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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 Web 3.0 的「 傳媒資訊素養 」
香 港是一個傳播科技發達的城市。專家說，

僅能為他提供合心意的旅遊資訊，並為廣告客

再過四至五年，它就會踏入 Web 3.0 時代。屆

户主動送上適合他看的廣告。此外，將來我們

時的傳媒環境究竟是怎樣的一個面貌？我們的

或許不用求職，僱主透過互聯網搜索，就像現

新一代要接受甚麼培訓，才能在未來社會揮灑

時聘用獵頭公司那樣去找尋適合的僱員，主動

自如地工作和生活？

送上聘書。

認識 Web 3.0
香港人剛剛迎接了 Web 2.0，正在享受社
交網站帶來的樂趣及方便，原來 Web 3.0 已經

第四，Web 3.0 將是一個無綫上網的年
代，大家都會依賴手機或各類平板電腦作為主
要傳播溝通工具，上網變得更方便及普及，個
人與國際網絡將連成一體。

悄悄的來到大家身邊。
從以上的特色可看到，互聯網將進一步主
Web 3.0 是互聯網科技更先進的應用。在
Web 1.0 時代，我們上網大多數只是瀏覽網
頁。Web 2.0 推出後，大家不再是被動的網頁
瀏覽者，而是可以把自己的訊息上載到
YouTube, Twitter, Facebook, Wikipedia 和公
民 新 聞 網 站 的「傳 媒 創 作 / 消 費 人」

宰我們的工作及生活。互聯網整合我們在網上
留下的足跡，用人工智能客觀分析我們的品性
及行為，它將會比我們更了解自己。若我們在
Web 3.0 的時代要保持批判自主，不為媒體及
互聯網操控，懂得捍衛私隱之餘，還能善用互聯
網，那麽我們就必須要掌握新的技能及素養。

（prosumer），在網上發放資訊與別人分享，
已是一般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Web 3.0將
更進一步，超級電腦的人工智能可以為我們分
析網上資訊，提供進階個人服務。故此，Web
1.0 是「閱覽網」（read-only Web）；Web 2.0
是「 可 讀 可 寫 網 」（ r e a d - w r i t e W e b ）； 而
W e b 3 . 0 則 是「 可 讀 可 寫 可 執 行 網 」（ r e a d write-execute Web）。

傳媒素養概念的伸展
一直以來，教育界人士均認為，在大眾傳
媒發達的年代，一個現代人若果只有傳統素養
（即懂得讀書寫字）是不足夠的，他還需要具
備傳媒素養（media literacy），以懂得解讀傳
媒訊息，因為傳媒的影響力實在太大了。過去
幾十年，香港及世界各地都推行傳媒教育，目

Web 3.0 有幾個特色。首先是網絡運算和
數據國際化。未來全世界的電腦將連繫起來，

的就是指導學生認識、分析、善用及監察傳媒。
當科技繼續進步，素養的概念也隨之再發展。

互通消息，構成龐大的全球數據庫。
九十年代出現一項重要的傳播革命，傳媒
第二，Web 3.0 的互聯網將是一個智能

科 技（ m e d i a t e c h n o l o g y ）和 電 腦 科 技

網。那個時候，電腦明白你提出的要求，因為搜

（computer technology）滙流，學者高爾殊

尋器不僅能辨認關詞，還結合「語義」分析，

（ K o e l s c h ）稱 之 為「 傳 媒 資 訊 革 命 」

解讀你輸入指令的具體含義，繼而懂得精明地

（Infomedia Revolution）。這個革命隨著互聯

回答問題，提供更準確及多元化的搜尋結果。

網的發展而延續，在現時的 Web 2.0 時代，傳
統媒體與互聯網的結合已經愈來愈緊密，到了

第三，未來的互聯網透過人工智能，可以
全面分析我們多年來在網絡上進行的活動，了
解我們的性情、喜好、購買能力和知識水平。
當我們到網上尋找資訊時，互聯網立刻就能提
供度身訂造的精準資料和有用的建議。舉個例

Web 3.0，預計傳媒與資訊科技的界線會很模
糊。學者提出，當傳播環境一再變遷，傳媒素
養的概念應該再伸延。邁向 Web 3.0 時代，傳
媒及資訊科技正全方位包圍我們的生活，我們
需要新的素養來協助我們應對新的環境。

子，如果一個人經常上網查閱旅行消息，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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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買機票訂酒店，在 Facebook 還大談旅遊經

最近幾年，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

驗，互聯網就知道他是一個熱愛旅遊的人，不

（UNESCO）積極將傳媒素養的概念和資訊素

養的概念融合，再加上ICT技能，組合成一個

「 傳 媒 資 訊 素 養 指 標 」（ M e d i a

新 的 概 念 — 「 傳 媒 資 訊 素 養 」（ M e d i a a n d

Information Literacy Indictors），這項計劃打

Information Literacy），簡稱 MIL。在未來幾

算未來幾年，展開全球的有關評估工作。

and

年，聯合國將在全球推廣 MIL 運動。在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眼中，「傳媒資訊素養」不僅可用
以應對未來的科技環境，還可以協助各國順利
過渡到知識社會，建立公義、多元化及鼓吹公
平參與的民主國度。

進入知識社會
知識社會是指一個社會裏面大部分人口是
知識工作者，而資訊是主要的生產工具，即資
訊、傳媒訊息及知識的接收、製作和傳遞對一
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具關鍵作用。
故此，建立社會架構以方便知識生產是每個政
府的要務，而培育具備傳媒資訊素養的公民亦
成為教育當局的首要任務。試想想，如果一個社
會裏面大部分的人口都缺乏處理資訊的能力，
這個社會不可能在廿一世紀成為先進國家。
隨著互聯網科技的蓬勃發展，世界各地已
逐步從工業社會邁向知識社會。近年香港政府
也鼓勵拓展知識經濟，而香港的重要產業如金
融業、物流業及旅遊業等，資訊均在當中擔任
重要角色。香港在傳媒和資訊領域的建設是理
想的，「硬件」沒有問題，需要努力的方向是
培養人才，發展軟實力。
其實香港的傳媒教育工作者，早在九十年
代末就倡議培育年青人的傳媒資訊素養，而在
二零零零至二零零二年，突破機構運用六百萬
的 優 質 教 育 基 金 發 展 了「 傳 媒 和 資 訊 教 育 計
劃」（MILE）。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和天主

甚麼是「傳媒資訊素養」？
「傳媒資訊素養」是將傳媒素養及資訊素
養的內容整合，提出在廿一世紀，社會大眾
（尤其是年輕人）應具備的一系列能力。這篇
文章將這個新概念分為三個部分。
（一）尋索傳媒訊息和資訊的能力：有效
及快捷地從不同的訊息源（傳媒、圖書館、博
物館、各類資料庫）尋找有用的傳媒訊息及資
訊，警覺它們對個人及社會具有很大影響力。
（二）認識、分析和整合傳媒訊息和資訊
的能力：了解媒體（例如《明報》）及資訊公司
（例如Google）的性質、功能及運作，了解不
同媒體 （例如報紙、電視、互聯網）對同一事
件會呈現不同的現實，具批判力地分析及評價
傳媒及資訊內容，懂得如何選取、組織及綜合
傳媒訊息及資訊。
（三）使用及創造傳媒訊息和資訊的能
力：有效及安全地利用各種傳播途徑（例如電
話、博客、社交網站）和其他人溝通及分享資
訊，合乎道德地使用媒體及資訊，用美學眼光
欣賞媒體及資訊，透過媒體學習及了解世界，
將個人從傳媒及資訊提供者得來的訊息應用到
日常生活中，具創意地製作多媒體作品，並懂
得監察傳媒及資訊機構，促進改革。

廿一世紀本領

教善導小學

廿一世紀是傳媒科技和資訊科技融合的年

在二零零九

代，是互聯網的天下，也是人類社會由工業社

至二零一零

會轉型至知識社會的歷史時刻。處於這個科技

年也推行「我

環境及社會結構急速變遷的香港社會，年青一

是 未 來 領

代必須培養好配合時代需求的素養和能力，才

袖」計劃，結

能成為具備批判能力的公民和勝任的知識工作

合傳媒教育

者，而「傳媒資訊素養」將是新一代必備的廿

和資訊科技教育。香港的學者們也參與了聯合

一世紀本領。

國的 MIL 計劃，和專家小組合作撰寫了「傳媒
資訊素養教材」的教師版；又協助聯合國研發

李月蓮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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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變天：美國報業新趨勢
今 年五月，香港新聞教育基金舉行兩年一度

是這些資訊並非全是自己生產的，而是以擴展

的外訪，這次再到美國訪問兩周，一行有多位

方式收集得來，試圖提供全面的經驗和故事，

新聞工作者及幾位任教於大學新聞系的老師。

其中評鑑所佔的比重更大。

我們走訪了三藩市、首都華盛頓及紐約，旨在
了解美國總統選舉、中美關係及美國傳媒經營
的最新情況。

為何有這種新模式出現？原因是在網上世
界有太多的資訊內容，大家都面臨「資訊超負
荷」的境況。例如 YouTube 每分鐘上載六十小

媒體方面，我們參觀了的機構包括：《紐

時的影片，全球有八億個用戶，每天有超過

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今日美國報》、

二十億次的觀看紀錄。受眾因而需要專業人士

Huffington Post 、Atlantic 、Politico 、《新聞周

幫他們篩選良好的內容，這個責任便落在新一

刊》、Digital First Media、全國公營電台、

代的新聞工作者身上。

CBS電台、Fox、NBC等。我們也走訪了一些
科技媒體公司如 Google、Storify、Adobe、
Omnicom等，又到新聞博物館（Neuseum）參
觀取經。

第二個意念是伙伴關係（partnership）。
以前傳媒行業強調競爭，大家在爭奪市場受
眾，是個「零和遊戲」格局。現時透過互聯網
的帶動，不同公司互相配合，在新環境下發揮
互利共贏，打破了很多界限。例如 YouTube
提供開放平台，與數千間提供內容的公司合
作，共享廣告收益。Adobe 成為了報刊電子版
的發行商，和傳統報業共存共榮。新聞機構內
的記者編輯也要和科技同事（technologist）合
作，方能令公司暢順運作發展。
第三個意念是結合（engagement）。傳媒
的營運生存之道，在取得利潤之前，先要組織
一群受眾，因此「社群建立」是必需的步驟。

本文有三個焦點。第一是探討在新科技環
境衝擊下，美國新聞業出現的一些新意念和現
象；其次是著眼社交媒體的發展；第三是了解
美國傳媒新近出現的一些經營模式。

例如出版《今日美國報》的 Gannett 集團，旗
下有 US Community Publishing 公司，它主動
詢問市民的意見、提供新聞資訊及圖片、分享
經驗故事等，目的是提升網絡流量，建立一個
自己的網上社區。「區民」不單上網來閱覽，

新科技下的新意念

還按鈕（click）、投票、分享以及評論。

新聞業使用互聯網不足二十年，但新技

第四個意念是流動通訊為先。數碼科技發

術、新模式不斷湧現，從而衍生不少新的想

展迅速，已經超越桌上電腦範圍，正在進軍流

法，新聞界的重點也在轉移，以下列出五點供

動工具如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個人化的輕便

大家參考。

設施。不論是傳統的電台及報刊，還是純網上
的出版機構，優先發展的首先是流動平台。

首先是「鑑賞模式」（curation model）的
出現。傳統新聞工作者所做的是採訪、寫作和

第五個意念是高科技企業文化。Google 是

編輯，把自己取得的新聞資料發放給公眾。現

這方面的典範，而 Huffington Post 是新興網

時編輯變成「鑑賞者」（curator），有點像博

上報的典型。這些公司的共同特徵包括：創

物館或國書館的主理人，把從不同方面收集而

新、自發、開放、快速、共贏、年輕、非科層

來的資訊加以篩選、整理、評價及發放。分別

結構、高新技術等。它們是知識社會中心的前
衛代表機構，以科技結合傳媒及其他相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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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形成了優勢甚至霸權。

社交媒體作為進化新階段
從印刷媒體到電子媒介，再到網上世界中
的個人瀏覽及媒體平台匯流，媒體的方式
（format）經歷了不同階段的發展。現時新一
波是利用社交媒體（social media）作網絡的全
方位擴展，將盡量多的人連結在一起。所以有
人說整個互聯網其實是一個巨型的社交媒體，
也有人說社交媒體是互聯網的延伸。九十年代

體地講述及改良新聞故事。該公司的一位創辦

上網是去瀏覧，零零年代是去搜尋，一零年代

人說：「Google 教我們如何理解網頁，Storify

則是去發現。

教 我 們 如 何 理 解 所 有 的 社 交 媒 體 。」 因 此

新聞機構及其他公司希望透過使用社交媒
體，可以和大量的受眾分享內容、評鑑內容和
討論內容。這樣做可以令新聞界獲得受眾的意
見回輸，從而改善內容，吸引更多的人瀏覽參

Storify 不僅提供了資訊溝通的附加值（added
value），還創造了商機。

營運模式的多元化

與，及支援營銷部門。社交媒體可吸引別人的

傳統報業近年讀者人數大降，廣告收益下

關注，建立網絡關係，讓機構自我推廣宣傳，

滑，市民（特別是年輕人）不再買報紙，網上

建立一個嶄新的互動社群。

廣告及訂閱收費雖有些幫補，但未能扭轉劣
勢。整個行業都在焦急地尋找出路，想過渡到

傳統媒體和社交媒體互相補充，各有職

一個有效的新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

能。在消息發放的時序上，可以是傳統媒體先
行，透過社交媒體進行擴散。也可能是消息先

業內最關注的議題相信是如何向網上讀者

由社交媒體傳出來，再由傳統媒體確認，令受

收費。有人仍然覺得網上資訊應是免費的，但

眾相信放心。兩者合作互補，成為了現今的新

有 不 少 經 營 者 開 始 認 同「 額 外 費 用 模 式 」

趨勢。

（premium model）。例如《紐約時報》曾於
1996 年及 2005 年實行網上收費，但都不成

報刊、電台、電視都依靠互聯網上的

功，他們在近兩年再度嘗試，發現成效不錯。

Facebook、Twitter、Tumblr 等社交平台來收

該報的印刷訂戶維持在約八十萬份，純網上訂

發訊息，建立聯繫。Facebook 現有五億活躍

戶就有四十多萬個，後者沒有明顯影響前者，

使用者，Twitter 也有七千五百萬用户。有統

各類廣告都有增長，網民也願意付費閱讀。可

計指現時社交網絡佔去我們上網時間的 23%，

能現時網民都習慣了在 iTunes、Amazon 等地

比去年上升了 43%，它的出現令電郵使用率下

方付費購物，於是也不抗拒訂閱網上新聞資

降，特別是在十多歲的年輕人當中。重要的是

訊 。《 紐 約 時 報 》負 責 人 表 示 ， 要 在 網 上 收

這些平台不單提供了科技協助，社交媒體的真

費，必須令收費規則清楚，要從讀者角度考

諦更是人際溝通，所以有人說社交媒體的重點

慮，並管理讀者的期望，方能有機會成功。

是 sociology 而不光是 technology。
《紐約時報》是全球著名品牌，它有優質
以一所小型網絡公司 Storify 為例，它提供

的資訊內容，因此近年大力發展外國的雜誌業

的服務是將社交媒體中找到的各種資訊，結合

務。它和外地出版商合作，在不同國家出版該

到傳統新聞故事之中，令原來的故事變得更精

報的科學、旅遊、書籍、新聞、潮流等內容的

彩、全面和吸引。這個平台是雙向和互動的，

刊物，風險低又能物盡其用。

令世界上所有人都可能變身成為公民記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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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First Media 是一家連鎖的公司，下
面有近百份報紙及雜誌，及六百個網站。它的
經營策略是以數碼網絡為先，盡快把資訊送給
讀者，和讀者打成一片，而印刷版是獨立營
運。透過各報的內容互換和連繫運作，可以減
省成本，建立有利的經濟規模，這也是一種新
的營運模式。
老牌時事雜誌 Newsweek 在去年與新興網
站 The Daily Beast 合併，成熟讀者再加上年輕
網民，傳統新聞配對社交媒體，是個有趣的實
驗。合併後公司大減編採人手，依靠名家撰寫
專欄和兼職的「超級通訊員」，主攻 iPad 等數
碼平台。它能否闖出新天，值得大家留意。

結語：傳媒要如變型金剛
上文只能概括地介紹美國之行的一些所見
所聞所感，因篇幅所限未能詳細探討各種現象

Atlantic傳媒公司出版多份雜誌，有印刷

和因素。美國的經驗也不一定能照搬來香港，

版也有網上版，以公司（而非個人）為主要訂

因環境不同而效果也會有異。但美國之行確是

閱對象，大力發展網上廣告。他們表示，今年

令我們開了眼界，了解到科技的巨大影響，及

的網上廣告收益已超過印刷廣告收入，後者又

傳媒業要面對的各種嚴峻挑戰。

沒有因前者而減少。重要的是印刷版和網上版
由兩個獨立的隊伍管理，重叠的內容只有兩
成。他們總結出來的一個經驗是：「沒有投資
便沒有回報」。老闆們不能光是要現在的員工
多做一點，卻不投入新的資源人手，結果只會兩
面不討好，內容質素下降，又令員工怨聲載道。

在四年前的新聞教育基金首個訪美行程
中，我們發現當時美國的新聞傳媒正努力打破
不同媒體形式之間的阻隔（“break down the
s i l o s ”） ， 加 強 媒 體 融 合 （ m e d i a
convergence）。今天形勢已變，主題是如何透
過社交媒體以拓展生存空間。美國的一些大型

另一份名為 Politico 的政治雜誌，在首都

傳媒公司，甚至漸漸變身同時成為廣告公司、

華盛頓發行，印刷版免費派發，網上版內容更

物流公司、網上公司、軟件公司，它們把新

多，而且廣告收費驚人。由美國總統及高層官

聞 、 資 訊 、 娛 樂 、 服 務 集 於 一 身 ， 以「 大 而

員，到普羅政治發燒友都每日必看此雜誌，其

全」為王牌，進軍不同行業，挑戰傳統機構，

目標讀者及內容範疇清晰，定位明確，廣告費

同時又和別人合作互利，變得你中有我、我中

超高，但有忠實的
讀者和捧場的廣告
客户。它有員工近
百人，營運情況良
好，可說是個行之
有效的模式。

有你。
基於新的社會環境和形勢，新聞業內出現
新理念和新做法，科技帶來變天之際，傳媒也
要靈活變身求存。香港的同業也不可落後，要
回應當前的社會要求，跟上時代步伐，否則金
剛也不能保其不敗之身。

傳媒的印刷版和網上版是分是合，網上內
容應否或能否收費，社交媒體是大力發展還是
小試牛刀，不同市場定位的傳媒可能有不同的
需要，各有自己的一套經營模式。重要的是通
過不斷實踐，持續總結經驗，去尋找適合自己
的路向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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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鑰機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傳播書刊介紹
政治公關：原理及應用
書

名：《Political Public Relations: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編

輯：Jesper Strömbäck , Spiro Kiousis

出版社：Routledge
出版日期：2011年3月

S trömbäck 和 Kiousis 憑藉政治傳播學、政治

認為，議程設置假設或者第二層的議程設置，

新聞學等方面的造詣，合編了《政治公關：原

都是主要研究如何將議題轉移或屬性突出從媒

理及應用》一書，收集了 15 篇來自多位學者在

體體現在大眾上，而議程建構則可以探討媒介

政治公關的理論及應用等領域的論文，旨在為

議程的過程和行動。

政治傳播、公共關係、政治學及其他領域之間
的學術集合尋求理論發展和實證研究，該書也
是明確圍繞政治公關的「第一本書」。

Tedesco在其《Political Public Relations
and Agenda Building》文中探討議程建構的進
程，並強調成功的媒介關係及議程設置需要關

他們認為，政治公關正處於公共關係、

係培養的技能。而對媒介常規和結構的認識、

政治傳播、政治學和政治行銷的交界處，但較

提供給受眾的相關資訊、時效性和新聞價值將

少受到傳播學者、政治學者的集體研究，因此

會使得公關得以成功。

該書主要精選了這些相關學科的集合，涵蓋政
治公關理論發展及未來研究方向、新聞管理、
議程設置、戰略框架、總統選舉中的應用、企
業組織的國內和國際政治公關、數位傳播等內

此外，學者也提出，目前的研究大部分
都是以主流媒體分析為主，希望未來的研究
可以涵蓋更多的新媒體、社交媒介和自有媒體
（owned media），以及對比分析不同媒體的效

容。

果如何。
Strömbäck 和 Kiousis 在文中綜合政治傳
播、公共關係、組織傳播等方面的理論，認為
政治公關是一個「管理過程」，而一些學者則
認為政治公關只是關於「媒介管理、形象管理
和資訊管理」。

而 Sweetser 在《Digital Political Public
Relations》指出，使用自有媒體——移動技術
可能可以幫助競選活動構建一個更詳細的支
持者資料庫，也可以更好地激勵投票者付諸行
動。這或許也為未來的香港特首選舉，提供了

但事實上，媒介作為公關中的一大重要利

一個新的政治公關平台。

益相關者，或者是說載體，在政治公關中發揮
著重要的仲介角色，因此書中的所有章節都涉
及到「媒介」，包括對議程設置的深入探討、

韓冰

多種媒介的傳播效果等研究。Lieber 和 Golan

偉達公眾關係顧問有限公司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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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or Education : Why E-textbooks are
T

he Government's May 7th decision to liberalize the
'current textbook-market monopoly' by promoting the use of
textbooks in digital form i.e. electronic textbooks (e-textbooks)
is a 'game changer'. I believe it to be as significant as the 1998
decision to liberalize our telecom market as it enables Hong
Kong to fully exploit the internet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revolution. This revolution in 'free' copyright licences has
fundamentally changed the process of how textbooks are
written, edited, distributed and monetized. However, if we
only see e-textbooks as the answer to saving costs, we would
fail to recognize how they can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way
we teach! By introducing liberal studies and e-textbooks, we
are now changing the process of how we 'study smarter' and
how we leverage our education using IP.
So what is the value of IP and why should we care?

The Valu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Good
Growth and Good Jobs
If we look at the current world leader, then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U.S.) Chamber of Commerce, 48.4% of
total U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is generated by 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mpanies in both the manufacturing
and non-manufacturing sectors (i.e. about HK$ 45,000
billion), with 'IP-intensive industries' accounting for some
74% of total US exports. Average pay within these IPintensive industries is some 30% higher than for similar
workers in non-IP-intensive industries. It is no wonder that
the US is fiercely protective of its IP rights globally – they
provide lucrative commercial opportunities that support good
paying jobs. Perhaps it is no surprise that, as far back as 2008,
China developed its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as
part of the 'five-year plans' that influence our own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bridge from China'.
Indeed China's National IP Strategy should be of
particular interest to us, as we expect the payoff for our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to be opportunity and fulfilling,
well-paying jobs for our kids. Yet we find ourselves
squeezed between several giants (US/UK/CN) who are all
actively reinventing themselves. How will we prosper? By
recognizing, and exploiting, the interne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volution and creating viable international markets to
quickly monetize IP, better known as 'IP Trading' – e.g. for
the creation and licencing of e-text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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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et IP Revolution: 'Free' Copyright
Licences
In the Internet revolution, the property that flows
through the fiber-optic cables, and increasingly over the
airwaves, is obviously intangible: it i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Now, IP can take several forms, namely trademarks,
patents, designs and copyrights (whose recent proposed
amendments gathering attention as 'Internet Article 23').
The Internet revolution led to great friction between
dominant incumbent market players and new entrants,
principally in two major IP areas: the first between trust and
identity, through trademark infringement and internet domain
names (e.g. liberalization of generic top-level domain names
(gTLDs)), the second between criminalization and copyright
infringement (e.g. Napster, ThePirateBay). For the former,
private sector initiatives tried to find new models to resolve
differences (e.g. ICANN). For the latter, innovative business
models evolved (e.g. Apple's iTunes®) and 'free', open
copyright licences were standardized to facilitate legal sharing
and searching (e.g.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GPL) for
software and Creative Commons (CC) for everything else).
Both were tremendously important initiatives.
The GPL revolutionize legal innovation in writing
complex computer software and was central to the 'Free
and Open-Source Software' (FOSS) movement. However,
in terms of education, it was the introduction of Creative
Commons(CC) about 10 years ago that enabled the current
revolution in OpenCourseWare(OCW) and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OER).
Specifically, CC enabled users, especially educators,
to create over 400+ million licenced works that exploit the
Internet's ability to exchange digital works and massively
collaborate on likeminded projects, without the fear of
being sued for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ndeed as long as
the licencing terms were adhered to, users didn't even need
to ask for prior permission, because some permissions were
already granted – for example for non-commercial use. We
call this concept 'some rights reserved' and it differs from the
copyright default of having 'all rights reserved'.
Given the litigious legal system, this was a key
innovative step, as it lowered the cost of production (e.g.
by saving time and effort) and legal costs (e.g. of copyright

the right answer to the wrong question!
rights clearance) by reusing, repurposing and building on the
work of others – legally.
Perhaps more importantly, it enabled the quality of
digital work to be rapidly and systematically improved over
time. Incorrect, and initial low quality data, is rapidly and
continuously refined into hi-quality information by relying
on a community of subject matter 'experts'. Perhaps the best
example of this is Wikipedia. This mechanism of innova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helped to solve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mass customization, while also improving information
quality, even as the subject matter becomes more and more
complex ... all without exploding your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costs. In other words, it is a new production
process model that avoids the need to
continuously increase investment costs
that rise in response to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complexity i.e. a common
problem in reducing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expense needed to
produce IP. For example ... in producing
textbooks!
The other key innovative step was
to enable Internet search engines such as Google and Yahoo
to automatically be able to find these licenced works. These
days if you can't find it, it doesn't exist.

American Liberalization: Open Educatio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Technology Plan (NETP)
2010' is a seminal document. I suggest you understand it
for yourself, but there are some key observations worth
summarizing as they reflect how the US is liberalizing their
education system to compete with the world. The most
important observation is that they believe that access to
the teaching team is the most precious resource and not the
access, delivery or 'drill'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 itself – these
can be addressed through key innovations in mobile internet
technology ('Internet in your pocket'), in delivery and testing
(e.g. http://www.khanacademy.org/ ) and in open copyright
licencing. By using their mass customization technology, it
appears that focus is moving from the concept of teaching
a class, to focus down on an individual student, and his/her
mastery of skills – not interim scores. It appears that these
skills are carefully planned along a continuum that dismantles
the need for all students to progress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same material (i.e. lockstep teaching). This enables a lot
of the data/content delivery to be done outside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face time', such that class time is focussed on
students working in teams to apply their skills to meaningful
problems. Teachers' time is repurposed to addressing gaps in
skills rather than content delivery. All pretty revolutionary
but central to this is the adoption of technology such as
e-textbooks, and tablet tools for content development (e.g.
Apple's new iBook Author) Bottom line? They are competing
assuming teaching materials are free and everyone's a student
24x7!
Thus far, over 32,349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from
kindergarten through to university courses, are available via
http://www.oercommons.org/.
Many other global repositories
exist such as Connexions
(20,443 reusable modules in
1221 collections) or the Open
Knowledge Repository. Even
whole educational courses
are available through the
OpenCourseWareConsortium.

The Hong Kong E-textbook IP-trading
Opportunity
Life's an open book exam! Non-profit making
publishers can innovate and rapidly customize the above
material for local e-textbooks, e.g. http://www.myoops.org/
There is no need to reinvent the wheel as it should be clear
that all students are different, as are their schools, and this
variety is a source of our post-industrial strength. Don't put all
our kids in one education bureau basket! Hong Kong needs
to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liberalization' in education
and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not doing so. I suspect that the IPtrading platforms being established in Hong Kong will lead to
higher overall e-textbook quality via cross-licencing between
for-profit and non-profit publishers.
Within a global context, imagination,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are the keys to drive change in the 'IP-intensive'
processes used to differentiate complex services and products
– here we must get an 'A' not an 'E'!

Pindar WONG

Co-Public Lead, Creative Commons Hong Kong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3.0 Hong Kong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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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應用程式帶出無限創意
近 年，各大小廠商都不斷推出各式各樣的移

過飛機座位表，即可使用自家的手提裝置在飛

動裝備，包括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經過不

機上與同一航班的其他乘客進行聊天。其實某

斷的改良，並加入更多創新構思，配置更新更

些航空公司都已經可以在自家的控制板內提供

高效能的硬件，現時這些智能裝置已經成為不

類似功能，但缺乏移動性。此舉可以為乘客增

少人的必需品。

加商務機會並能夠認識更多朋友。另外，程式
更可記錄乘客所到過的地方及飛機現時所在的

隨著更多手提智能裝置的推出，移動應用
程式的重要性不斷提高，除了傳統網站外，很
多公司都趨向開發不同種類的移動應用程式為

位置，並即時分享到各社交網絡，令這類資訊
平民化，藉此可以與地面溝通，更方便預定接
機時間。

客戶提供服務。由於香港擁有優質的移動網絡
及高覆蓋率，加上價格亦漸為大眾所能負擔得

另外，移動應用程式亦有助於語言學習方

起，大部分用戶使用各種移動裝置的時間已經

面，在手提智能裝置的幫助下，世界各地的人

比使用一般個人電腦的還要多，使移動應用程

都可以隨時隨地學習不同國家的語言。透過音

式對香港人的需求不斷提升。

訊聽取真人讀音，再利用錄音功能將自己的發
音記下並作出比較，甚

應用範疇廣泛
其實移動應用程
式的應用範疇可以很
廣泛，各行各業都有
需要針對業務發展，
開發相關應用程式，
只需要運用一下想像
力，必定能夠以此帶動相關行業的發展。以下
為大家分享的是一些移動應用程式應用在不同
行業上的例子。
首先，在航空業上，大家常用的主要都是
各航空公司推出的應用程式，為大家提供航班
資訊或航空公司資料等，而有部分亦提供航班
預訂及預辦登機等服務。但是有否想過有些應
用程式是專為在航班上的乘客而設的呢？以筆
者的經驗為例，每當需要乘坐飛機外出公幹
時，都總會有一段長時間與外界隔絕，當遇著
長途機時，更可能有十多小時跟外間失去聯
絡，可知道一個重要的商務決策對一間公司是
何其重要啊！有見及此，已經有部分航空公司
開始在航班上為乘客提供Wi-Fi服務，使你在飛
行途中都可與外界保持聯絡。由於有空中Wi-Fi
的出現，我亦與一些公司討論過，都認為可以
結合雲端技術與移動應用程式，為機上的乘客
帶來更多方便，將雲內雲 (Cloud in the Cloud)
的概念帶到航空業中。
例如，在飛機上透過手機登入聊天室，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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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可以利用AI人工智能
分析並為其錄音評分，
加強學習效率。透過移
動應用程式可以使語言
學習變得更方便、更互
動，特別是學習普通話
可算是近期的大熱。
此外，移動應用程式亦可以應用到所有博
物館上。以往，為方便遊客參觀博物館時能夠
更清晰了解館內的內容，都會提供各種語言的
講解機器的租用服務。但是在各手提智能裝置
漸趨普遍的情況下，各博物館都可以考慮以移
動應用程式取代講解機器，這樣可配合愈來愈
普遍的BYOD (Bring Your Own Device)構想，
可以把資訊更方便地傳到用戶手中，又可減低
博物館處理機器的成本。參觀者更可在參觀前
預先了解相關資料，把握時間在參觀時透過即
時講解有更深入的了解，加上影像及視訊的幫
助加深用家的印象。此功能亦有助於加強參觀
者在參觀過後的體驗，一來可回顧相關資料，
亦可以利用社交網絡向親朋戚友分享經驗。
其實移動應用程式的出現，可以將很多傳
統工業以另一種形式展現出來，為新一代用戶
帶來更多的方便，當中包括各種傳統中國人的
智慧，例如：結婚習俗、中國醫學、姓名學
等。以結婚習俗的應用程式為例，可以為新一
代提供更多有關傳統婚嫁的習俗，包括各種儀

式的次序、儀式詳情等，更可以為各新人提供

當年大多數人都認為只能在卡通漫畫中出現的

慳錢攻略。可以為新一代提供傳統的婚嫁習

技術帶到現實生活中。此舉亦證明只要有夢

俗，讓其得以保留。而筆

想，有創意，凡事都有機會實現。

者都創作了一個名為病咗
電腦設備的體積愈出愈細，產品價格亦不

鳥的App，有別於以往較

斷下調，在以上種種的因素的配合下，可穿戴

為困難的尋找醫院方式，

式電腦(Wearable Computing)可望成為未來的

特意加入了擴增實境

發展方向，為大家帶來更方便、更快捷的智能

(Augmented Reality)的功

體驗。這款智能眼鏡的出現更可為可穿戴式電

能，利用鏡頭透過實境找

腦帶到一個新的階段，或許首先出現的產品體

出政府醫院的位置，並提

積較大，並不適合長時間佩戴，但可以預期在

供相關資料。

技術更趨成熟時，會出現更多合適的選擇，說
不定會逐漸演變成智能隱形眼鏡呢！

未來發展層出不窮
筆者認為未來的發展方向都將會是圍繞

除了體積及可穿戴性的轉變外，裝置的操

Web3.0的概念，並加入到移動應用程式中。

控方式亦層出不窮，由最初的滑鼠，到現時最

個人電腦開始逐步淡出，取而代之的將會是各

流行的觸控屏幕，再發展到利用活動感應器的

類型的移動裝置。而各種移動設備中都不斷加

操控方式。可以想像得到將來會出現更多更方

入更新更快的硬件，包括不同類型的感應器，

便的操控方式，例如偵測眼球的移動方向、將

如GPS、二維碼掃描器(2D

晶片加到脷環再透過移動舌頭等方式，最後甚

Barcode

Scanner)、近距離無線通訊(NFC)等，取得相

至可以讀取腦電波的信息來接收指令。

關資料後，用戶更可以透過互聯網，加上社交
網絡上的個人資訊、個人網站瀏覽紀錄等可代
表個人喜好及需求，運用人工智能的分析獲取
到最合適、最貼心的資訊。
除了現有的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外，將來
更可能出現不同形態的硬件，再利用更具創意
的應用程式，進一步將移動智能裝置隔入到大
家的日常生活中。就如早前有報道指，Google
將於年內推出智能眼鏡，並將會採用Android
作業系統，眼鏡的鏡片將會成為裝置小型屏
幕，並且具有鏡頭，可連接3G或4G網絡，如
智能手機般隨時隨地瀏覽即時資訊，在鏡片上
顯示。此外，眼鏡更內置活動感應器及相機，
用家可以透過擺動頭部來操控系統，同時亦可

提升想像力及創意
科技本身是死的，但只要好好運用你的創
意，將新舊技術加上嶄新的概念串連起來就能
夠成就一個新的商機，改變人們的生活習慣。
這都取決於大家的想像力。現今的中小學生都
比較缺乏遠景，其實只要提升他們的想像力及
創意，香港將來的科技發展必定能走的更遠，
除了以上的各種應用外，帶出更多可能性。
雖然香港的市場較細，但作為一個國際性
都市及擁有與國內的密切關係，而且香港人口
密集，流動網絡的使用率亦十分高，香港絕對
是一個很好的測試市場，為進軍中國內地甚至
國際市場作好準備。

拍下眼前景物，更可以利用擴增實景功能，將
用戶身處位置和方向等資訊，配合應用程式來
展示所在地的相關資訊。

在軟硬件之間的配合，可以帶出無限的可
能性，只要勇於創新、嘗試，將移動科技套用
到香港不同的產業上，例如旅遊業及教育等，

大家有否印象，這種概念其實在多年前的
漫畫龍珠的劇情中都曾經出現過，作用是檢測

加強實用性，再加上香港人所擁有的無限創
意，必定能夠在市場上佔一席位。

附近的資訊及作戰對手的實力，這是很多人的
童年回憶呢！時至今日，這個構思不再是幻

洪文正

想，帶有相似功能的Google眼鏡即將推出，將

香港互聯網專業協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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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輸入?澳洲悉尼 INPUT
電 視製作人，每天為節目絞盡腦汁，每個

同場的另一套影片是來自英國 BBC 的長壽

deadline 都是趕趕趕，有時就是欠缺了一些走

紀錄片節目 Panorama 。為了調查一間復康院

出固有框框的思考空間。五月在悉尼舉行的

舍人員涉嫌虐待住院的智障人士，記者以臥底

「世界公視大展」（INPUT）就正正提供了這

身份，應徵當護理員。記者在院舍工作了五個

個機會，為世界各地的電視製作人注入正能

星期，以針孔攝錄機偷拍工作人員以暴力對待

量。

院友，凍水淋身作體罰，在天寒地凍的早上，
把濕透的院友趕出後園，直至她僵硬為止。在
INPUT，顧名思義，就是輸入的意思，其

中IN取自 International，PU 代表 Public，T則
是指 Television。這個已有三十五年歷史的公
共電視節目年會，每年由一班來自世界各地的
公共廣播製作人，精選題材創新、震撼人心甚
至顛覆想像的影片，引發同業評論研討。

場的觀眾無不目瞪口呆，一方面驚訝何解在這
個年代，如此不人道的事情仍可在英國發生？
另一方面，大家都是製作人，將心比己，作為
臥底記者，首要工作就是要搜集證據，但是幾
多才是足夠？在院舍工作五星期，身份既是記
者，亦是護理員，面對住院友受盡欺凌，記者
又如何自處，甚至介入呢？
放映當日，這位記者亦有到場分享他的臥
底經驗。他坦言當中有很多掙扎，他唯有本著
一個信念，就是製作這片子，不只是針對這間
院舍，更重要是揭露英國監察院舍制度的失
效，在當護理員的五個星期當中，他不斷提醒
自己，在當臥底的期間所作的每個決定不要被
個人的感受干預，因為他作的決定是會影響他
背後的製作團隊及對大局帶來的影響。
這種相信只有電視人才明白的赤裸告白，
令我撫心自問，面對這樣的題材，我又會如何

何時關機?
一連四天的 INPUT，展視了近八十套電視
作品，每天在三個放映室同時放映。我來自公
共事務組，自然對紀錄片特別關注，在第一天
的放映，就領教到入圍 INPUT 的作品果然令人
眼界大開。
我的晨早「INPUT美點」就是一套來自瑞
士的作品，紀錄一名到瑞士接受安樂死的女作
家生命的最後一程：受訪者把毒藥吞下，她臨
終對生命的感嘆以及跟友人死別的對話都盡錄
在鏡頭下，而最具爭議的是片子中最後一個鏡
頭，導演以長鏡拍攝了受訪者的死相。

處理?

故事的一面
報導要客觀，可算是我們拍紀錄片的金科
玉律，今次大會其中一節的討論就是有關紀錄
片的可信性。
當中一部由波蘭製作的影片。此片講述一
對遷居到挪威的波蘭夫妻尋女經過。背景是他
們的十歲女兒在上課期間，突然被挪威政府部
門帶走，原因是女孩在學校經常悶悶不樂，有
關部門把她暫安置在寄宿家庭，並打算為她找
尋領養家庭。女孩的父母情急下，竟然想出聘
請私家偵探為他們尋找女兒下落，而記者就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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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製作人，永遠有一個情意結，就是追

錄了這段營救女孩的經過，跟他們展開了一場

求獨家，把鮮為人知的人和事呈現在自己的影

跟蹤逃亡的旅程，「劇情」有點像 Mission

片之中。當日討論的焦點，就是當你自覺已接

Impossible 。但是，為何政府部門會在毫無預

近底線的時侯，你會何時「關機」？

兆下帶走這女孩？這對父母的背景是什麼？片

「世界公視大展」後記
子全都沒有交待，導演甚至沒有給該政府部門

片子播出後，得

就此個案答辯的機會。如此爭議的影片當然引

到世界各地相當

起一番的討論。與會者大多認為導演差不多一

大的迴響，但諷

面倒地同情此家庭，以仗義執言的手法去演

刺地，她收到不少電郵，都是要求她把高清版

繹，形成了一面倒的道德審判。但是，亦有來

本 或 沒 有 字 幕 版 本 上 載 網 上 ， 方 便 他 們「 老

自北歐及俄羅斯的同業表示這樣的事情是會在

翻」。

他們的國家發生，並認為導演勇氣可嘉。
當日更有意義的討論是影片可以怎樣帶來
我這位來自亞洲的觀眾自然亦看得百思不

更大的影響力。有人建議，導演應尋找綠色團

得其解，但是這片子的確引發我再思考一些老

體作合作伙伴，或舉辦一些策略性試映會，讓

掉牙的原則。

有政策影響力的人士有機會觀賞這片子。作為
紀錄片製作人，自然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帶來

我們在強調紀錄片的客觀真實時，是不可
排除紀錄片必然流露著導演的情感和態度，有
心的作品才能令觀眾感動。導演的情感和意識
往往會投射在拍攝過程中，更會成為內容和鏡

影響；無奈，這位西班牙演導對這些宏大的建
議顯得有心無力。她表示自己醉心拍紀錄片，
籌錢拍片已費盡她的心神，莫說如何更有效利
用這套片子去開始一個環保運動。

頭取捨的依據，但是，作為製作人，對待任何
紀錄片時，我們也要面對這些問題：只呈現故

的確，獨立製片工作者的獨立自主可說是

事的片面，會否誤導觀眾，甚至令看的人反

用生計換回來的，很多人籌措資金時遇上不少

感？我的片子有沒有公正地引領觀眾，令他們

困難。今年的INPUT就專誠舉辦了一個讓獨立

也感受到我所感受呢？優秀的紀錄片，就是要

製片工作者認識亞洲市場的交流會。其中，佛

好好拿捏這種客觀與主觀的關係。

山電視台介紹了他們的製作《孔子》，單是製
作費已是過億人民幣。難怪，之後不少獨立製

可敬的獨立製作人
不少獲選的 INPUT 作品都是來自獨立製片
工作者，這些獨立製片工作者擁很大的自主
性，有些甚至可以為一個更好的結尾，花上以
年計的時間去等待。

片工作者遇到我們這些黃皮膚、黑眼睛的與會
者，都會自薦他們的鴻圖大計，尋求合作機會。

Mini-INPUT在港台
文章到此，如果你的眼球仍然留在這裏，
我相信你也是對 INPUT 感到興趣。INPUT 的

我在 INPUT 欣賞了一部名為 The Light

Bulb Conspiracy 的片子，由一位西班牙的獨立
製片工作者 Cosima Dannoritzer 製作。她花了
兩年時間搜集資料，由揭發四十年代烏絲燈泡
製造商共同協議減低燈泡壽命至 1000 小時，
到近年打印機在設計時預設了本身的死亡時
間，揭露商人不斷透過縮短產品的使用期限來
促進消費，而過度消費最終令地球受害。導演
利用各種的例子、文件、錄像檔案及不同年代
的廣告甚至電影電視劇，成功傳遞了一個簡單
又重要的環保訊息。當日的與會人士都欣賞導

宗旨是堅信媒體肩負一項公共的使命，是文化
的一部份。為了實踐以上的信念，INPUT 許多
成員會在自己地方舉行「迷你世界公視大展」
Mini - INPUT，選映該年 INPUT 最優秀及最能
引發討論的影片。2007 年，INPUT 的台灣代
表台灣公視更與高雄市政府合作，在高雄電影
圖書館及愛河旁與市民分享 INPUT 精選影片。
香港電台近兩年也嘗試舉辦 Mini - INPUT，一
連兩天，跟港台同事一同交流。我期望這個小
規模的 Mini - INPUT，有朝一日能壯大起來，
讓更多人有觀摩交流的機會。

演的熱誠及具啟發性的題材。導演表示過去幾
年，邊籌措資金，邊拍片的日子全靠心中的一
團火去堅持，她笑說影片的成功沒有為她帶來

張詠賢

財富，自己過去十二年的收入一直沒有增長。

香港電台電視部公共事務組監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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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電視節目欣賞指數第一
2 012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第一季度調

節目是否合資格等等。由於資源有限，欣賞指

查的結果顯示，整體電視節目的平均欣賞指數

數調查皆以本地製作為主軸，所有重播、配

較去年第四季明顯下跌了 2.19 分至 66.64 分，

音、體育直播、外地製作本地包裝及帶宣傳性

乃自 1998 年調查開始以來錄得的新低，值得

質的節目暫時未能涵蓋。2002 至 2008 年期

再深入探討。排名最高廿位的非新聞財經報道

間，為增加調查節目的品種，四個電視台可在

節 目 之 中 ， 七 個 節 目 於 上 一 階 段 已 打 入「 廿

各個階段中，各自提名一個未能納入上述範圍

大」，另有三個為劇集節目，當中包括新上榜

的節目進入調查名單，條件是本地製作，不限

便登上首兩位的《火速救兵II》及《賭海迷徒》，

長度及播放次數。2004 年第三季度開始，各

兩者皆為港台製作，以及無綫的《OnCall36小

電視台的節目刪減名額將按該台節目數量的比

時》。新聞財經報道節目方面，無綫繼續排第

例計算--即製作越多，刪減名額越高，以取代

一位，第二及第三位分別是有線電視及 now 寬

過去劃一的删減方法。由 2008 年開始，每個

頻電視，而亞視及香港寬頻電視則分別排第四

電視台每季會先預設 15 個節目名額在調查名

及第五位。當中，有線新聞已連續十三次獲得

單內（包括各台提名的節目），餘額再按各台

評分70分以上，表現平穩地出色，值得嘉許。

節目的數量按比例分配，以確保製作數量明顯

「

較少的電視台在每次調查中的結果亦有若干份

調查方法及節目範疇
「2012 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繼續沿
用過去三年的調查設計及執行方法。現時調查
所採用的模式大致上仍然根據香港電台、電視
廣播有限公司及亞洲電視有限公司在 1998 年
達成的共識進行，而有線電視有限公司則於
1999 年加入。根據這個共識，香港電台成立
一個由電視台、學術界及廣告界代表組成的
「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顧問團」，負責釐定
欣賞指數調查的發展方向、問卷內容、調查方
法和節目範圍等，以確保調查在公平及具公信
力的調查準則下進行。欣賞指數的具體調查工
作由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獨立進行，緊密的
合作關係至今已踏入第十五個年頭。自 1999
年開始，每年度的調查共分四個階段進行，即
每隔三個月調查一次。調查以電話隨機抽樣訪
問形式進行，而訪問對象為九歲或以上操粵語
的香港居民，即一般香港電視觀眾。是次調查季
度所涉及的節目範圍包括在 2012 年 1 月 1 日
至 3 月 31 日期間於無綫翡翠台及 J2、亞視本
港台及有線電視各頻道播放的本地製作節目。
就調查節目名單的產生方法（每階段最多
可容納一百個節目），民研計劃的隊員在每次
調查進行的數星期前，先根據各電視台已公佈
的節目表編撰一份草擬名單，然後交由各電視
台代表作出增減及覆核資料，有需要時會由非
電視台代表投票決定如何分配名單餘額及某某

量及代表性。至 2009 年，顧問團通過對調查
設計再作出微調：於每個季度的調查中，預留
80 個節目名額予經常性的本地製作節目，但
不包括新聞財經報道節目，各電視台的名額平
均分配，即各佔 20 個，並透過電視台各自提
名的方法建立最後調查名單，而並非按各台製
作數量的比例分配。節目長短和次數不限，唯
一條件是節目必須為本地製作。如有個別電視
台未能在顧問團指定日期前提交入選節目名
單，顧問團中非電視台的代表，將以等額投票
方法，替有關電視台選出其入選節目名單。倘若
出現同票或其他特殊情況，則交由研究機構以
隨機抽籤方法解決。自 2009 年第一階段開始，
無綫的節目皆由顧問團的代表以此方法選出。
同時，自 2009 年起，調查亦決定撥出資
源探討各電視台（兩間免費電視台：無綫及亞
視；三間收費電視台：有線電視、now 寬頻及
香港寬頻）新聞財經報道節目的整體評分，以
探討本地觀眾對收費電視在此方面的欣賞程
度。由於收費電視台的認知率普遍較低，有關
新聞財經報道節目整體評分的題目會同時出現
在兩組問卷中，即每間收費電視台佔用兩個節
目名額。連同無綫及亞視各佔一個節目名額，
調查共用了 8 個節目名額以探討各電視台整體
新聞財經報道的評分。每個季度調查的節目名
額依然維持在 100 個或以下，若個別電視台未
能盡用每季的名額，餘數可撥作其他意見或試
查題目，以深入探討欣賞指數或與整個業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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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調查結果概述
展有關的專題性項目等。至於何謂「新聞財經

首 20 位非新聞財經報道節目的平均欣賞

報道節目」？研究組暫將之定義為以主播形式

指 數 為 7 3 . 4 5 分，較 上 一 階 段 大 幅 下 滑 2 . 4 6

報道之新聞財經新聞的節目，清談形式、專題

分，而平均認知率則為 40.4%，較上一階段下跌

探討、專家分析等類型則不計，而新聞財經報

1 . 4 % 。廿 大 當 中，香 港 電 台 製 作 的 節 目 有 1 3

道節目與其他類型節目所得的欣賞指數亦會於

個，繼 續 遙 遙 領 先 其 他 電 視 台，並 繼 續 保 持 強

報告中分開列出和描述。按上述方法，是次調

勢；而由無綫、亞視及有線製作的分別佔3、2

查名單所包括的非新聞財經報道節目總數為

及 2 個，跟上一季差不多。今季榮登榜首的是港

80 個：港台、無綫、亞視及有線各佔 20 個。

台與消防處聯合製作的《火速救兵 II》以 80.01
分的佳績排名第一位，欣賞

第一階段調查結果
2012 年第一階段的「電視節目欣賞指數
調查」於 2012 年 4 月 10 至 19 日期間進行，
透過電話成功訪問了 2,109 名 9 歲或以上操粵
語的香港居民，整體回應比率為 67.7%。為避
免問卷過於冗長，調查同時採用了兩組分拆問
卷同步進行，每組問卷的目標樣本總數為
1,000 個以上。以次樣本計，各個百分比的抽
樣誤差少於一點五個百分比，而 80 個被評節
目的欣賞指數的標準誤差則平均為 1.45 分。
調查結果顯示，被評分的 80 個非新聞財經報道
節目所獲得的總平均欣賞指數為 66.64 分，較
上階段急跌了 2.19 分，節目的平均認知率則為
25.3%，較上一季輕微下調，但十分接近。以認
知率 5% 或以上的非新聞財經報道節目計，本
階段欣賞指數排名最高的 20 個節目順序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火速救兵II (港台)
賭海迷徒 (港台)
鏗鏘集 (港台)*
星期二/日檔案 (無綫)*
警訊 (港台)*
新聞透視 (無綫)*
香港故事 (港台)*
頭條新聞 (港台)*
OnCall36小時 (無綫)
文化長河 – 山川行 (港台)
總有出頭天 (港台)
正斗中文 (港台)
功夫傳奇II之再戰江湖 (港台)
時事摘錄 (港台)
時事追擊 (亞視)*
樓盤傳真 (有線)
大會堂。五十風華 (港台)
回首2011-港聞聚焦 (亞視)
議事論事 (港台)
至FIT男女 (有線)

*同為2011年第四階段二十大節目之一，共7個

指 數 比 第 一 輯 的《 火 速 救
兵 I 》更 上 一 層 樓（ 7 8 . 7 2
分），亦是 2009 年第二階
段以來得分最高的節目。此
外，還有長期上榜的金牌時事節目如《鏘鏘集》
（港台）
、
《星期二/日檔案》
（無綫）
、
《警訊》
（港
台）
、
《新聞透視》
（無綫）
、
《香港故事》
（港台）、
《頭條新聞》
（港台）及《時事追擊》
（亞視）
。
就個別電視台的整體表現而言，香港電台
以 71.30 分繼續居首位，遠遠拋離隨後的無
綫、有線和亞視，該三台的整體平均欣賞指數
分別為 66.47、64.95 及 63.83 分。跟上一季
度比較，四台的相對排名完全一樣，但各台皆
錄得顯著的跌幅，依次下跌 1.30、2.23、2.48
及 2.74 分，當中以亞視的跌幅最大，值得關
注。而四台各自比較下，得分最高的節目乃港台
的《火速救兵II》、無綫的《星期二/日檔案》、
有線的《樓盤傳真》及亞視的《時事追擊》。
至於觀眾對各電視台的新聞財經報道節目
的整體評價，以有收看者計算，無綫蟬聯第一
位，其新聞財經報道節目的最新整體評分
72.07 分，升幅多達 0.93 分，亦是唯一一個今
季錄得升幅的電視台。有線以 70.36 分居第二
位，雖然其新聞財經報道節目已連續 13 次獲得
70 分以上的平均分，但相比上次調查，整體評
分明顯下跌了 0.76 分。now 寬頻電視以 69.26
分 排 列 第 三，第 四 位 的 是 亞 視，其 平 均 分 為
66.97 分，兩者較三個月前分別大幅下滑 0.84
及 1 . 5 2 分。排 列 榜 末 的 香 港 寬 頻 同 樣 錄 得 跌
幅，為 0.55 至 65.69 分，持續較其他台遜色。

彭嘉麗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助理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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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電視欣賞指數歷年數據概述
香 港電視劇集已成為華語電視文化代表之

的優劣進行評述；其三：香港電視劇以TVB生

一。近十年來，香港電視劇從題材選取、情節

產的電視劇著稱，具有代表性。

發展、以及社會影響均有嬗變。過往十年來受
眾對港劇的認知和欣賞程度如何？其評分可能
受何種因素影響？本文援引香港大學民意研究
計劃（以下簡稱HKUPOP）過往十年間（1998-

劇集欣賞指數的下降趨勢
首先關注欣賞指數和認知率的走向，如圖
1所示：

2009）向公眾開放的「香港電視欣賞指數調查
報告」結果（http://hkupop.hku.hk/chinese/
tvai/index.html），對其中80部由電視廣播公
司（TVB，以下簡稱「無綫」）生產的電視劇集
（以下簡稱「劇集」）進行考察，就每部劇集
的年度平均「欣賞指數」和「認知率」進行簡單
分析，旨在（一）歸納十年來劇集欣賞指數和
認知率的變化；（二）檢視何種特質的劇集更
可能具有較高的欣賞指數和認知率。
必須事先交代研究方法層面的三個事宜。
其一：分析對象：選取 HKUPOP 每年在網上
公佈的年度調查結果，選取無綫電視（TVB）
年度欣賞指數排名前25的所有節目，並從中選
取「娛樂類」節目，再從中選取其中的電視劇
集。也即，本研究中的個案（unit of analysis）

圖1：電視劇集欣賞指數（標準化後得分，以黑色實心圓
點和實線標示）和認知率（標準化後得分，以X形和虛線
標示）隨播出年份（1998-2009）的變化情況（數據來
源：香港大學民意研究中心「香港電視節目欣賞指數報
告」專頁），樣本量為80（部劇集）

是「一部」「劇集」本身，從1998到2009年
（因2010年的報告未區分節目類型，故暫不分

圖1中的兩條擬合曲線（lowess line）顯

析），共有80部劇集，所以本研究的樣本數是

示，電視劇集的整體認知率從1998年到2001

80。針對每一部劇集，記錄HKUPOP所公佈的

年有下降趨勢，再從2003年左右開始緩慢上升

平均（總）欣賞指數（從0到100，得分越高，

至2009年。而欣賞指數在近年來（尤其2005

表明該劇集「整體上」的認知指數越高）和（平

年開始）則呈下降趨勢。2009年的幾部劇集欣

均）認知率（從0%到100%，百分比越高，表

賞 指 數 都 較 低 ， 若 非 最 高 點 的 個 案《 巾 幗 梟

示該劇集在播出期間「平均而言」被更高比率

雄》，原始得分80.83（滿分為100），遠高於

的受眾所知曉）；筆者將這兩項得分分別進行

第二的《宮心計》（72.4 ／100）和第三名的

標準化，再進行後續分析。

《學警狙擊》（72.33／100）），劇集欣賞指
數的下降趨勢將更為明顯。

其二：欣賞指數是香港電台於1991開始引
進的一套對電視節目收視情況進行評估的方

將欣賞指數和認知率二者的高低多寡交互

法，主要以電話訪問的方式進行，全年每隔三

之後可對節目類型進行劃分。大陸學者劉燕南

個月調查一次，訪問對象是九歲或以上操粵語

根 據 香 港 學 者 蘇 鑰 機 的 劃 分 方 式（ 見 註 釋

的香港居民。欣賞指數反映受眾對節目質量的

二），將欣賞指數和認知率各分為低、中、高

評估和欣賞程度；認知率則是受眾對一檔節目

三個水平，這樣將會出現一個3乘以3的九單元

的知曉程度。關於這兩個變量的概念及操作化

格，這九個單元格的電視節目又可分為六類，

定義、問卷測量的實施，本港已有多名學者進

分 別 是「 理 想 節 目 」（ 高 欣 賞 指 數 、 高 認 知

行論述（見註釋一）。本文直接援引 HKUPOP

率）、「大眾節目」（中或低欣賞指數、高認知

公佈的研究結果，暫不對這一概念本身和方法

率）、「精英節目」（高欣賞指數、中或低認知
率 ）、「 中 檔 節 目 」（ 中 欣 賞 指 數 、 中 認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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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如蘇鑰機，鍾庭耀：電視節目欣賞指數的意義和作用（《傳媒透視》2004年4月號）、朱培慶：港台引入「欣賞指數」的由來
（《傳媒透視》1999年6月號）、史文鴻：電視欣賞指數與香港電台文化使命（《傳媒透視》2002年4月號）等。
註二：劉燕南的文章見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3776，其所援引的文章是蘇鑰機：用欣賞指數量度電視節目品質
――香港的經驗，載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廣播與電視》第十四期，1999年11月。

香港電視劇集特徵與收視情況
率）、「平庸節目」（中欣賞指數、低認知率；

例中為：時常、時段、類型）的正負性和大小

或 者 低 欣 賞 指 數 、 中 認 知 率 ）， 和「 劣 質 節

顯示這一組自變量對結果（本例中為：劇集收

目」（欣賞指數和認知率均低）。

視類型）的影響。除去缺失值，最終有69部劇
集進入了分析，結果中僅有一個方程組顯著

本研究援引蘇鑰機和劉燕南的分類，根據
十年來欣賞指數和認知率的得分，以最低分為
下限、最高分為上限，進行三等分，三等分之
下的謂之「低」、中間得分謂之「中」，上三分
之一謂之「高」，將進入分析的80部電視劇集
進行分類，共計平庸節目10部（12.5%），大
眾節目35部（43.75%，為數最多），中檔節目

（lambda值為.697，p<.05，卡方值為
23.061，自由度為12），其中三個預測變量的
判別方程係數分別古裝劇集（.728）、節目持
續 日 期 （ - . 6 5 2 ）和 播 出 時 段（ . 3 4 7 ）。 簡 言
之：古裝類的劇集（包括民國劇和清裝劇）、
播出時間在稍晚時段的劇集、和集數稍短的劇
集，更有可能成為「理想節目」。

21部（26.25%），精英節目2部（2.5%），和
理想節目12部（15%）。這12部類屬於「理想
節目」的劇集分別是：《妙手仁心》（1998）、
《 烈 火 雄 心 》（ 1 9 9 8 ）、《 天 地 豪 情 》
（1998）、《妙手仁心之二》（2000）、《男親
女 愛 》（ 2 0 0 0 ）、《 十 月 初 五 的 月 光 》
（2000）、《妙手仁心之三》（2001）、《憨夫
成龍》（2003）、《沖上雲霄》（2003）、《金
枝欲孽》（2004）、《溏心風暴》（2007），和
《巾幗梟雄》（2009）。值得一提的是，兩檔
「精英節目」分別是兩部《廉署行動》（2004
年和2007年）。

結語
TVB電視劇集曾經一度輝煌，然而近年來
所受到的衝擊日益劇增—如媒介技術帶來的受
眾媒介內容選擇的多樣性、收視平臺的擴寬
（從單一的電視到交互式的網絡平臺）、商業
角力（更多的視頻內容生產力量進入到博弈中
來 ）、 乃 至 相 關 的 政 策 法 律 法 規（ 如 盜 版 現
象）等多重力量；更有甚者，在港劇落地大陸
市場時，還可能因其微妙的內容隱喻而導致播
出上的干預（見本刊2012年1月號中，筆者對
港劇《天與地》在內地部分渠道被禁播一事的

最後，作為一個探索性研究，採用三個變

討論）。

量來解釋欣賞指數和認知率：節目播出的日期
長度、播出時段，和劇集的類型。對於長度，
以該劇集首播起止日期之間的天數衡量；播出
時段以節目開始首播的開始時段計，一小時為
一 個 類 別 （ 晚 間 1 9：3 0 － 2 0：3 0 ； 2 0：3 0 －
21：30；21：30－ 22：30；和22：30－ 23：
30）；對於類型，結合香港劇集的實際情況和
簡約計，就簡單地二分為時裝劇和古裝劇（包
括清裝、民國）。考慮到分析的因變量（劇集
的 收 視 分 類 ）屬 名 稱 變 量（ c a t e g o r i c a l
variable），預測變量（時長、時間段、分類）
既 有 名 稱 變 量 又 有 數 值 變 量（ n u m e r i c a l
variable），採用了「判別分析」（discriminant
analysis）的方法—簡單解釋曰：判別分析旨在

最後，本文方法的誤差和局限有二，第
一，以一部劇集整體作為分析單位，無法考量
每一集劇集播出之後（或播出一段時間之後）
欣賞指數和認知率的即時走勢，也無法分析受
眾的個體變量（individual level variables）如性
別、年齡、職業、收入對收視情況的影響；其
次，左右一部劇集評分高低的因素有很多，從
是否有當紅影星到是否切中時政熱點。以劇集
為 分 析 單 位 ， 對 劇 集 特 徵 的 揀 選（ 變 數 的 選
取）是有限而武斷的。隨著社交媒體的興盛、
收 視 率 監 控 技 術 的 提 高 、 數 據 挖 掘（ d a t a
mining）等新技術的引入，針對受眾收視情況
的後續研究大有作為。

將 預 測 變 量 以 若 干「 方 程 組 」（ c a n o n i c a l
discriminant function）的形式進行歸類，每個
方程組中包含若干變量。僅在到達統計顯著水

張昕之

平（p值小於.05）的方程組上，預測變量（本

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博士候選人

註三：本文系2008年度中國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項目「香港回歸十年間粵港電視劇比較研究」（項目編號08BC19）階段報
告之一。本文所有研究材料來源於公開資料：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中的研究專頁：http://hkupop.hku.hk/chinese/tvai/index.
html，關於劇集的信息則參考了劇集官方網站和其他搜索引擎和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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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傳媒記事簿
香港記者境外採訪再遇阻礙  

梁點名批評傳媒影響人心

警方與記者採訪衝突待化解

擬新設文化局長人選惹爭議

內地失明維權人士陳光誠五月初逃到北京

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在五月下旬連續兩天

美國領事館一事，引起海外媒體追訪，當陳被

發表聲明，點名批評《蘋果日報》報道失實，

勸離美國領事館到朝陽醫院治療時，其中多名

第二天更指該報「一周內三次刊載內容不實的

在等待的香港記者，被指越過限制區，當中有

人事任命報道，影響人

香港有線電視的工程人員被沒收回鄉證，還有

心 ， 本 辦 深 表 遺 憾 。」

其他機構的香港記者和攝影師被沒收駐站記者

《 蘋 果 日 報 》更 以 頭 版

證；而有關記者隨後要到公安局接受查問，才

回應，指候任特首辦干

能取回證件。此外，《南華早報》一名攝影記

預《 蘋 果 》秋 前 算 賬 。

者在五一勞動節早上前往澳門，欲採訪五一遊

香港記者協會表示，過

行，但當地執法人員指該記者有跡象從事「危

往政府甚少點名批評傳

害澳門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的活動」。同一記

媒，若傳媒失當點名還

者在 2009 年兩次前往澳門採訪亦遭拒絕入

可以接受，亦認為傳媒

境。《南華早報》及後發表聲明，指澳門政府

報道事件也該查詢有關

違反《基本法》保障的新聞自由。攝影記者協

一方的回應。然而，若指傳媒報道是影響人

會亦發表聲明表示遺憾，促請澳門當局尊重新

心，卻是不可接受，令人質疑是否只可以報道

聞自由。

候任辦的版本才算是「不影響人心」，擔心會引
起寒蟬效應。

監警會在五月上旬發表中期調查報告，指
去年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時，警方多項妨

此外，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在五月中發表

礙傳媒採訪指控成立；但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堅

了一篇質問立法會議員以拉布阻礙新政府改組

拒收回「黑影論」及向媒介道歉。不過曾偉雄

的 文 章 ， 由 六 份 報 章 同 日 刊 登 ， 分 別 是《 明

表示，警方會汲取這次教訓，以改善不足。香

報 》、《 晴 報 》、《 新 報 》、《 文 匯 報 》、《 大 公

港記者協會及多名立法會議員，均炮轟曾氏拒

報》、《商報》以特稿形式刊登，令報章版面恍

絕認錯，是變相支持警員阻礙記者採訪。此

然成為官方傳聲筒，行內人士質疑處理手法，

外，警務處處長月初亦會見四個新聞工作者團

為何不當新聞報道，然後加上學者議員的評

體，雙方商討設置採訪區的問題，會上雙方達

論？至於行政長官的看法，為什麼不是由政府

成共識，警方同意在一般情況下毋須設立採訪

新聞處公告？只給個別傳媒，抑或所有傳媒都

區，警方會盡快檢視設置採訪區的政策，包括

收到？為何選擇用這種方式發聲？他們都期望

設置採訪區的標準，會考慮業界提出的意見。

候任特首辦中人能對此作出回應。

香港《文匯報》前社長李子誦月初因病逝

另一宗有關候任特首的惹火新聞，是梁振

世，享年 一百歲，新華社其後以 卅五字報道有

英提出改組政府架構，增設文化局和科技通訊

關消息。與李共事多年的劉銳紹讚揚李子誦

局，其中文化局長一職的人選傳為現任民政事

「擇善固執」，在八九學運期間，即使面對壓

務局副局長許曉暉擔任，早前被傳的大熱門黃

力，仍決定在社論開天窗，刊出「痛心疾首」

英琦因不為左派接受而陣前墮馬。但許小姐由

四字，抗議北京宣布戒嚴，絕對有知識分子的

於不為文化界中人熟悉，被行內批評不懂文

風骨。

化，沒資格當此要職。至於文化局的工作及使
命，輿論亦有廣泛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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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興建新大樓招標就緒

TVB突轉高調反對增發電視牌

無綫myTV年底加入收費服務

有線促免費電視發牌重新諮詢

政府決定香港電台路向後，多項工作相繼

經過逾兩年的超長審核期，政府仍遲遲未

開展，其中興建新大樓的招標工作已經就緒，

能公布增發免費電視台牌照結果，無綫一直對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五月初在立法會表示，香

新增免費電視牌照沒有太大反對，但繼亞洲電

港電台的新大樓將採用「設計及建造」的合約

視早前向法庭挑戰發牌決定落幕後，無綫電視

模式建造，其招標工作已就緒，為免延遲港台

在五月中又突然高調反對增發牌照，電視廣播

大樓的落成時間，當局不會更改合約模式，預

執行董事兼集團總經理李寶安在股東會後，批

計工程在兩年後展開，可以在二零一七年落

評發牌程序透明度不足，聲言會與當局交涉，

成。為推動社區參與，香港電台現正成立一社

甚至不排除以法律行動阻攔當局發牌。他又擔

區參與廣播基金，建議政府撥款四千五百萬元

心當局發多三個免費電視牌，廣告收益被攤薄

推行，試驗為期三年，目標對象包括少數族

下，指出免費電視市場廣告收入在過去十五年

裔、貧窮兒童、長者、新來港人士、外籍家庭

均無增長，多發牌照可能會有電視台倒閉。

傭工及復康人士等。計劃將會設有十一個節目
主題，每季度播放十三集，每集半小時，製作

另一投牌者有線寬頻旗下奇妙電視亦對遲

成本為七千五百元，參與人士獲劃一發放「車

遲不發牌表示

馬費」酬金。財委會一經批款，料今年第四季

意見，形容此

推行，首年度開支需約七百萬元。

舉只會為難現
屆及下屆政

無綫網上頻道 myTV 發展迅速，每月瀏覽

府，更大膽呼

量達 500 萬人次，集團計劃今年底加入收費內

籲政府再次諮

容，但強調目前九成內容將繼續免費，僅就新

詢公眾。而城

增服務收費，並提供按月、按量或套餐收費計

市電訊發言人

劃，估計每月消費約數十元。新收費的服務，

表示，相信政府將執行1998年訂立的政策，並

包括觀看現時收費電視的經典劇集台內容，希

有信心獲發免費電視牌照；其主席王維基更回

望推動觀看舊劇集熱潮。無綫收費電視業務去

應無綫說法，指過去十五年香港電視廣告收益

年虧損 5800 萬元，對於 myTV 收費模式會否

無增長，或是因為現行電視節目不夠精彩所導

進一步蠶食收費電視業務，無綫發言人希望做

致。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五月底回覆

到雙贏局面。

立法會議員提問時表示，行政長官與行政會議
根據法例，盡快及審慎處理三家公司的免費電
視牌照申請，但未有時間表。本地輿論亦加入
戰團，普遍認為特區政府不應將事件政治化，
應儘快結束一台獨大的局面。

梁麗娟
傳媒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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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參考資料

M ed i a Ref erence

THE GREAT SPLIT OVER CONVERGENCE
The hot media trend of the past decade has been convergence – broadcast, print and Web in
the same market, with the same owner, beating all rivals with a massive joint newsroom. The
newspaper people get weather expertise and slick Web video from the TV guys, while the
broadcast people get depth and breadth from the print veterans on investigative stories. Is
such joint print and broadcast newsrooms supposed to b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BROADCASTING & CABLE
April 9, 2012

USING SOCIAL MEDIA TO GET VIEWERS WHERE THEY LIVE
TV stations in the U.S. are digging deep into social media to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ir shows and their viewers, using social media applications to build those relationships and
extending their social media presence beyond the traditional promos.
BROADCASTING & CABLE
April 2, 2012

DRM : NECESSITY OR FRILL?
With consumers demand for anytime, anywhere access to the content of their choice, on the
device of their choice, and at a price that is commensurate with the volume and type of content
they consume. Therefore, as content producers and service providers look to offer premium
content to increasingly discerning audiences, how relevant are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DRM) solutions in the content distribution ecosystem?
ASIA-PACIFIC BROADCASTING
May 2012

BY ROYAL APPOINTMENT
The state occasion of the Diamond Jubilee was unprecedented in the scale of its outside
broadcast. The pageant promised to be the most challenging of the set pieces since nothing
of this magnitude had been attempted before. The BBC was shouldering the bulk of live
coverage of the events and technical planning began well over a year ago.
BROADCAST
May 25, 2012

2012衛視新生態：「限娛」落地 創新反彈
廣電總局大力整頓充斥於螢幕的不良風氣。隨「限娛令」正式落地生效，同去年相比，七
類被調控娛樂性較強節目減少了三分之二，過度娛樂化傾向得到明顯遏制。同時，新聞類
節目增加了三分之一。「限娛」重拳下，各地衛視從去年十月至今年一月輕歷了一場被迫
慌亂應對到主動加強節目研發的跨越式彈跳。
《南方電視學刊》
二零一二年第二期

有線網絡智能電視融合門戶開發設想
傳統以運營商為核心的模式受到挑戰，平台提供商逐漸成為產業的核心，用戶越來越注重
應用和服務。隨着這種模式被廣大用戶所接受，國內運營商藉打造自己的多屏互動智能電
視門戶，逐步建立自己的應用產業鏈。
《世界寬帶網絡》
二零一二年六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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