

影響輿論。

同時，正面導向之外，中國政府對網絡

內容還進行多樣、多層次、跨部門的監管，由

於終端的多樣化，對內容的監管的是從「互聯

網接入服務提供者」到「各級人民政府及有關

部門」的責任。對手機終端監管也逐漸列入日

程，包括發放相關內容以及技術牌照；重組

後，國家隨之展開了網絡大整頓、手機涉黃大

整頓；通過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強化了對網

絡、手機等內容的控制。

此外，應加大管理力度並加強與國際組織

的溝通。一方面，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公開制

度，以及建立「網上信訪」制度，收集民聲建

議；另一方面，應該懂得利用媒體發出聲音，

加強與國際組織的溝通。如：政府轄下公安部

門、新聞管理部門、通信管理部門、文化管理

部門、廣播電影電視部門等。

Daya Kishan Thussu在《Internat ional 

Communicat ion》一書中指出，在後冷戰時

期，後911時代，媒體所青睞的熱點共產主義

的威脅論漸變為了穆斯林恐怖威脅論。全球熱

點話題不論是核武、反恐、貿易條例、人權還

是國際法，美國在沒有一個全球可信賴的媒體

系統的時代，仍然以極其廣泛深遠的影響佔據

統治地位的。

西方媒體在種種事件中佔領著絕對的主

動權，而中國媒體在這些危機時刻是感情的宣

洩還是對國家形象構建的積極的影響？從中國

革命烙印下的延安對外傳播開始，到如今的國

際電台通過網絡傳出聲音，國家形象的構建積

累於一點一滴的事件和報道上。多數情況下，

中西方媒體都會秉承著「正確而公允」進行報

道。而在部分情況下，西方媒體會呈現出喪失

職業水準的失語。特別體現在面對與政府利

益、及西方習慣的意識形態相左的新聞題材

時，西方媒體就會頻頻出現「低級錯誤」。

面對西方媒體的失語，中國媒體一方面

需要在國際新聞傳播會議加入大量歪曲報道的

實例討論，並讓相關西方監督單位加入在中國

問題報道中有問題記者和主持人的名單，盲目

排外和過度悲觀都是和中國的崛起地位不相適

應的；另一方面要在追求普世價值中保持平常

心，盡量爭取話語權，但也要適應自己的好意

經常會被曲解的國際現實。

尊重國際慣例

爭取全球化語境中話語權，中國媒體應尊

重國際慣例，積極合理與國際組織進行溝通，

並利用制度對媒體有序工作進行保障。

首先，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與公民調查的培養對在國際建立正面形象非常

有利。中國媒體應尊重國際慣例。

其次，相關制度保障也是十分重要的。

對於境外企業的中國運營，中國政府堅持外企

要遵守本土法律規範。谷歌事件的媒體報道是

給業界的一大挑戰，也在某種程度上證實外企

與本土管理的國際衝突和協調仍然存在發展空

間，給我國的法制監管提出了地域限制的警

鐘。

最後，文化傳播、學術交流也在全球化背

景下非常重要，適當加強與國際媒體組織以及

部分智庫和學術機構的聯絡不失為爭取話語權

的好方法。當然，國家形象需要提升國力與真

誠傳播共同發展，正如香港科技大學的丁學良

教授就在2011年1月20日舉辦的新視角高峰論

壇上發言指出，中國與世界打交道，言與行都

須進步。

	劉倩	
暨南大學國際學院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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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人促銷— 徘 徊 在 業 界        

 《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在二零零七年十二

月廿二日實施後，電話銷售員(Telemarketer)進

行商業推廣時，須遵守政府所訂立的「遊戲規

則」，不可向「拒收訊息登記冊」的登記者，透

過手提電話短訊(SMS)、錄製語音、電子郵件

或傳真向市民發出推廣訊息，但登記冊及有關

條例不適用於「人對人促銷電話」。在二零一

零年一月，電訊管理局（下稱電訊局）的諮詢

結果，顯示業界（包括五十二所機構）每日打

出逾四十九萬個人對人促銷電話。「八達通事

件」後，反映個人資料在行內不斷被販賣及流

通。面對如洪水般的人對人促銷電話，市民的

生活空間及其私隱保障再次成為討論焦點。

業界自律？

根據電訊局最新公開資料，三年內向「拒

收訊息登記冊」登記的電話逾二百萬。在二零

零九年六月立法會會議記錄顯示，由零七年

十二月至零九年五月，電訊局共處理逾百宗有

關人對人促銷的案件，當中並不包括零九年六

月至一零年的數據。及後電訊局向業界諮詢，

委託香港大學向市民調查。以「不涉及個人資

料的人對人促銷電話應否受到規管」的公眾調

查中，42% 的受訪者認為要「立法規管」；

「無需規管」佔29%，另「不知道∕很難說」

有13%。電訊局則在報告中，將「無需規管」

及「不知道∕很難說」兩項，合併及形容42%

的受訪者「沒有強烈意見」。同類向業界的調

查，由電訊局負責，數據指業界近八成(79%)

認為「無需規管」。但在政府引述相同數據的

立法會文件CB(1) 240/09-10(04)中，超過八

成(81%)市民，表示人對人促銷電話，對生活

構成不便。電訊局的報告重申，認為市民「無

一面倒支持立法」，但會引入相關措施，如設

立「自願實務守則」，希望業界自律。

報告內容有部份「可圈可點」，例如「人

對人促銷電話的潛在好處，不應凌駕於公眾取

消接收不欲接收電話的權利之上」。參考立法

會文件CB(1) 2489/08-09(01)，有市民向政

府質疑，即使在電話中再三向推銷員表明「無

興趣」，奈何來電不斷，變成滋擾。既然電訊

局表明，商業機構有權利用電話宣傳；依其邏

輯，市民亦應有權利，拒絕不同商業機構在市

民身上行使權利，但在上述投訴中則成疑問。

政府的立場是「深切」考慮到業界所顧慮

的「扼殺生存權」。政府面對壓力，釋出「自願

實務守則」，希望業界自律，顧全商業道德。

「大市場、小政府」，單靠「守則」是否有效，

備受壓力團體及市民批評。當中會否有解決方

法？

立法與銷售模式的轉變

在 探 討 前 ， 或 許 簡 述 美 國 聯 邦 通 訊 委

員會 (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

在一九九一年實施的《電話消費者保護法》

（Telephone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of 

1991）。原則上，該條例主要保障固網及無線

電話的個人用戶。推銷員利用電話促銷時，除

必須提供推銷員姓名或機構名稱外，亦要提供

聯絡方法。此外，推銷員不可在晚上九時至早

上八時進行電話促銷。二零零三年，美國政府

另為市民提供「拒收訊息登記冊」。登記後，

若非事前得到用戶批准，否則是禁止撥打。無

論市民是否已登記「拒收訊息登記冊」，經口

頭再次拒絕接收後，推銷員亦需記錄，及不可

在五年內再致電該電話號碼。使用自動撥號系

統裝置時，緊急電話、病房、醫療機構，或

用戶需要為通話額外付款的電話等，一律禁

止。總括而言，非經同意請勿來電。一經違反

可提出訴訟，賠償以五百美元為上限。如有證

明指商業機構故意違反法律，則可獲三倍賠償

（一千五百美元）。

美國政府設立「拒收訊息登記冊」時，社

會內有激烈辯論，認為會把整個電話銷售市場

利潤減一半，甚至拖垮。由於「拒收訊息登記

冊」不適用於政治活動、慈善團體及非牟利團

體的宣傳；法例實施後，商業機構除了向沒有

登記的用戶提供更好的服務及支援外，並透過

上述多方合作，略為改變運作模式，標榜社會

責任之餘亦撈取社會名望。最新研究指，現在

美國境內有五千間電話銷售公司，總年利潤約

一百八十億美元，為全世界最大市場之一。

雖不能杜絕推銷員濫打電話，或部份人認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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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法律罅」；但市民會更清楚其權利，必要

時作相對法律行動。 

由電話引發的深層問題

在香港，手提電話服務供應商是主要「泄

密者」之一。香港各大傳媒，曾大量報道有關

手提電話服務供應商，利用細小的字型寫下服

務條款，市民在近乎毫不知情及沒有機會剔除

該「特殊服務」的情況下，簽署合約。這帶出

五個問題值得深入討論。

第一：市民的私隱資料在業界內不斷重複

滾存。電話銷售公司利用個人資料圖利時，個

人資料的「數據」並不會只向一間公司販賣，

取而代之是向不同的公司，販賣早已劃分清楚

的數據（例如收入、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

資料），以獲取更大利潤。當甲公司得悉市民

不想接收訊息，乙公司的推銷員及提供數據的

公司並不知情，亦不會理會。另甲乙公司會否

販賣其數據，外人更無法知曉，故能否保障個

人私隱則成極大疑問。雖然市民可利用口頭方

式拒絕促銷電話，但根本沒有清楚的法律約束

力。政府所訂立的《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

為人對人促銷留下空間，「上有政策下有對

策」，業界早已適應以作生存，政府在立法前

應該明白。

第二：若來電涉及個人資料，如姓名及性

別等，已涉及私隱公署的權力範圍。政府有責

任，為市民釐清電訊局及私隱公署兩者，在上

述問題上角色重疊的問題，加強監管效率。現

政府為個人私隱問題進行公眾諮詢，無論將來

規管與否，推銷員手持個人資料時大可不向電

話說用戶資料，以《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的

「空間」避之。

第 三 ： 手 提 電 話 在 香 港 已 是 普 遍 服 務

（universal service），差不多每個人也有手提電

話。除單靠市場的競爭減低收費外，亦需靠適

當的法例約束不良商業行為，保障公眾利益。

單靠商界自律，似乎是一廂情願。

第四：既然業界可運用權利致電用戶，市

民亦應有取消的權利免受滋擾，但如何監管則

成疑問。若商業機構將推銷方案外判至內地機

構，如利用VOIP網絡技術等進行人對人促銷，

當中涉及兩地法律問題，監管難上加難。另

外，港人資料在內地外洩會否引起跨境騙案，

政府更需留意。

第五：沒有明確法律約束力下，「八達通

事件」反映出一個無可避免的現象：市民以消

費者身份提供的個人資料，變成不同公司的搖

錢樹。事發東窗後，市民難免憤怒及對政府失

望。

現階段政府只單靠業界自律，能否為市

民的權利提供清楚及有效的法律保障，則成疑

問。為避免騷擾，本地網民把促銷電話的清單

上載至網站，市民有疑問只可經互聯網搜尋

後，才決定是否接聽，或及後利用手提電話的

軟件截停。如電訊局誠言，英國、美國、澳洲

及印度都有相關法例及登記冊。香港政府標榜

香港為「國際大都會」，但在人對人促銷電話

的問題上，雖關了一扇窗，但卻開了一道門。

徘徊在業界及市民中的政府，顯得被動及明顯

偏袒商界。

後記：筆者的手提電話是由母親登記，

直至三、四年前才轉名。執筆時，收到來自內

地的電話，自稱朋友找母親「先生」，叫錯了

英文併音的中文姓。經質問認為是「電話黨」

後，先後致電私隱專員及電訊局查詢，討論應

如何追究資料泄露問題，但最後答覆指因涉及

罪案，應該報警。歸根究底，最初是誰泄露本

人資料？

	林家威
香港城市大學碩士畢業生

及 市 民 中 的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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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訪問 前 應 當 備 課

筆者經常接受媒體訪問，包括電視、電台、

報紙、雜誌、通訊社等等，國內外都有。這十

多年，接觸的中外記者也有上千人、名片都

積累幾大叠，他們無論男女、老中青，都獲善

意接待、詳細講解。既然他(她)們選中你做訪

問，一定看得起你，首先尊重你，沒有理由拒

絕或者慢待。因此，可以說大多數記者都能完

成任務。事後我也看到他(她)們的報導，都沒

有故意歪曲，表達了你的原意。所以，筆者與

各媒體的記者，無論左中右，都是融洽的、友

好的，相信每個報導中國新聞，尤其是有關中

國政治和法律問題的記者的地址簿上，必有筆

者的手機。

對不起，本文倒想品評一些記者的採訪態

度，目的是在於與各位記者，尤其是那些初出

道或吃記者這行飯不在意的記者共勉，以期能

協助他們提高工作水平，加強採訪能力，使能

有的放矢，問到要點，採訪到所需要的內容，

甚至提出新的事實和事件的隱秘。記者如果不

備課，掌握不到必要的問題和事實，與被採訪

對象面對面問答，一不知從何開始，二每問必

文不對題，三引起對方的不耐煩，往往不歡而

散，記者無法交差，被訪問者也不高興，兩敗

俱傷。

做足功夫　有的放矢

最近，筆者接受新加坡英文《海峽時報》

記者的訪問，就覺得十分滿意。這位男性記者

要求我就最近中國大陸大唱紅歌，大談毛澤

東思想作出評述。他首先問我這種新出現的現

象說明什麼問題。我向他解釋這是中共極左

思想捲土重來的結果。我進一步舉例說明極左

派企圖復辟的一些實例，例如司法政革的大倒

退，法官判案必須根據三個至上為準則，即黨

的利益至上、人民的利益至上、憲法和法律的

利益至上，把過去政府機關、社會團體、單位

和個人都要在憲法規範下活動(憲法至高無上)

的規定顛覆過來。因此，要求法官判案要以人

民情感、人民滿意、人民利益為依歸，脫離依

法治國的軌道、造成近年錯案、寃案增多、躲

猫猫、被蓋死事件頻仍。另外，極左路線干擾

手潔心清廉政機制的運行、官商勾結、權勢交

易、腐敗叢生、民間積怨、上訪、打鬥、罵

人、暴力不斷。種種社會弊端、民間困苦、

司法不公、正義不彰，都是極左勢力產生的溫

床。

接着該記者又進一步提及薄熙來在重慶

的打黑、樹立毛澤東巨像和大唱紅歌是否代表

極左勢力的興起、他個人是否有野心打入十八

大。筆者以薄熙來年輕、好勇狠鬥、高幹子弟

的背景說明他在重慶的高調作為，是一切中共

幹部典型的姿態、但肯定決不是純然的個人出

風頭的表現，這當中首先必須接受黨的指示和

領導，給予黨的授權，他才有也文也武周旋的

餘地、坊間說薄是要與其前任李克強鬥狠的說

法，這等於個人權力鬥爭，筆者是不同意的。

這位記者還糾纏第三個問題：極左勢力是

否會持久而最後勝利。筆者也詳細同他解釋，

今日中國主流思想是改革開放，目標是依法治

國完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國家

的目標。雖然，道路是曲折的、時間是漫長

的，其中必有起伏挫折。極左勢力的捲土重來

是歷史的反覆。在某個階段可以泛起紅塵，是

落花流水東逝，不會再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筆者事後感覺到，這位記者是掌握中國大

陸的政治大局的，他僅以一個「唱紅歌唸毛語

錄」的側面作為引子，再深入探討「唱紅歌」前

因後果及來龍去脈，同時選了典型角色來舖排

整篇故事，最後論證極左派蠢蠢欲動的最後命

運，讓新加坡讀者看到今日中國的真確面貌。

我相信，這位記者在採訪之前必定閱讀很多資

料、思索了許多問題、勤力備課，才能有條有

理、深入淺出、層層追問，爐火純真的採訪功

力，為被採訪者所欽佩。筆者最喜歡接受這樣

做足功夫的記者的訪問。

茲引述《海峽時報》記者在報導文章中的

最後一段，說明記者和被訪問者之間心靈一點

通的效果 : Said analyst Mr. Ong, "It's impossible 

for Maoism to return to China. A society must 

progress. Sometimes it takes few steps forward 

and a step back. But it cannot go all the way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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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友金
中國政法大學客座教授

文不對題	乏善可陳	

但是，筆者也曾經接受少數知識不足、又

臨時抓蝦，不做足功課的記者的採訪。例如，

月前接受香港某報的𡃁妹仔記者就趙連海案件

的採訪。這位女記者爭先和我談了很多有關中

國制度和改革的大題目，例如中共司法改革不

是完成了，為什麼還有公安刑訊逼供問題。趙

連海判刑兩年六個月是否重了，律師說最高是

三年刑罰等等，以表示她對中共司法制度也

「略知一些」。但筆者在她談話片斷中已看出

她是一個外行人，甚至是外行得太邊緣強說司

法課題的。

開始正式採訪時，她照例先問趙連海判

刑是否重了。我就直接回答，趙連海案件不

是判得輕重問題，而是不該判有罪問題。一

般來說，記者接下去會問我為什麼「不該判有

罪」，或「應該判無罪」。而這位記者反問，

法院判決中舉出他尋釁滋事罪的罪狀是起哄鬧

事等等，三年最高刑罰判處兩年六個月，怎麼

不是重刑？筆者先向她解釋，根據《刑法》尋

釁滋事罪的處刑是第293條的規定處五年以下

徒刑，因此該罪的最高刑罰是「五年」，不是

律師所說的「三年」。我同時跟她解釋，「尋

釁滋事」行為有兩種分類：一是一般輕微違法

行為，只可適用違犯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6條

規定，最高可處「行政拘留10天」，這是一種

行政法，不構成犯罪。但大興區法院却以《刑

法》第293條規定的措詞相似(毆打人、駡人、

群眾起哄胡鬧)的條文、只因加上「情節惡劣」

的條件判其構成「尋釁滋事罪」，處以兩年六

個月刑罰。這一條的引據是把趙連海判決「犯

罪」。如按照法院判決書所列的「罪狀」，其措

詞與刑法第293條的措詞相似，也與治安管理

處罰法第26條規定相似，只是法官以刑法第

293條的「情節惡劣」為由判其有罪。其實，

如以判決書上法官以最嚴厲措詞描述趙連海的

行為，是適合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6條規定一般

違法行為，最多判其「行政拘留10天」，而不

必判其有罪，因為趙連海的行為並不符合「情

節惡劣」。我解釋到這裡，記者應「打蛇隨棍

上」，進一步問我法官為什麼會判錯。我準備

向她進一步說明法官判錯案的背景與近年來司

法大倒退有關。可

惜，她却轉到其他

司法改革大題目，

表 示 其「 所 知 甚

多 」。 例 如 近 年 中

共建立了健全法院 

、頒佈了幾千部法

律法規、律師人數

也增加了，法制意

識也提高了等等。

對這些大題目的解

釋，至少三天三夜

也講不完。我何必如此無厘頭地講下去呢？

早年，剛改革開放時期，筆者經常回大陸

為很多大學及政府幹部培訓班講授公司法、合

同法等商業課程。有一位電視台記者就內地公

司組織問題訪問筆者。那時候，大陸的公司法

成為熱門問題，採訪這個問題的記者，至少對

公司組織結構及公司法應具備基礎知識。殊不

知，當攝錄機開動之後，記者問我今日內地公

司發展情況，我提供了各企業如何建立公司組

織，並借鑑國外經驗制訂公司法，且舉出內地

建立的「有限責任公司」這幾個字時，這位記

者竟當着攝錄機面前問起「什麼是有限責任公

司？」我一時呆住。什麼，你來採訪內地公司

企業發展情況，連什麼叫「無限責任公司」、

「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

公司組織分類的基礎知識都不具備，如何再繼

續解釋下去，難道必須從公司法的ABC講下去

嗎？最少也需要一學期的課程。筆者當場中斷

了採訪，雙方都非常尷尬。

因此，奉勸各位記者哥哥弟弟，姐姐妹

妹，唔該在你們出發採訪之前，應當搜集有問

題的資料，做一些必要的功課、在腦中儲備一

些基礎知識，訪問時才能有答有問、有的放

矢、舒展自如、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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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令人們的生活得以改善，科技的潮流只

會一路向前邁進，而步伐越來越快，電腦和互

聯網被喻為上世紀的最偉大發明之一。互聯網

開創了廣濶平台，將知識和數據分享，在任何

角落發生的事物，跨越地域界限，打破時空限

制，呈現在眼前。可是，一小撮害群之馬，

破壞了原意和秩序，製造麻

煩。

記得三年前的寒冬，突

然在網上傳出大量女藝人艷

照，成為各大傳媒的頭條，

很多人在網上搜尋和互傳這

些影像，喚醒了大眾對資訊

保安的關注，這好像是個別

事件，但電腦如此普及的情

況下，這隨時會發生在自己

身上，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資訊保安，人人有責

近月網站「維基解密」不斷公開各國的國

防及外交機密檔案，造成極大震撼和尷尬，香

港政府已制訂全面的資訊保安規例和指引給各

部門，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上月已提醒各

部門保持警覺，一部份用戶也成為驚弓之鳥，

對互聯網、雲端運算等，望而生畏。

實際上，使用電腦及互聯網其實可以十分

安全，否則網上銀行及關鍵性服務早就關閉。

現在銀行、政府和商業機構都鼓勵網上交易和

網上服務，從而降低交易成本。互聯網的發展

只會持續，不會停滯或倒退，請勿因噎忘食。

各國政府制訂資訊保安規例和指引，這只能減

少人為疏忽，若在技術層面多加防範，就更有

效。要維持互聯網上秩序，單靠警察捉賊是不

足夠的，若全民皆兵，不良份子就無所遁形。

學會自保免煩惱

很多人對電腦和互聯網的認識不夠深入，

警覺性低，出事後損失慘重，悔之已晚。坐以

待斃不如自學和自保，以下有十點簡易方法，

讓互聯網用戶對網上保安加深理解。筆者所推

介的大部份是開源的免費軟件和在軟件作出適

網 上 私 隱 十 大 自 保 攻 略

當的設定，加強互聯網保安，免遭不必要的損

失。

1.	瀏覽器的選擇

瀏覽器是進入互聯網世界的軟件之一，

其重要性常被忽略，市面上有五種流行的瀏覽

器，分別是微軟的IE、Firefox

（火狐）、谷歌的Chrome、蘋

果的Safari和Opera。很多用戶

和香港特區政府仍用IE6，微軟

早已停止支援，有潛在風險。最

近的功能測試顯示，Chrome 10

測試版排名第一，Opera 10.63

緊隨其後，火狐排第三，儘管

IE9在多方面進行了改進，它卻

排在最後一位。雖然可用測試分

數定優劣，對於用戶來說，選擇

一款快捷、易用和安全的瀏覽

器是最重要的。Chrome和火狐運行速度比IE9

快，在保安方面，微軟的ActiveX功能，容易

被駭客利用，將有害程式隱藏。Chrome和火

狐不支持ActiveX插件，有效防止不良程式和

攔截彈跳新頁，較安全，Chrome和火狐比IE快

很多，下載大檔案更明顯，而且越來越流行。

不講不知，在一台電腦可安裝多款瀏覽器，不

會干擾或影響電腦運作。為了安全，最好盡

快轉用火狐或Chrome，可從以下網站免費下

載。http://www.mozillaonline.com/，http://

www.google.com/chrome/　

2.	電子郵件

電子郵件是常用的軟件，也是通訊的主要

渠道。電子郵件分為兩大類，POP及 web mail

（網上郵箱）。POP需要安裝用戶端，例如：

微軟的Outlook Express, Thunderbird（雷鳥）, 

Lotus Notes等等。相信很多人採用Outlook 

Express，但微軟早在2004停止更新和支援，

有漏洞和隱患存在，風險高，萬一電腦有任何

故障，或者舊電腦退役，新電腦不支援Outlook 

Express，多年的電郵紀錄和地址簿可能盡失，

應盡快升級或改用其他安全的用戶端。雷鳥是

開放源碼的郵件用戶端，2005年面世，不斷

改良和堵塞漏洞，非常易用和穩定，安裝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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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將Outlook, Outlook Express的郵件，地址

簿等遷移入新軟件，有垃圾郵件過濾器，讓你

收發信件更快、更安全，也更簡單。下載連結

是http://www.mozillamessaging.com/en-US/

網上郵箱有Gmail, Yahoo Mail, Hotmail等

免費郵箱，無需下載，無需安裝，隨時隨地，

任何電腦可使用，這些郵箱都有強大的防電

腦病毒功能，十分方便易用，越來越普及。

Gmail有提供郵件備份功能，讓用戶將郵件儲

存。

3.	加密USB記憶棒

醫管局曾多次遺失存有病人紀錄的USB記

憶棒，洩露病人私隱，惹來很多指責。若預先

將數據加密，才存放在USB記憶棒，即使遺失

了，病人紀錄也不致外洩。網上也有很多加密

軟件，而限於安裝了軟件的某台電腦，使用時

不方便。市面上的USB記憶棒，較優質的上千

元，平價的靠不住。筆者發現香港郵局推出了

新的加密USB記憶棒，4GB儲存容量，內附加

密軟件，和個人電子證書，隨時隨地加密、解

密，十分安全兼方便，只售$100，是政府部

門、工商界和市民的恩物，詳情可訪問這網站

或往附近郵局洽購。http://www.ecerts.hk/hk/

4.	簽署和加密電郵

當收到一份電郵，只可憑發件人的電郵地

址識別，不法之徒可假冒電郵地址，發出電郵

行騙。香港政府已有指引，所有機密電郵，必

要用電子證書簽署和加密，即使「維基解密」

截取到電郵也無法破解密碼，避免洩密。

加密電郵不是政府專用，香港郵政署早

於2003年成立公匙基建系統和香港郵政核證

機關，讓廣大香港市民安心使用互聯網，大部

份香港身份證都植入電子證書，若仍未裝或過

期，三個步驟便可，這就可心安理得。

採用香港郵政核證機關的電子證書，在電

郵簽署，讓你的商貿伙伴知道你的真正身份，

無需猜疑，當人人都這樣做，不用電子證書可

能是騙徒，這就天下太平，人人放心！http://

www.ecerts.hk/shop/

5.	誠信網站

網 頁 提 供 大

量 資 訊 ， 近 年 網

上 商 店 越 來 越 普

及 ， 令 不 法 之 徒

有機可乘，騙取金錢或毀約，而事後很難舉

證，歹徒消遙法外。產品有Q嘜，網站有無類

似的核實標徵？香港郵政核證機關根據電子交

易條例第553章獲認可的核證機關。香港郵政

署根據電子交易條例及作業守則發出電子核證

證書，確保安全電子商務。香港郵政電子核證

（伺服器）SSL證書，以安全接層(SSL)訊息進

行溝通，將所有數據加密。同時可以安裝誠信

標徵，瀏覽者一眼就知這是誠信網站。最重要

是萬一這些商戶有詐騙行為，這些交易紀錄可

成為有力證據，將騙徒繩之於法。若採用其他

SSL證書，未必能受香港電子交易條例保障。

6.	網上付款的漏洞

 香港每年由於網上詐騙導致的直接損失

達140萬港元。透過互聯網或電郵，偽裝成

信譽的公司，騙得用戶姓名、密碼和信用卡

等個人資料，作犯罪行為。這些電郵都聲稱

（自己）來自於流行的社交網站（YouTube、

Facebook）、拍賣網站（eBay）、網上銀

行、電子支付網站（PayPal），以此來誘騙受

害人的輕信。即使網站安全，若只靠帳號和固

定密碼，因為這不能證明用戶的真正身份，容

易被盜用，事後無法追究責任。若大家留意當

登入網上銀行，網址自動轉為https，這代表採

用加密方式傳遞數據和指令，在過數前會用二

重核實身份(two-factor authentication)，是安

全可靠的。

7.	Facebook私隱設定

Facebook是全球流量之冠的社交網站，擁

有五億用戶和他們的個人資料，一不小心，禍

及朋友。希望安心用Facebook，請留意以下幾

點：

7.1 Facebook是以你的電郵為帳號，密碼是自

設，盡量不要貪方便，採用你原本的電郵

密碼作為Facebook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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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大部份忠實市民用實名註冊帳戶，有些心

懷不軌之徒，可能用匿名，若收到交友邀

請，先核實相片和資料，無照片或有懷疑

就不應確認為朋友。

7.3 可在Facebook設定自己的私隱取向，你可

讓所有人、朋友的朋友或只限於朋友，最

安全是只限朋友分享，請參看下圖。

7.4 而你上載的相片也可限制那些人可以看，

最安全是只限朋友分享。

7.5 有些Facebook內的程式，彈出授權請求，

要小心閱讀及了解內容，若不肯定，不要

隨便同意，最好是離開。

8.	超連結的陷阱

在2004年6月的一次調查中發現， 500名

美國西點軍校學員收到匿名電子郵件，有80％

被騙並洩露個人資料。在郵件或網頁有問題

的超連結，是近日常見的陷阱，不要急於按超

連結，請將滑鼠移至超連結上，留意字面和連

結，有懷疑就盡快離開並千萬不要繼續，寧殺

錯也不要放過。

9.	自定安全密碼

網上的操作，大部份只靠用戶帳號和密

碼，系統就認為操作者就是合法用戶。實際

上，由於許多用戶為了避免忘記密碼，經常採

用生日、電話號碼等有意義的字串作為密碼，

這樣很容易被破解。為確保安全，密碼最小是

8至12位，當中包括數目字、英文字母大小寫

和符號，而每三個月轉換一次。

10.	善用公開密碼匙基礎建設，令大家更安心

公開密碼匙基礎建設技術類似銀行的保險

箱，每個箱有兩條鎖匙，公共匙由銀行保管，

另一條私匙自己保管，兩條匙才可打開保險

箱。在數碼世界，公開密碼匙廣泛流傳，私人

密碼匙祗有其擁有者才知。若使用密碼匙加密

訊息，祗有使用與之相配的另一個密碼匙方能

解密。電子證書加私人密碼，有四項功能，可

證明身份、電子簽署、加密、解密等功能，可

作網上交易、轉帳、簽署等。香港的電子交易

條例第553章保障公開密碼匙基礎建設的法律

效用。公開密碼匙在手，網上安全不用愁！詳

情可參考香港郵政電子核證網　http://www.

hongkongpost.gov.hk/support/faq/index_

c.html#B1

以上是一些簡單技巧，容易掌握，希望

大家使用互聯網時，不要掉以輕心，不要嫌麻

煩，才對自己有保障，輕輕鬆鬆享受互聯網的

優勢。

	簡錦源
香港Linux商會主席

傳播書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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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復甦，消費力逐漸回升，消費文化

再一次充斥香港社會，對年輕一代造成的影響

實在不容忽視。近年，以年青人為主要銷售對

象的廣告及商品宣傳隨處可見。青年人為追

上潮流，展示自己的個性和得到朋輩之間的

認同，往往「先駛未來錢。」在現今社會，消

費主義就像跟享樂主義掛鈎，尤其是青年大多

以消費作為衡量快樂的標準。營商者明白年輕

人這求新求變、以享樂為前提的消費文化，於

是利用傳媒、明星效應等方法吸引他們消費。

目的就是要年青消費者「透支消費、提前享

受」，以滿足那永無休止的購物慾。由於青年

人對金錢、理財、商品、自我價值等觀念並沒

有透徹的認識，加上老師及家長沒有清晰的指

引，以教導學生及子女正確的消費態度，市場

上確實需要一些更明確、更詳盡的資訊引導學

生、老師、家長、營商者以至公共政策決策者

等，去了解青年及其消費文化對社會意識形態

的影響。由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青年

與消費》就是一本以年青人為主題，透過不同

研究模式深入探索香港及世界各地年青人，於

各類社會教化過程(socialization)跟購物文化、

物質主義、品牌認知、廣告態度及不良消費後

果的關係之專書。

現時，市面上有關青少年購物文化的資

訊或書籍也過於陳腔濫調。一般只著重描述年

輕人對物質主義與購物主義的見解，或是一些

比較簡單的定量研究，鮮有書籍能從多角度深

入透視影響年青人消費價值觀的各種因素，從

而理解年輕人怎樣透過購物去肯定自我身份。

鑒於現今青少年處身價值觀混亂的環境，加

	梁雪茵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傳播系講師

傳播書刊介紹

上他們又喜歡與朋輩或名人作社會比較(social 

comparison)以獲得別人認同和接納，本書作者

有系統地提供大量最新及緊貼潮流的資訊，分

別利用多種定性和定量研究，既客觀又細心地

詳述香港本土青年的獨特消費文化。例如在開

篇便描述及分析朋輩、家庭及傳媒對年青人在

社會教化過程中所擔當的角色和影響，這包括

如何形成個人消費價值觀和消費模式。另外，

作者更探討時下青少年對大衆廣告、品牌、公

益廣告、物質主義等的態度和認知，解釋了青

年人對品牌概念和消費定義的理解。從而提高

家長、學者、營商者、公共政策決策者甚至學

生本身對青年人消費模式的認識，反思及正視

特別是朋輩和傳媒對消費價值觀所造成的影

響。此外，為令消費活動變得更有意義，作者

在最後更闡述不良消費的後果，引導讀者有責

任地去消費，享受何謂真正的購物樂趣。

青年人的消費市場龐大，營商者為了賺

取厚利，往往製造無窮無盡的慾望誘惑消費

者。要避免時下青年人過於重視以物質作自我

肯定，社會乃有責任向他們解釋自我身份肯定

和消費意識形態的關係。本書集合多年中外有

關青年與消費的研究，其中特別詳談香港朋輩

對青少年消費較傳媒的影響還要大，他們是主

要的社會化承擔者，希望藉此向行政決策者、

老師及家長發出警號，加強他們與青少年的溝

通，了解青少年真正的消費價值觀與自我形象

的關係，從而減少不良消費活動。

書名：《Youth	and	Consumption》

作者：Kara Chan

出版社：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出版日期：201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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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is amazing program, I would have chances to learn 
from cultural lead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see how they 
strived towards their goals and solved problems. I would 
also have chances to meet distinguished fellows to exchange 
ideas. The Shanghai experience would definitely deepen my 
understanding of the arts in China. Through this course, a 
strong cultural network across different arts organizations 
would be forged to lead changes through collaborations. 

Although applicants are required to have at least 5 
years leadership experience, with a significant track record 
in the cultural sector, my desire for this course was so strong 
that I was bold enough to give it a try. It is in my nature 
to take on challenges. I also had to fight for a fellowship 
because the fee, $160000, for this course was too expensive 
for me. After submitting my CV, two references and a 
proposed new vision project, I was called for an interview. 
It turned out to be a most enjoyable chat. A few weeks later, 
I received an admission letter. With a joyful and excited 
heart, I immediately wrote back to confirm my place. And 
thus, I became the youngest and perhaps least experienced 
participants in the inaugural Advanced Cultural Leadership 
Program, with a WKCDA Fellowship. 

Intensive courses

A few weeks passed. On a bleak mid-winter morning, 
Professor Daniel Chua, greeted 
the 15 participants in the Robert 
B lack  Co l l ege  wi th  a  mos t 
visionary speech on the ACLP, 
‘From the cluster of tall buildings 
in Hong Kong, this fellow-ship 
sails toward the wide ocean, 
leading the way to the unknown 
cultural territories and bringing 
back treasures to our homeland.’ 
And thus, the journey began.

Apart from the 15 distinguished participants across 
the cultural sectors in which 6 were awarded WKCDA 
Fellowships, there were 6 world- class leaders from the UK 
Clore Leadership on board. They were Sir John Tusa (Former 
Director of BBC World Service and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Barbican Centre), Sue Hoyle (Director of Clore Leadership, 
Former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Arts Council England), 
Erica Whyman (CEO, Northern Stage), Fearghus O’Conchuir 

An Adventure to the unknown land— 
Reflections on the Advanced Cultural

‘Life is about chances and choices!’ violinist Joshua Bell 
once told me in an interview. These words still resonate in my 
heart. When reflecting upon my past, I have been fortunate to 
have the right things happened at the right time without me 
consciously seeking for them. It is a path graciously unfolding 
itself as I seize every step with diligence and gratitude. As 
I cover arts-news on Radio 4, I was sent to attend a press 
conference on a course organized by both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UK Clore Leadership. It was the Advanced 
Cultural Leadership Program. 

First cultural leadership program in Asia

‘Hong Kong is experiencing a cultural awakening. The 
region’s aspiration to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hub 
requires a new initiative, sustained at the highest level, to 
enable cultural leaders to steer the way forward and transform 
the environment,’ said Professor Daniel Chua, Director of 
the ACLP and Head of Humanities at HKU. He continued, 
‘The Advanced Cultural Leadership Programme (ACLP) 
is designed to meet this challenge, providing outstanding 
cultural leaders with practical skills, intellectual perspectives 
and global networks needed to seize new opportunities, 
strengthen their organisations and deliver a world-class 
vision.’ Being the first cultural leadership program in Asia, 
this one-year course is composed of short and intense 
residential courses. With its mix of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experts,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HKU and UK Clore brings a 
global perspective to the region’s 
unique needs and sensibilities, 
promoting a dialogue that will 
l ead  to  in formed dec is ions 
and  new s t r a t eg ie s  fo 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 Apart from bringing 
the world to Hong Kong, the 
course also takes participants to Shanghai and other cities 
for study tours to learn from prominent cultural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After the press conference, I knew that it was love at 
first sight. I had to join this world-class cultural program. 
This is a significant step at this stage of my career. As a 
young professional, I was fully aware of my inadequacy. I 
was, and still am totally thirst fo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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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reographer), John Newbigin (Chairman of Screen 
England and Culture24) and Dick Robertson (Director, Ideas 
Unlimited). During the course, there were guest speakers 
giving lectures on diverse topics, namely Professor Lui Tak 
Lok on the current Demographics in HK, Lars Nittve, the 
director of M+ on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Dr David 
Lung Ping Yee on Heritage, Yip Wing-sie and Margaret Yang 
on collaborative leadership, Valerie Doran, 
Kung Chi Shing, Ah-Kok Wong and Mok 
Chiu-yu on local art scene, Savita Apte on 
confluences of culture etc. 

When we were all mesmerized by 
the beautiful surrounding of the Beas 
River Country Club upon arrival, we were 
summoned by our captain Daniel to start 
the very intense program immediately. 
The first talk was on the technique of breaking ice with 
people, however, the chemistry among the participants was 
already very strong after an elegant dinner at the Club. If that 
talk was a light appetizer, the heavy main course started the 
following day.

In one day, we went through 8 classes. It was a tight 
schedule which most of us had not experienced since our 
secondary school years. The grilling began with talks by John 
Tusa and Sue Hoyle on delivering a vision and a vision for 
leadership, followed by a series of topics circling cultural 
policy: changes in technolog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arts, 
current demographics in Hong Kong,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policy, cultural districts: an overview, WKCDA and heritage. 
At the end of the most fruitful and challenging day, we were 
asked to create our own cultural policy for both Hong Kong 
and WKCD while the nightingale was singing a lullaby high 
up on the palm tree in the country club at the magic hour of 
ten o’clock at night.

Arts as Leaders

Numerous discussions and presentations from both 
leaders and participants continued to the next day. Yip Wing-
sie and Margaret Yang from the Hong Kong Sinfonietta came 
to talk about collaborative leadership. The elegant atmosphere 
of the Arena Room was changed drastically when a bunch of 
eccentric looking artists walked in. They were the speakers 
for the next class, Valerie Doran, Kung Chi Shing, Ah-Kok 
Wong and Mok Chiu-yu on regional insights about arts as 

leaders. After these contrasting sections in the morning, the 
afternoon sections were given by artistic leaders from the UK 
Clore, including Fearghus O’Conchuir on the artist as leader, 
Sue Hoyle on quiet leadership and Erica Whyman on the role 
of Artistic Director. In between classes, we had about an hour 
to rest and some of us went for a stroll around the country 
club breathing fresh air into our over-loaded heads. Dinner 

times were always full of delicious food, 
wine and laughter.

Our third day was dramatic. Dick 
Robertson, Fearghus O’Conchuir and 
Sue Hoyle led us through a series of 
games and discussions to help us find 
our own leadership style. It was fun yet 
emotionally draining because in one of 
the sessions, we had to use 15 minutes 

to tell a group of 3 about our lives in the past, including 
achievements, crisis and influences from people. I remember 
one of our tutors Fearghus said, ‘You have to let yourself die 
in order to rebirth’. At the end of this challenging day, we all 
felt that we had found ourselves.

In the final day at Beas River Country Club, we were 
given two cases to study. One was Sue’s challenges at the 
Place and the other one was Erica’s problems when being 
appointed as the CEO at Northern Stage. The class was then 
divided into two and we had to imagine that we were the two 
leaders and persuaded a critical Board of Governors with a 
new vision to the companies. After our presentation, we had 
to, again, prepare for another presentation on our reflections 
upon the course in the afternoon. As the clock was ticking 
away the hours one by one, we reached the end of the initial 
camp at Beas River Country Club. Although we were together 
for only 5 days, we all felt that there was a strong bond of not 
just a fellowship, but of a true friendship.

Throughout this one year, the fellow-ship will sail to 
other places, including Taidong, Shanghai etc to learn from 
different arts institutions. It is my greatest desire to be on 
board again to explore the unknown cultural territories with 
some of the most brilliant professionals/friends in the arts 
circle. And without doubt, I am in metamorphosis. 

An Adventure to the unknown land— 
Reflections on the Advanced Cultural Leadership Program

 Jenny Lee
Producer/Presenter, Radio 4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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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傳媒記事簿

電視廣播控股權終於宣佈易手　

整體員工加薪新聞部現逃亡潮

一直只聞樓梯響的無綫易手傳聞終於落

實，一月底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宣佈，董事局獲

主要股東邵氏兄弟通知，邵氏的股東與由「殼

王」陳國強為首、「台灣女首富」王雪紅及

私募基金Providence Equity Partners組成之財

團簽訂協議，把邵氏賣盤，當中包括電視廣播

26%權益或1.14億股，預計於今年3月底前完

成交易。據悉，陳國強入主後，主席續由邵逸

夫擔任，邵太方逸華也繼續出任副主席及董事

總經理，而電視廣播的管理層則仍維持不變。

無綫業務總經理陳志雲表示，新買家的組合，

結合了傳統電視及新媒體、互聯網等新的傳媒

經驗，可以將TVB的業務帶到不同領域。本地

傳媒隨後一直跟進事件的詳情，包括這次交易

是否涉及地產項目，而陳國強的資金來源，是

否另有幕後大老闆，又擔心無綫未來發展的前

景等。

與 此 同 時 ，

電 視 廣 播 有 限 公

司 在 月 底 宣 佈 ，

會 向 員 工 發 放 雙

糧 ， 並 在 即 月 起

向 全 體 約 4 0 0 0

名 員 工 平 均 加 薪

3%。但有人事顧問指出，今年勞工市場普遍

加薪約3.5%，傳媒業加薪幅度仍然「跑輸大

市」。而早前傳出無綫新聞部出現離職潮，多

位有資深經驗及為觀眾熟悉的主播或記者都在

月內相繼離職，令新聞部工作氣氛很差，士氣

低落，有報道指與人事及編配工作安排不公有

關，亦有指與新聞部太過「一言堂」有關，即

使新聞部幾番改革亦未有改善，認為長此下

去，流失率只會愈來愈嚴重。

亞視夥港大另起爐灶作收視調查		

行政總裁胡競英正式向亞視辭職

長期積弱的亞視在一月下旬宣佈委託香

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為期3年的「電視觀

眾研究」，在傳統計算收視率機制以外，引入

包括觀眾欣賞指數的「優眾指標」，作全新電

視 節 目 調 查 方

式 。 根 據 此 計

劃 ， 港 大 每 周

以 電 話 訪 問 約

650名9歲或以

上 觀 眾 ， 詢 問

他 們 的 收 看 習

慣，不論是透過電視、網上以至手機收看亞視

節目超過5分鐘，都計算在內。調查亦會詢問

市民對節目的欣賞度， 綜合為「電視節目優

眾指標」。研究推算出在過去兩星期，全港約

600萬名電視觀眾中，有逾七成即439萬人曾

收看亞視。對於亞視的做法，無綫外事部副總

監曾醒明質疑這調查的真確性，指目前的收視

調查亦獲得國際認可；而廣告界和學者均認為

調查乏說服力。

雖然有新股東加入，亞視管理層變動情

況仍未完全平復下來，其行政總裁胡競英在

大除夕已正式向亞視辭職，她自去年七月遭停

職至正式辭職達五個月。胡於去年底正式委託

律師行，分別向亞視執行董事盛品儒及廣管局

發信，辭去亞視行政總裁職務。胡競英致廣管

局的信表示，遭亞視停職五個月，是不合法、

不恰當及違反僱傭合約，她多次向亞視要求復

職，卻不獲回覆，她委託律師通知廣管局已辭

去亞視職務，即日生效。至於胡競英給亞視盛

品儒的辭職信，則表明會保留追究亞視的法律

權利，包括對她過去構成的誹謗性言論，及要

求亞視須發還她應得的福利，包括房屋津貼、

旅遊津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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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麗娟
傳媒評論員

轉貼網上新聞首被海關檢控侵權　

十大中文金曲遭兩唱片公司杯葛

不少網民都會複製或轉載報紙的網上新

聞，原來亦有機會造成侵權行為，一名網上討

論區管理員提供名為「報章及雜誌」的主題，

會員只要在主題內回覆空白或任何信息，便能

得到多條超連結，免費閱覽非法複製自多份報

章網站的新聞報道，有關程式會自動過濾附設

在新聞網站的所有廣告，然後會按用戶選擇，

把過濾了廣告的文章及圖片發送到用戶的電腦

中。管理員更在該論壇賺取200元廣告收益，

海關早前對此作出首宗檢控，該管理員在一月

底被判罰款3000 元。

由香港電台主辦、已經有三十三年歷史的

十大中文金曲頒獎音樂會今年可謂波折重重，

先是英皇、東亞兩唱片公司杯葛，不派出旗下

歌手出席，而

無綫亦臨時拒

絕轉播，不過

頒獎典禮仍在

科學園順利舉

行。有關節目

後來由亞視轉

播，平均收視

達到兩位數字，有64萬觀眾，最高有81萬，成

為亞視全年收視冠軍。

廣播處長一職再作公開招聘，登廣告一個

月後，傳媒報道只有二十人申請，反應不算熱

烈，報章亦鬧哄哄的討論可能入圍人選。資深

傳媒人毛孟靜透露，政府聘用的獵頭公司曾邀

請其丈夫 Philip Bowring 申請該職位，毛質疑

獵頭公司只是為「湊夠數」，竟連不諳中文的

人也找上。

香港傳媒公信力跌至新低點　

數碼廣播覆蓋率擴展至九成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香港傳

媒公信力」調查顯示，傳媒在市民心目中的公

信力全面下跌，電子和印刷傳媒無一倖免，評

分更跌破1997 年開始調查以來的新低。以10

分滿分只錄得6.36分，其中報紙公信力評分，

更跌穿6分關口。跌幅最大的是免費報紙《都

市日報》，由09年6.58分跌至去年5.67分，其

次為《香港寬頻》及《南華早報》。跌幅最小

的為《香港商報》及《文匯報》。電子傳媒方

面，八間媒體排名不變，公信力最高的為香港

電台，有6.95分；報章則屬《南華早報》，有

6.85分。中大認為公信力雖整體下跌仍不遜英

美，估計與年輕一代與傳統媒介疏離有關；亦

有學者認為，傳媒未能回應過去一年升溫的仇

富、反政府情緒，期望與報道落差下致公信力

下跌。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在一月初公佈數碼廣播

的進展，數碼地面電視廣播的覆蓋範圍將會由

全港八成半人口擴展至約九成，主要是兩家免

費電視台在本月

初完成興建8個輔

助發射站，令數

碼廣播覆蓋人口

增至620萬人。政

府指出，年底前

會興建另外9個新

輔助發射站，令覆蓋範圍更廣。而根據政府調

查，全港約有61%住戶（即約140萬戶）有用

新廣播服務，較6月份的53.3%上升7.7個百分

點。調查又發現，雖然用數碼電視機的觀眾比

率持續增長，但機頂盒仍是最多人用作收看數

碼地面電視的接收器，部份觀眾則透過電腦收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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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MANAGE YOUR ASSETS
Successful Media Asset Management (MAM) implementation is an operational and business 
challenge, rather than a technical one. Leading broadcasters and MAM service providers share 
their tips and insider knowledge on how to efficiently organize digital media files in a multiplatform 
world.
BROADCAST January 21, 2011

MOBILE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Technology and media affect how people express and exchange political ideas and engage in 
political action.  For decade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have 
significantly reshap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How does mobile 
communication change the way we engage in public debate and political action? Korea 
provides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obile transi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MEDIA ASIA Volume 37, Number 4, 2010

WHO PAYS FOR SYMMETRY IN A VIDEO AGE?
Does the new digital media world in all of its complexities boil down to questions of balances 
and symmetries? Philosophy apart, we seem to be seeing lopsidedness when it comes to 
markets, players, traffic, regulation, and even basic connectivity. This can be a good (or bad) 
thing depending on your perspective. But paying for it may be a different challenge.
INTER-MEDIA December 2010

IS THE INTERNET A SUCCESS? AND IF IT IS, WHO PAYS FOR IT?
More than a quarter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is online today and levels of usage continue to 
grow strongly around the world. We are able to do new things which we value and to consume 
a lot more of the older things at much lower costs than before. The costs of obtaining news, 
music, video or other content through legitimate channels are all much lower on the Internet 
than via pre-Internet channels. The Internet might take more of our attention but it captures 
less of our wallet. 
INTER-MEDIA December 2010

廣電雲發展之淺析
「雲計算」(或稱「雲端運算」) 是在當今IT行業炙手可熱的名稱。簡單地說，就是將計算及
儲存設施以及滿足某種通用計算的軟件平台結合在一起，通過可接受的網絡鏈路，依據需
求為用戶提供不同層次的、可計量、可租用的電腦服務。本文對中國廣電行業「雲計算」
以及「大雲」形成條件進行了簡單論述及分析。
《世界寬帶網絡》 2011年1月

網絡世界大戰 - 群雄割據，搶平台商機
用「春秋戰國時代」來形容現在全球雲端產業割據的狀況，再適合不過了。早期大型主機
時代是IBM的天下，PC作業系統時代有微軟獨霸，網絡服務時代換Google稱雄，現在雲端是
誰的時代？還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不論曾經在哪個時代風光一時的業者，面對雲端，都正
以最積極的態度全力搶攻。
《數位時代》 201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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