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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春，我在倫敦加入了英國廣播公司

（BBC）的世界廣播部（World Service）工作。

BBC 是個很重視員工訓練的機構。我在那裡工

作了七年，參加過他們不同形式的多個訓練課

程。記憶中我上的第一個訓練課程的其中一

課，談及到英國 1982 年和阿根廷因福克蘭群

島的主權爭議引發的戰爭。課程的導師當時向

我們講解新聞事實的準確性是如何重要、新聞

和宣傳的分別、以及編輯自主的問題。導師對

我們說，BBC 西班牙語廣墦就福克蘭群島戰爭

的報導，令英國當時的戴卓爾夫人政府很不

滿，因為 BBC 對戰事傷亡等報導和官方的報導

不很一樣，政府認為這樣對英國軍民的士氣不

但無益，反而有機會助長敵人的氣勢。

戴卓爾政府據說因此多番向 BBC 施壓。但

BBC 當時的管理階層不為所動，因為他們認為

BBC 的報導，都是自己的記者在前線工作時有

根有據的報導，果斷地堅持自己的編輯自主

權，認為向受眾和國民專業地在不影響到國家

安全的情况下，報導媒體接觸到的所有可靠的

資料和見到的事實真相，比起政府方面是以新

聞專業標準所提供的消息，更符合國家利益。

後來英國政府索性在交戰期間自立一拉丁美洲

語頻道，繞過 BBC 直接向阿根廷廣播。但

BBC 並沒有因此改變方針，繼續本著公共廣播

的精神製作相關的節目。

這次訓練，讓我明白要維護公共廣播的編

輯自主，得靠公共廣播機構上下一心地以準確

和整全報導事實真相的新聞專業精神，來抗拒

外來的政治或其他壓力。這種上下一心的努

力，加上其公正專業的新聞操守使其報導能取

信於民，就是在戰時也讓 BBC 能繼續高舉公共

廣播而非民族主義廣播的大旗。

香港電台面對更大的挑戰

眾所周知，在香港肩負上公共廣播服務的

香港電台，不是一個獨立於政府的機構，而是

一個公務員體制內的行政部門。雖然港台和政

府有一個架構協議，讓港台擁有編輯自主權，但

港台既然是一個政府部門，在人事任命和資源

調配上政府很難完全沒有從屬關係，要依靠這

種安排來進行稱職的公共廣播服務，先天上是

非常不足的。一旦政府高層因種種政治理由不

滿意港台的節目或報導時，作為公務員的港台

高層是否能頂得住來自上司或同僚的壓力呢？

當然，香港電台從來都是一個政府部門。

它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所發展出來的公共廣

播傳统，未嘗有一天是以獨立於政府架構的方

式發展出來的。但目前港台的處境，最少在兩

方面比從前面對更大的挑戰。第一個明顯的挑

戰，就是現在港台的總編輯（即廣播處長）和

以往幾任處長不一樣，並非是專業和受到新聞

界廣泛認可的媒界資深從業員。我相信鄧忍光

處長是位稱職的政務官。但通才的政務官是否

就是一位公共廣播的專才和承擔者呢？

港台面對的第二大挑戰，就是在日益政治

化和非敵即友的氛圍下，如何能專業地堅持不

偏不倚的公共廣播。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由於

97 問題，香港其實已頗政治化。但由於當時

政黨政治、政制發展、社會運動、媒界生態比

起今天來說還沒有那麽分化，加上回歸前港英

政府雖然並非公共廣播的堅實支持者，但由於

BBC 在英國起著公共廣播服務的楷模作用，因

此，作為港府部門的香港電台在編輯自主和製

作上以 BBC 作為圭臬，殖民政府也不會或不想

太過與它對著幹。

目前港台內部總編輯與部分非常資深的專

業編輯和製作員工在編輯判斷上出現到彼此公

開互不信任的分歧，對香港公共廣播服務是敲

起了警號。結構上先天不足的港台如果內部不

能上下一心的去維護公共廣播的精神，港台是

否能有足夠的內部資源，好好地承擔不偏不

倚、頂得住外間壓力的新聞專業操守呢？在目

前對立的政治環境下，政務官出身的廣播處長

被指稱有政治任務要整治港台，反對派的政黨

和團體也通過「撑港台」運動與對方實行抗

爭，要求處長下台。建制派的一些活躍分子也

不遑多讓的通過支持處長來進行反抗爭。當港

台的爭議變成社會上很分化的政治紛爭時，不

偏不倚的公共廣播服務的空間還剩下多少呢？

公共廣播的原則和操守

我在 BBC 工作期間參與的另一次訓練課

程，令我自己對公共廣播服務進行了嚴肅的反

對公共廣播服務的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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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那次在訓練課程中，導師播放了當時 BBC

駐約翰內斯堡記者的一段電視新聞報導。當時

南非還在實行種族隔離政策。記者當天去採訪

最大反對派非洲人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一次反政府大集會。集會舉行期

間，警方向集會施放了催淚氣體，驅散集會群

眾，連 BBC 的採訪隊也不能倖免。之後，採訪

隊在集會附近的一條街道上遇上了一宗暴力事

件，看見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一群成員手持刀斧

追殺一名黑人，攝影師馬上跑上前去拍攝有關

場面的片段，記者也繼續緊隨上去旁述和報

導，並去了解這名黑人為何被同樣是黑人的非

洲人國民大會的成員追殺。記者後來得悉，原

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成員認為這名黑人是白人

警察的卧底，向政府通風報訊破壞反政府的行

動。鏡頭一直追拍這名黑人逃命的情境，以及

他最後被追上並被殺害的情况。

整段新聞片段使人看到在種族隔離政策下

很暴力的一面。相關的暴力，有來自政府和警

方的，也有來自最大反對派的。新聞片段在

BBC 電視上播出時是經過處理，把那些最血腥

和恐怖的部分删除。但我們在訓練課程中看到

的，是未經删除的版本，看著那名被追殺的黑

人一邊大聲求饒和否認自己是卧底，一邊被斬

殺的情景，是很受震憾和驚心奪魄的經驗。

我看了這段新聞後，久久不能釋懷。後來

慢慢地，我對公共廣播的原則和操守有以下的

體會。第一，大眾媒體不可能是新聞事件的純

粹觀察者，因為新聞媒體的出現和報導，往往

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新聞事件的當事人的行

為和舉措，因此也影響到新聞事態的發展。以

當時的非洲人國民大會為例，他們舉行反種族

隔離政策的大集會，當然是要吸引像 BBC 這樣

的國際媒體的關注，使南非白人政府感受到來

自國際社會的壓力。相反，南非白人政府自然

是不歡迎 BBC 的關注，特別是西歐各國基本上

是持反種族隔離主義的立場，西歐媒體自然是

持類近的態度來報導有關的事態。在這情况

下，專業的公共廣播，並不是一定不會影響新

聞事態的純粹觀察者，而是要對這些有重大新

聞價值的事件作出準確和公正的報導。報導的

首先目的並不是要影響新聞事態的發展（儘管

這可能是難以避免的），而是要讓受眾知道事實

上發生了甚麼事，以及社會上對這些事件的發

生有哪些不同的同時又是重要的解說和評價。

第二，要公正和不偏倚地進行公共廣播，

媒體本身新聞事件所牽涉的大是大非的爭議

（例如種族隔離主義）便不能負起倡議者的角

色，而是要提供平台，讓爭議各方提出其有力

的論說和接受不同意見尖銳的質詢，使受眾在

最大程度上多方面了解到爭議的關鍵所在。

BBC 當時要在南非的爭議中扮演較為不偏

倚的角色而非爭議一方的倡議者角色，比起南

非國內的媒體來說是較容易的。但媒體一旦負

上了倡議者的責任，其折射出來的報導和分

析，會否太受其倡議的目的所主導，不能讓其

他重要的觀點和視野得到應有的重視呢？以

BBC上述的新聞片為例，反種族隔離的倡議媒

體會如何展視政府的暴力和非國大的暴力呢？

若政府是在維護不公平體制下展視的制度性暴

力，那麽反對者是否就可採用行刑式的以暴易

暴的方式來對付一個有嫌疑的人士呢？一旦倡

議的一方認為需要用抗爭的方式來爭取達到他

們的目的時，敵我的策略思維和要求，離公共

廣播準確和不偏倚的要求，大概會是很遠的了。

稱職的公共廣播總編輯

BBC 雖然是公共廣播服務的楷模，但它也

不是不會犯錯的。2003 年爆發第二次海灣戰

爭前，BBC 主打的電台晨早時事節目就關於英

國政府的伊拉克大殺傷力武器調查報告的報

導，便犯了非常嚴重的錯誤，甚至因此弄出人

命。近期關於其已離世的前兒童節目主持性侵

犯醜聞的編輯處理，也反映其編輯管理上大有

問題。畢竟，人的判斷和制度都不是完美的。

但我在 BBC 的訓練告訴我，當執政黨和反對黨

都分別對 BBC 的編輯管理階層表示不滿甚至憤

憤不平時，BBC 的時事新聞節目離不偏不倚的

公共廣播原則大概是不遠了。

香港電台的總編輯是港台公共廣播服務的

最高守護者。如果港台同時使社會上的建制和

反對力量都感受到尖銳的詰問而不很舒服時，

他大抵是一位稱職的公共廣播總編輯了。

	張楚勇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高級特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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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風波的民意和反思

有關香港電台的討論好像沒完沒了，過一段

時間又有新的焦點出現。最新的風波始自一年

多前鄧忍光履新廣播處長，當時港台員工以黑

地毯相迎空降的政務官。到近日爆發連串內部

爭議，包括有構思把《頭條新聞》由無綫電視

轉到亞洲電視播放、取消《議事論事》、處長

查詢《城市論壇》討論反國教事件的空凳安

排、《頭條新聞》的希特拉構思要作交待、署

任高層員工的升遷等。

這些事件引起新聞界的廣泛報道，港台的

時事廣播及《議事論事》都有大篇幅的討論。

新聞機構極少成為新聞主角，尤其是有關負面

的事，這種「自我指涉」的情況可說不幸。究

竟大家對上述議題有何看法？風波中的問題核

心是甚麼？

大家對港台的印象

為了解大家對港台及最近事件的看法，我

設計了一份只有一條問題的問卷，找了一百人

回應。這條問題是：「當提及香港電台時，你

最先想起的是甚麼印象？請依先後次序用簡單

的形容詞語，在下面寫最多三個。」回答這條

問題的人，包括中大的同事及學生。當然這個

做法屬非科學性質，無論在人數和抽樣上都不

算有甚麼代表性，所得結果只能提供一些大概

印象。除了這份極短問卷外，我在課堂上和

四十多位修讀「新聞與社會」一科的中大同

學，以小組形式討論了一些問題，詳情可見下

面的介紹。

先看看問卷得出的結果。如附表所示，以

「所有印象」計算，最多人提出的前五位依次

是：（一）「有質素、專業、認真」、（二）「保

守 、 守 舊 、 傳 統 」、（ 三 ）「 政 治 控 制 、 打

壓」、（四）「獨立、自立、自由」、（五）「敢

言、批判」。接下來較多人提及的有：「公共

廣播」、「官方、政府」、「客觀、中立、公

正」、「多元化」。如果以回應者的首個印象計

算，他們對港台最深刻的印象依次是：「公共

廣播」、「有質素、專業、認真」、「政府控

制、打壓」、「保守，守舊、傳統」、「官方、

政府」。

附表中的十多項較多人有的印象，大部分

都是正面的，但也有些項目屬負面（如保守、

政治控制、多爭議、沉悶、士氣低落），這些

就涉及近日的風波及港台的表現。在眾多港台

節目中，最多人提及的是《頭條新聞》，有一

至二人提及的則有《鏗鏘集》、《晨光第一

線》、《獅子山下》。人物方面，最多人提及的

是處長鄧忍光。

對六條問題的思考

和同學的討論中，我列出了下列六條問

題，讓大家分組討論，並由同學就小組的看法作

出總結。歸納同學和我自己的一些意見如下：

附表：100個市民對香港電台的印象

對港台印象
第一個
印象

所有印象
(三個總和)

有質素、專業、認真 10 22 (7.7%)

保守、守舊、傳統 8 22 (7.7%)

政治控制、打壓 10 20 (7.0%)

獨立、自主、自由 6 19 (6.6%)

敢言、批判 6 18 (6.3%)

公共廣播 13 17 (5.9%)

官方、政府 7 17 (5.9%)

客觀、中立、公正 4 17 (5.9%)

多元化 3 17 (5.9%)

頭條新聞 5 10 (3.5%)

公信力 2 9 (3.1%)

鄧忍光(事件) 2 8 (2.8%)

多爭議、對抗 1 7 (2.4%)

沉悶、乏味 0 6 (2.1%)

士氣低落 0 4 (1.4%)

其他 23 74 (25.8%)

總和 100 28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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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廣播處長過問一些節目製作的細節，

是否恰當？

大家覺得廣播處長在架構上是港台的總編

輯，有權提出疑問和作最後決定，因為他是最

終的負責者。但在實際運作上，處長不應管得

太細，對事情要寬鬆處理，要信任下屬員工，

發揮團隊合作精神，才可避免「空降」身分帶

來的問題，及「外行領導內行」的指摘。

（二）一些港台節目安排如節目播放調動、

擺放空凳及用希特拉作構思，是否合適？

對於將港台的皇牌節目如《頭條新聞》移

放在較少觀眾的亞視播出，似乎理據不足，不

符合港台自己的利益，難免令人有其他猜想。

擺放空凳的做法有爭議，但同學覺得也無不

可，屬見仁見智之舉。用希特拉作節目構思宜

小心，但也不須自我設限，事實上最終沒有進

行，事後要「思想交待」並無必要。

（三）你認為政府高層是否有意整頓港台？

大家覺得沒有實質和明顯的證據，只能從

一些蛛絲馬跡作猜測。同學們的結論是傾向相

信政府有意整頓港台，例如把「空降處長」的

做法常規化，及挑剔港台員工的一些做法。如

果政府和處長真的沒有這個意圖，卻被港台員

工和一些市民誤會，就非常不值和可惜，確實

是有嚴重的溝通問題了。看來有關當局還要多

作說明，並以實際行動否定這個說法。

（四）港台是政府一個部門，應否為政府服

務和發聲？

港台在架構上的確是政府的部門，但它用

的是公帑，目標是作公共廣播，所以服務的終

極對象應是香港市民。這也是港台一向的傳

統，而很多市民也支持公共廣播的理念。當然

港台也會為政府製作節目，為政府宣傳政策，

但它不應只是政府喉舌，在港台約章中就寫明

它有編輯自主。有人認為它應和其他新聞機構

一樣，要有監察政府的職能。

（五）港台現時面對的主要問題是甚麼？

同學們認為，港台面對的主要問題是編輯

自主，當中涉及「外行領導內行」和信任溝通

不足。更深層次的矛盾是架構問題：現時港台

仍屬政府部門，卻要做公共廣播，又兼有新聞

機構的角色，箇中的結構矛盾是個死結。這些

問題其實一直存在，但未能解決，於是風波不

斷重演，港台內耗不止。

（六）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大家的結論是，權宜之計是處長不要空

降，要從內部晉升，讓坐這個位置的人真正了

解港台的理念和運作，並有實際的廣播經驗。

其次是在規則上有明確的界定，各司其職，權

責分明，才可避免爭拗。最根本的解決方案是

把港台變身，脫離政府部門行列，成為獨立的

公營廣播機構。但這個可能性很低，現時已無

人積極爭取。

小結

總括而言，似乎大家對香港電台的印象主

要是正面的，同時關注到近日的「政治打壓」

爭議及處長風波，但也有人對港台的官方身分

和一些保守傳統有意見。但港台出現的內部風

波，對它的形象有相當損害，有個別回答問卷

者表示港台「被騎劫」，甚至覺得它變得「黑

暗」和「忍無可忍」，也有人說它「曾經正

氣」，這些感覺令人婉惜，並值得港台員工 

警惕。

不過市民對港台還是有感情和期望的，他

們贊同它維持編輯自主，堅持客觀中立，努力

為公眾提供多元化及優質的節目。儘管港台在

行政架構上未能獨立，大家仍希望港台能繼續

進行公共廣播，在內部加強溝通，減少爭拗，

從負面的「自我指涉」轉為「自我反思」，最後

達到「自我改善」。如這願望成真，就不單是

港台之幸，也是市民之福。

	蘇鑰機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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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檔案拆 解 大 新 聞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後，隨即訪問非洲

多國，中、非關係的重要性，顯而易見，而近

幾年涉及這兩個地方的新聞題材，也成為很多

記者的採訪焦點，好像中國在非洲的龐大投

資，特別是石油等資源項目。

在這個熱門題目上，原來不少外國記者都

在香港找到很多線索及證據，當中，香港的公

司查冊所得的公開資料，做了好多大新聞。

好像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 Stabile 調查報導

中心於二零一一年發表的報導，揭露中國在非

洲多國的石油、鑽石和其他資源投資，均和一

間在香港註冊的公司有關。

由報導中心的數名研究院學生記者調查所

得，這家公司有話事權的董事或者股東，都是

香港人，有香港住址，有股本，表面上和中國

任何一個政府部門沒關係，但公司卻有非一般

的能耐：可以和非洲幾國簽得開礦或油井合

約，然後把石油賣給中國國有油公司，並可以

和中國四大國有銀行之一取得巨額貸款，為那

些非洲國家建造鐵路等大型基建。

調查報導中心指，透過在香港成立公司，

讓他們從中資銀行取得貸款，投資非洲國家的

基建，而中國可購買石油等重要資源，似乎成

為中、非兩地合作投資的新模式。

報導還訪問了長期監察全球資源運用及會

否涉及貪腐的非政府組織「全球見證」（Global 

Witness），他們說，非洲國家有權力人士從中

取利，並可還利用層層疊疊的海外公司，切斷

自己和這些大宗交易的法律關係，令人難以找

到他們具體貪腐的證據。

大新聞的採訪關鍵

關於這篇詳盡報導的調查方法，記者在中

心的網站講述了採訪心得，其中，他們提到在

香港的公司註冊處進行公司查冊，並如何利用

所查得的資料，例如公司董事的名字、住址，

作更深入的追查，包括調查公司及公司董事有

否涉及法庭案件，還有他們報住的地址，由甚

麼人所持有。

總部設在英國倫敦的「全球見證」，他們

的調查員也經常在網上進行香港公司查冊，我

和他們有幾次交談，他們對於香港的查冊制

度，熟悉程度比很多本地記者更優勝。

除了本地新聞，很多中、外專跑跨國調查

報導的記者，都經常從香港的公司檔案，找到

重要線索。我曾採訪的幾個跨國的大型調查報

導，例如網絡跨越全球的走私煙集團首腦、中

資銀行前高層虧空公款後在香港瘋狂買樓、伊

朗國有輪船公司為避開美國的制裁而把大量貨

輪遷往香港註冊，都涉及香港公司，我從中找

出重要調查線索。

我在本刊二零一二年五月號撰文指出：

（當時）轟動全國和海外的薄熙來案，吸引了

很多中、外記者利用香港的公司查冊，深入調

查薄熙來及其妻谷開來及他們家人，包括他們

的生意網絡及人脈。

合法非法活動

成立公司進行不同活動，無論是合法的和

非法的活動，包括投資、買賣物業、走私、洗

黑錢等，是大勢所趨，全世界如是。這些公司

並沒有甚麼有業務，絕大多數為了隱藏身份，

或在買賣公司持有的資產時，可減輕稅務負

擔。

除了高官（及貪官）、黑幫、商人之外，

普通人如你和我，都會成立公司，因為手續輕

而易舉，而且所費不高。我近二十年的採訪經

驗，見盡無數不同階層、背景的人都成立自己

的公司：有些人擁有很多物業，每個物業都以

不同的公司持有；有人用公司持有自己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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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公司如此流行，查閱公司檔案成為

記者日常採訪的重要工作。沒有公司檔案，記

者根本無法較徹底地了解高官擁有多少物業，

那又如何確定他們是否收入與財富不相稱呢？

沒有公司檔案，記者又如何查出高官和某商人

暗地裡合作做生意，繼而解釋到為何高官所批

的合約，總是那商人投得？

簡單說，沒有公司檔案，記者如斷臂。

試想，若果香港的公司資料並不公開，記

者又如何揭發大新聞呢？

查冊快又易

我和很多記者都認為，香港的公司查冊很

方便兼資料有用。

現時，查閱香港成立的公司檔案，可以在

網上進行（www.cr.gov.hk），也可以親往位於

金鐘政府合署的公司註冊處做。只要在系統輸

入公司名稱，或公司董事名字，中或英文都可

以，你要索閱的公司檔案就可以即時看到（網

上查冊的話，可以選擇把文件傳到你的電郵信

箱）。費用每份大概二十多元左右（網上查

冊，你可以使用信用咭付款；在公司註冊處查

冊，你可以用八達通。）

查閱快和簡單外，你不用輸入自己的名

字，也沒有人問你為甚麼要查閱這公司的檔

案，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你不用擔心有人（或

政府）會追究你甚麼，此乃採訪自由的重要保

障。

可供公眾查閱的公司檔案，全部是公司按

香港《公司法》需呈交的文件，例如：成立公

司時要填報的公司章程、每年更新的公司週年

申報表、及以公司名義向銀行進行按揭貸款的

文件。當中，公司週年申報表，是了解公司的

重要檔案，因為上面顯示公司的股東、各股東

持股量、董事及公司註冊地址等，而股東和董

事的名字、聯絡地址和身份證號碼（或者護照

號碼）。

查證身份

眾多資料中，記者認為身份證號碼或護照

號碼最重要，因為這是唯一可以識別記者調查

目標的方法。

大家都會明白，很多人同名同姓，好像

「陳家強」這名字，我相信單是香港起碼有

一百個人叫這名字，擔當公司董事或者股東的

陳家強，也肯定不少，記者如何找出那一位

「陳家強」就是在政府中當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的陳家強呢？

公司檔案上沒有董事或股東的照片，給記

者去識別；問陳局長哪家公司和他有關？我對

高官回答記者查問，不寄予厚望；況且，很多

時記者做調查工作時，不宜太早給當事人知

道，所以記者唯有在茫茫的檔案中，設法判斷

那些公司和陳局長有關。

由於香港大多數公職人員都要申報利益，

記者從利益申報表上都可以找到高官填報的和

自己有關的公司名字。繼而在公司查冊中，記

者就找到高官在公司檔案填寫的身份證號碼。

得到這號碼，記者就可以對比其他有「陳家

強」的公司檔案，兩者相同的話，那就代表此

「陳家強」就是陳局長。之後，記者就可專心

調查這些公司有否值得懷疑的地方。

因此，獨一無二、永無相同的身份證號

碼，對採訪至為重要。

所有記者都明白，身份證號碼是敏感的資

料，所以，記者只會利用它去做查證，從來不

會把在報導中把它公開。

近數月來，因為政府修訂的《公司法》，

打算把公司檔案上有關董事及股東的身份證和

地址刪掉，引起社會激烈討論。我希望大家看

過這篇文章後，明白記者採訪的運作，為何和

如何使用身份證號碼等資料。這種調查方法並

非香港獨有，而是全世界記者一直都如此做，

而很多為彰顯社會公義的報導，都要靠這些資

料，才可做成。

	陳貝琼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名譽講師、

「促進政府公開資料」研究計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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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造「資訊人人共享」

可 上 網 的 G o o g l e 眼 鏡 已 經 面 世 ， 衝 擊

iPhone 霸主地位的折頁手機亦即將推出市場，

雲端數據儲存及運算開始流行，一個科技新世

界正在我們面前呈現。

急速發展的資訊及傳播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 ion Technolog ies，簡稱

ICTs），究竟會為人類社會帶來甚麽影響？我

們要如何跟它打交道，才能讓大家公平地參與

未來的知識社會？

資訊社會國際高峰會

為了解答這個問題，聯合國早在 2003 年

及 2005 年舉行了兩次「資訊社會國際高峰

會」（Wor 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 ion 

Society，簡稱 WSIS）。高峰會提供一個平台，

讓國際組織、各國政府、公民社會及私人機構

一起研討新資訊及傳播科技帶來的挑戰及機

遇 。 會 後 制 訂 了 九 項 工 作 方 針（ A c t i o n 

Lines），由聯合國屬下的國電信聯盟（ITU）、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和聯合國貿易和發

展會議 （UNCTAD）負責推動。高峰會的信念

是建設一個以人為本、富包容性和發展導向的

資訊社會。

瞬間十年，國際社會在應 ICT 方面有甚麽

進展？面對未來的 Web 3.0 時代，又需要制定

甚麼新政策？今年二月各方代表齊集巴黎，再

次舉行高峰會，一起籌謀如何邁向未來。

世界三大趨勢

在高峰會中，大家討論當前世界三大趨

勢：（一）ICT 的革命性發展；（二）過渡至知

識社會；（三）網絡世代的新學習模式。

過去十年，ICT 飛躍發展，互聯網應用由

Web 1.0 進階至 Web 2.0，互聯網由「閱讀

網」發展為「可讀可寫網」，並帶動了「自主媒

體」的崛興，微博、YouTube、Facebook、維

基百科及其他社交網站，都在網上應運而生。

可以上網的智能手機早已大行其道、手機應用

程式（Apps）正大量開發，二維碼（QR Cod）

也開始流行。更值得注意的是 Web 3.0 很快就

要到來，Web 3.0 是「可讀可寫可執行網」，屆

時超級電腦的人工智能可以為我們分析網上信

息，提供進階個人服務，而各式的新科技將陸

續登場，例如智能網、雲端運算、大數據、可

穿戴的電腦、記憶儀器等。在新科技環境下，

預計 ICT 會為社會帶來新的衝擊，大眾需要學

習如何回應。

與此同時，世界各國正由工業社會過渡到

知識社會（Knowledge Society），知識成為主

要的生產工具，大部分的人口將是知識工作

者。在未來社會，知識更替非常快，知識工作

者需要不斷吸收和創造新知識。

聯合國認為在知識社會裏，人們不僅需要

有能力獲取資訊，並且要懂得將它轉化為知

識，改善生活，並促進社會及經濟發展。若要

達到這個目標，必須通過教育指導大家怎樣處

理資訊，而且讓每一個人在自由的環境下分享

訊息，即資訊人人共享（Information for all）。

只有這樣，大家才有公平的機會在未來的知識

社會發揮所長。而公平的社會，將是和諧的 

社會。

此外，新生代的學習模式跟上一代非常不

同，他們隨網絡成長，不喜歡單向灌輸式的教

育方式，愛透過新媒體主動尋找資訊。在傳統

社會，不懂得認字及書寫的人稱為文盲，但在

新世紀，文盲有新的定義，文盲不再是指那些

不會閱讀的人，而是那些未學會學習的人。而

未來的知識工作者需要終生學習，所以高峰會

的代表都集中探討新的教育方式和新的資訊 

技能。

廿一世紀技能

面對新的科技、社會和教育變遷，通常有

兩個問題要發問：未來社會需要甚麽技能？究

竟要為世界公民提供怎樣的素養訓練（literacy 

training）？

近年很多新的教育概念出現，例如電腦素

養、數碼素養、新媒体素養等。過聯合國認為

在未來的幾十年，科技的發展完全顛覆了原來

的社會及教育模式，所以必須以更創新的意念

去理解素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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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接受聯合國委託進行有關研究，研究

結果在高峰會中提出，下一代的年青人，在上

述提及的三大世界趨勢下，需要廿一世紀技能 

（21st Century Competencies）的訓練。廿一

世紀技能是一系列的能力，分為三大類別：

（1）思維能力：

這是一組思考方法（ways of thinking），

包括跨學科聯繫思維、批判思維、創意解題思

維、反思能力及正向思維。

（2）實務能力：

這 是 在 工 作 及 生 活 上 處 理 資 訊 的 能 力

（ways of handling information in work and 

l i f e ）， 包 括 傳 媒 資 訊 素 養（ m e d i a  a n d 

information literacy，簡稱 MIL）及學習能力。

在知識社會，知道如何處理傳媒訊息及資訊，

以及懂得創造知識，是基本的生存技能。故此

在廿一世紀技能當中，MIL被視為核心能力。

MIL是一個融合概念，將傳媒素養、資訊素養

和ICT技能結合。

（3）人際能力：

這 是 一 組 與 人 交 往 的 能 力（ w a y s  o f 

interacting with people），包括社交聯繫及虛

擬協作能力、自我管理能力、人文道德意識、

數碼公民技巧及跨文化地域技巧。

面向未來，如果每一位世界公民都能夠有

機會接受廿一世紀技能的訓練，將來的知識社

會將會是和諧及可持續發展的。

跨越數碼使用鴻溝

ICT在過去十年發展迅速，在全球七十億

人口當中，三分之一已經連接互聯網。最引人

關注的是流動電話的普及，流動電話在發展中

國 家（ 尤 其 是 非 洲 ）形 成「 跳 蛙 效 應 」

（leapfrog effect）。這些國家以往因為無能力

接駁寬頻，所以國民無法上網，現時却可以透

過手提電話連接互聯網，接觸世界。中國大陸

的民工，就是依靠手機連接微博，了解國情及

世情。

當更多人可以接觸 ICT，數碼鴻溝的討論

近 年 轉 為「 數 碼 使 用 鴻 溝 」（ d i g i t a l  u s e 

	李月蓮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divide），因為很多人雖然可接觸新媒體，却不

懂得使用，亦無知識去理解及運用拿回來的資

訊，故此學習廿一世紀技能（尤其是 MIL）就

顯得非常重要。高峰會的参加者均認為，只有

跨越了數碼使用鴻溝，才能達到「資訊人人共

享」這個目標。

近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大力推動「開放教

育資源」計劃（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Program），北美及歐洲也開展了「開放數據運

動」（open data movement），鼓勵將公眾資

料公開，讓民眾自由尋索。不過，評論指出，

在開放公眾資料的同時，應教育民眾如何使用

它，不然的話，會被那些最懂如何透過這些資

料制定商業政策的大公司利用。

此外，如果缺乏新聞自由及言論自由，

「資訊人人共享」是沒有可能的。很可惜，踏

入廿一世紀，當 ICT 不斷進步的時候，言論自

由却在倒退。無國限記者組織指出，2011 及

2012 年是新聞自由黑暗的兩年，在國際上不

少記者被殺或被投進監獄。所以高峰會呼籲尊

重言論自由，促進媒體多元化，並建議訓練公

民記者，提高自主媒体的質素，令公共空間不

會被壓縮及壟斷。

讓人人共享MIL教育

今次高峰會的宣言，特別提到教育是賦權

與大眾進行持續發展的關鍵，指出在現時資訊

爆炸的時代，推廣MIL是當務之急。在「人人

共享教育」的千禧年發展目標（Mi l l enn ium 

Development Goals）下，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正

積極在全球開展MIL運動，引導各國公民提高

資訊水平，並讓弱勢社群、弱能人士及少數族

裔，也具備能力公平地享用資訊，為知識社會

作出貢獻。

香港教育界也響應這個呼喚，將舉行傳媒

資訊素養研討會，連結傳媒、資訊及 ICT 專

家，向教師、家長、青年工作者及公眾介紹

MIL 新概念，準備在即將來臨的 Web 3.0 時

代，締造「資訊人人共享」的香港新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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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電影應用在教育上的理念與實踐

「微電影」是近年最具人氣的傳媒現象，

簡單來說，它是指廣傳於網絡及流動裝置等新

媒體的影片視頻，最重要特徵有：1、片時短

（10 分鐘內，但發展下來也沒成規）；2、製

作規模小；3、發放平台於網絡；4、接收平臺

多樣化，如：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由於全天

候隨時隨地都可觀賞，故甚得青少年喜愛。那

麼，這潮爆媒介是否可以用來幫助教育呢？答

案是可以的，尤其是最令老師頭痛的價值教育

（或國內叫「生命教育」）。筆者二人就曾從事

這方面教育並有幸得到回響，希望分享一些經

驗和體會，與教育傳媒界同道交流一下。 

德育影片《完全學生手冊》系列

筆者之一在港台電視部服務多年，歷任編

導演監製，經歷了菲林、錄影帶、高清數碼等

科技演變，但有些基本功是不會變的，例如用

影片引發價值教育的理念與技巧。青少年接觸

傳媒有閱讀和創作兩方面，初期筆者是著重由

閱讀媒介入手，期間教育署曾因德育在學校難

以開展，邀請港台協助，當年筆者便與同事開

創拍攝品德教育影片《完全學生手冊》系列，

以故事形式，令主角面對一些抉擇，編導們帶

著這些短片到各中小學放映，並要求學生代入

角色即場作出抉擇及講解原因，同場亦有攝影

師拍攝過程。出乎老師意料之外，一向習慣沉

默的學生反應熱烈，有些甚至口若懸河，這方

法每次使用都有果效，自始同事就喚筆者「翁

老師」。事後我們檢討出幾點：

1. 青少年喜歡看電影，容易代入劇中角色去選

擇；趣味和互動性強，避免抽象地討論嚴

肅道德價值問題，加上有機會出鏡，表演

慾與自信心大增，是娛樂與學習的結合edu-

tainment （education + entertainment）。

2. 當學生在人生交叉點作出抉擇，已可發現自

己的價值觀，解釋時更要反思價值優先次

序。例如：當目睹朋友考試作弊而被老師查

問時，選擇可以是：A 、講真話（誠實）；

B 、為朋友隱瞞（友情）。哪價值重要些就會

影響你抉擇。

3. 聆聽其他同學的意見，會豐富自己對問題的

思考。

微電影閱讀x創作

離開港台後，筆者繼續以此方法與青少年

閱讀大電影和微電影，有幾年香港美加兩邊

走，二零零九年回流，改名「翁導」，開始在

各大院校、香港青年協會等機構指導微電影創

作（也兼閱讀），用上新媒體如單鏡反光相

機、智能手機、平板電腦 iPad 等，發現推展生

命教育機會更廣濶。二零一零年與青協合作拍

微電影《再飛的天空》，描述青年生命戰士楊

小芳童年遇意外失去雙手，仍然堅強活著，排

除萬難，成為出色運動員，參與足球、長跑、

三項鐵人，代表香港游泳，更擅長茶道、攝

影、繪畫、設計，每樣都屢獲獎項，激勵人

心。拍成後由導演及主角攜片到香港各中小學

進行分享導賞會，包括放片加筆者和小芳與學

生互動環節，主要抉擇位有四個：1、家人關

係；2、學習目標；3、面對挫折；4、善用雙

手。每次都變成另類生命教育堂。

二零一三年二月尾至三月初，澳門教青局

（教育及青年局德育中心）在網上得知這節

目，邀請我們到澳門進行一星期的導賞會：八

場進入學校、兩場於澳門大會堂（亦是戲院）

面對中、小學生，另加兩場對老師和家長。這

系列活動接觸了 18 所學校 6700 名學生、200

名教學人員，及 100 名家長。我們一貫的理念

是德育過程包括知、情、意、行，但以往較缺

即場鼓勵「行（動）」，因此今回特別加了一個

環節，就是邀請有心人上前與小芳擁抱和在她

耳邊說句鼓勵或道謝說話。看到一排排學生

（甚至老師校長加入）踴躍上台與小芳流淚地

擁抱，心中實在激動，情意教育，生命教育已

在不經不覺中更全面展開了…。

除了微電影閱讀，微電影創作也可以帶來

生命質素的提升，創作過程在多方面建立製作

人品格（如守時、合群），《再飛》短片台前幕

後九成是青年，最近更與一班青年人合拍了劇

情長片《C Chord 遇上 G7》，體會尤深。但最

戲劇化是遇見濶別多年的老友成明道導演，近

年他在內地不同城市開辦「生命教育青少年微

電影導演班」，反應熱烈，更創立了「生命教

育國際服務社」，邀請我加入，還打趣提議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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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微電影潮流下改叫「微導」，令我無法抗拒。

成明道導演是這方面的專家，理論實踐兼備。

生命教育微電影導演班

成明道認為，微電影是現今青少年趨之若

鶩的新生事物，如果讓學生們有機會參與創

作、拍攝、演出、點評，絕大部分的青少年都

會主動參與，甚至內向、離群的「宅男」和

「宅女」們，都會嘗試。學生們喜歡，是因為

電影感動他們；學習拍攝過程中有許多有趣的

技術，雖然也會困難重重，他們都會樂而不疲。

從去年年中開始，成導演在中國各地開創

了「生命教育微導演班」，運用他曾在香港無

綫電視的編導班所學的，和多年的製作經驗，

帶領青少年學習。活動內容包括：1、演員訓

練；2、創作故事；3、寫劇本；4、動手拍攝

和演戲；5、剪接影片和配音、配樂；6、跟家

長一起點評創作的影片。

透過這活動，將「生命教育」盛載到參與

者；不單是知識層面上，是穿透知，情，意，

行的四個階段。希望能為教育界提供一個現代

的新思維，新的教學方法。

訪問「自願戒毒村」

在最近的一個短期的生命教育微導演班，

筆者帶著青少年去訪問一所自願戒毒村，要求

每個孩子都訪問一個戒毒者，然後，每一個都

寫出那位戒毒者的故事，再而發展成劇本，並

且需要扮演其中一段戒毒者的人生片段，在班

裏排練，最後，拍攝成微電影。

活動背後的理論是：1、藉著青少年的高

度集中，去看另一位人士的生命中的起跌、人

生的錯誤，以作日後其本人遇到類似的道德抉

擇，行為上的關鍵時的參考。孩子也會同時反

思自己本身的行為。2、藉著青少年對社會黑

暗面的好奇，作為生命導師的我，向他們引導

正確的價值觀。3、為了編寫劇本，學員們需

要重覆的思考戒毒者的人生問題：知不知道毒

品的禍害？在什麼情況下吸第一口的毒品？在

什麼壓力下，不管毒品的禍害，去嘗試毒品？

怎麼樣戒毒？怎麼又重新再去吸毒？…等等問

題。

這種問題，可能就是學員們心靈裏的黑暗

面，在還未出現問題時，我們可以帶領他們思

想知道正確的答案。

不單是「知道」，我們還讓他將問題重覆

思考，作為他價值觀的的基礎，建立心理學家

班都拉（Albert Bandura）所稱的「自我規範」

（Self-regulation）。並且要求演出一段他最難

忘的片段，讓投入感情，代入角色，感同身受

的處理劇中的角色，經歷道德的抉擇，完成了

「知，情，意和行」的教育。

微電影班提升生命力理論

微電影導演班能提升生命的理論好像一種

治療癌症的新方法，將血液的T-細胞抽出，經

過處理，然後再度傳入個體的血液裏，之後，

個體的免疫力大大提升，不是直接處理癌症，

而是提升個體的生命力。

當青少年「閱讀」到身邊的人的故事，甚

至是「閱讀」自己的故事，他∕她的自我就投

射到角色上，經過編著故事劇本、排演、拍

攝、剪接、配音、…。最後，還要聽觀眾的反

響。年輕的個體有機會經過多重的分析和深入

思考，人生的抉擇深深的印在他∕她的價值觀

裏，好像T-細胞經過外在的提升，重新注入個

體，成為道德抉擇的免疫力了！

微電影時代已經到了，幾乎每一年輕人都

有這機會，這是以往沒有的。但這過程需要有

「生命導師」來帶領和引導，不然，就跟現在

一般的電影和網絡上的不良資訊，形成品味越

趨庸俗的風氣，不但幫不了，甚至是毒化了年

輕人。我們相信孩子找到人生目標和人生榜樣

的重要性。找到了，就不會沉溺於網癮電腦遊

戲上，也不會輕易受不良朋友及周圍影響，跟

家人、師長、朋友、傳媒、社會，建立更良好

的關係。

	翁偉微、成明道	
資深電視製作人、傳媒教育工作者

註：如有興趣了解更多微電影與價值教育，可聯絡生命教育國際服務社 ShingMingT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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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and Public Opinions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Impact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on Chinese Public Policy”

■Yungeng Xie, Ping Wang, Xuanao Wa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China

This presentation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public opinion 
expressed in the Internet on the formation of public policies 
in China. As the Internet become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Chinese citizens to express their demands and ideas, policy-
makers are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se online opinions. 
The Government requires the new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to extract and compile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everyday for 
the Central Political Bureau. The central ministries, provinces 
and cities are all equipped with special agencies in charge 
of internet administration, and to send daily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trends to the main party leaders, who in turn make 
special instructions to revise some public policies.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more than 1,000 hot public events 
in China from 2007 to 2011 was performed, regarding time 
distribution, event types,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and media exposure. The authors studied how 
these different aspects play a role, if an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opinions and public policie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impact of social 
public opinion on national public policy wa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reaching its peak in 2011. National events, 
social livelihood events, and current hot topics have greatest 
influence on public policies. Moreover, events first exposed 
by newspaper and internet news often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public policies, while “opinion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public policies include types of events and whether 
there is third party participation.

“Digital Divide and Internet Use in China: 
Can the Internet Facilitate Citizenship 
Engagement?”

■ Zhongdang Pan, Gang Jing, Yang Liu, Wenjie Yan, 
Jiawen Zheng,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USA

This presentation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use and citizenship engagement in China, a society 
in transition. Different from other survey-based studies, 
this paper looks into this question by explicitly taking into 
account of the vast geographic diversity in China. It addresses 

three inter-related research questions: (1) What are the 
patterns of geo-economic and geo-social diversity in not only 
Internet usages but also manifestations of citizen engagement 
in China? (2) What might account for such aggregate-level 
diversity? (3) What a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ernet use 
and civic engagement characteristic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nd to what extent do such relationships vary among different 
geo-economic and geo-social contexts?

The data analyzed came from a nationwide sample 
survey conduct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10, where face-
to-face interview by trained interviewers in their respective 
dialects was used. The final sample contains 37,279 complete 
interviews from 31 province-level units. The overall response 
rates were at 62% in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and 69% in other 
cities or towns respectively.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Internet penetration and civic 
engagement varied among geographic regions, defined by 
location (e.g., coastal versus inland regions, north versus 
south) and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e.g., rural versus 
urban, highly versus less developed areas). What’s more, 
results from the multi-level models showed strong support 
for the following explanations of citizen engagement:  
1) Possession of material and civic competence resources 
sustained higher levels of citizen engagement. 2) Individuals’ 
political interest and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functioned 
as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for higher levels of citizen 
engagement. 3) Media use had differential effects on the 
four engagement measures, while more frequent exposure 
to news on the traditional media corresponded to higher 
levels of public affairs knowledge as well as the likelihood 
to vote. On expressive engagement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it was the number of the traditional media used that play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ole. Internet user had higher likelihood 
of engagement and upon passing the threshold, engaged 
to a greater degree, however, they were less likely to vote.  
4) There were significant variations across locations in how 
much media use, especially Internet use, affected individuals’ 
citizen engagement.

“Internet Use, Social Network,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in Urban China”

■ Jianwen Zheng, Zhongdang Pa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USA

* During the 65th Annual Conference of WAPOR (World Association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held in Hong Kong on 15 June 2012, there was a panel 
session dedicated to “Internet and Public Opinions in China”. Five presentations were made and four of them are summarized in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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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 tudy ana lyzes  da ta  f rom a  na t ionwide 
representative sample survey conducted in seven major 
Chinese cities, in order to find out to what extent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facilitated civic participation and opinion 
expressions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in China.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different from what 
had been observed among the politically active netizens, 
the overall levels of civic participation and expressive 
engagement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in urban China are 
quite low. Besides, there are same general patterns across all 
the seven cities, namely, 1) citizens with higher education 
and party membership tended to be more engaged in both 
outcome measures than those with lower education and 
without party membership; 2) personal income, however, 
was negatively related to civic participation and expressive 
engagement in urban China.

The puzzling negative effect of personal income from 
urban China should not, however, be interpreted to mean that 
possession of more economic resources undermines citizens’ 
abilities or interests to get engaged. Additional observation 
from the data shows that possession of modern household 
appliances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both civic participation 
and expressive engagement. Therefore, it is likely that the 
self-reported personal income in China could indicate some 
results of complex processes beyond individuals’ possession 
of economic resources. More data on the factors related to the 
self-reported income will be needed in order to hav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mpirical property and conceptual 
meaning of this variable.

“Internet Facilitated Civic Engagement 
in China’s Context: a Case Study of the 
Internet Event of Wenzhou High-speed Train 
Accident”

■ Xiaowen Xu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how how the use of Internet 
affects the state-society dynamic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social actors, in what way it suggests improvement 
in China’s civil society, and why thes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the Internet have developed.

On the evening of July 23, 2011, two high-speed 

trains travelling on a railway line in Southeastern China’s 
Wenzhou c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collided on a viaduct. 
It was a destructive accident that caused 40 deaths and over 
100 injuries. The tragedy immediately aroused online public 
attention, fierce debates and mutual-assistance in real society. 
Within two days, “Wenzhou high-speed train rear-ending 
accident” topped the hot topic list in sina-microblog, the most 
popular microblog in China, under which there were more 
than 5.3 million posts.

This study mainly looks into four fields of civic 
participation in cyberspace: information, discussion and 
question, charity, and self-purification. The author picked 
two representative online forums/communities, and observed 
how posts of different topics chronically changed tracks, then 
recounted the case from each of the four fields.

Analysis shows how the information flows among 
different actors and how the online public sphere is formed 
during the process. Firstly, netizens on spot spread news 
and first-hand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Internet, which 
offers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traditional media, while 
online communities received and forwarded official news 
from traditional media and the government. These news 
and information then led to charity activities, and further 
discussions, doubts and rumors. Secondly, individuals and 
professional humanitarian associations used the Internet 
to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of searching, contacting, blood 
donation, and so on, while online communication mobilized 
citizens to be engaged in civic activities. Thirdly, the Internet 
provided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nd egalitarian space 
for dissident netizens to exchange their ideas. Prominent 
suspicion and criticism from the online public sphere, 
amplified by traditional media, then induced feedbacks from 
the authorities. Fourthly, online communities displayed 
potential power in controlling the purity of the public opinion. 
Some individuals or self-organized alliances dedicated to 
rumor refutation functioned as a semi-official and convenient 
platform to clarify doubts. Furthermore, government agencies 
also took advantage of the Internet’s low cost and high speed 
to correct hearsays online. 

* This is the last article of the “WAPOR 2012 Hong Kong Conference Series”. Readers interested to know more about the conference please go to the 
conference website at http://wapor2012.hkpop.hk for more information. 

 Editors: Robert TY Chung and Winnie WY Lee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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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媒體新力量

首次到杭州，驚嘆西湖的優美景色，正如詩人

林升說「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

今次有機會探訪「交通之聲」電台、全國

唯一女主播電台「FM104.5」、全國首家民生

資訊電台「民生資訊廣播」和浙江電視台衛星

頻道「浙江衛視」，令我深深體驗媒體新力量。

浙江「交通之聲」

登上計程車，車長在聽「交通之聲」頻道。

浙江車輛比較多，司機在車內逗留的時間甚

長，電台資訊已成為他們與外界的唯一橋樑。

浙江「交通之聲」頻道至今已開播十五

年，提供二十四小時全天候播放路況訊息。他

們在全國二千多家電台中排名第五，一百多家

交通廣播中排名第三，獲得優良的成績。於

1998 年開播，到 2011 年更榮獲中國最具實力

省級交通廣播的稱號，躋身中國廣播前三強。

他們的優勢在於頻道覆蓋全浙江省所有地區。

從調查顯示，市民在高速公路收聽交通之聲的

比例為九十七個百分比。相對於其他地方如寧

波、溫州、台州、湖州、金華、紹興等城市，

不論是電台的知名度，覆蓋率還是影響力，

「交通之聲」都超過當地其他的電台頻道。

在「交通之聲」這個頻道，聽眾可以透過

頻道的服務中心提供即時消息、路況資訊、緊

急求助等等。電台也舉辦一些旅遊活動，如

《穿越美國東西部自駕》、《穿越澳洲北領地自

駕》等等節目來吸引聽眾參與。電台的節目製

作也充分利用嶄新的通訊科技與聽眾互動。聽

眾可在節目直播的時候用微博、微訊等同時間

將他們的問題或意見直接傳送到電台。節目製

作專員會從中抽選合適的資料，並交給主持人

於節目時段內讀出，以此方法吸引聽眾收聽。

有著那麼多的吸引聽眾之處，造就了交通之聲

的高收聽率。今年頻道的高峰期為農曆新年，

他們一共收到超過十一萬條微訊訊息。

全國唯一女主播電台

「FM104.5」在 2003 年的原名是「旅遊

之聲」，2009 年取消了這個名字，並以全女主

播包裝，搖身一變成為全國唯一女主播電台。

電台以十二個女主播代表十二星座，以女

性的視覺，是全國首家地方電台開辦由女主播

主持國際新聞深度解讀節目，開創先河。柔美

的聲音在大氣電波中暢談時尚、新聞、旅行、

音樂、樓市、國學甚至軍事等

議題。當然，電台也有資深的

男嘉賓主持為節目帶來更多色

彩。而為了保持主播們的新鮮

感，每年電台都會舉辦女主播

選舉，招募新的女主播。

為了建立主播們的公眾

形象，十二個女生會不時參與

賑災、探訪失學兒童、探訪老人、進行募捐、

推行環保資訊，以及參與公益活動，例如擔任

消防形象代言人。透過種種方法，電台成功打

造女主播品牌。電台收聽的高峰期為早上七點

到九點及傍晚的五點到七點。聽眾對電台的製

作也表示滿意，點查顯示近五十個百分比打超

過八十分的滿意程度分。

在杭州，女主播電台的認知度已達百分

百，女主播熱潮已火起來，山寨版的女主播電

台漸漸湧現。現在，廣西、河南、福建等地皆

有女主播電台。有趣的是，杭州使用十二星座

為特色，其他電台則用水果、花卉為主題。

全國首家民生資訊電台

「民生資訊廣播」（FM99.6）的前身是一

個文藝頻道。經過市場調查後，電台發現民生

資訊的需求比文藝資訊大，因而改變以往的風

格，改為主力處理維權投訴、消費等問題。由

小孩到老人家，所有人都是民生 996 的目標聽

眾。電台資訊亦和浙江移動、消費者權益保護委

員會合力製作節目，以本土民生服務為特色。民

生 996 的目標在於要打造全省最大的民生服務

平台，強調第一事件，第一現場，第一手報導，

第一手評論。電台的最大特色是所有團隊成員

都頗為年輕，他們的平均年齡只有廿五歲！

近年，民生 996 通過浙江移動 12580 系

統建立全國首家聽眾熱線平台，通過官方微

博、微訊等建立全省首家微訊爆料平台。電台

設有後勤飛虎隊，投入一百位專業人員專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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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聽眾熱線及處理投訴，第一時間電話回覆處

理並解決聽眾的問題。如有一些重點投訴，記

者團隊會聯同相關的部門及媒體，共同行動。

電台的重點節目之一是《車舞飛揚》。這

是全浙江最專業的汽車節目，主持人王飛專門

為聽眾解決汽車保養以及購車的問題。而另一

個節目《中國新車榜》則開創了中國電台汽車

評選先河，因而吸引了不少汽車廣告。而另一

重點節目《樂樂說新聞》，主持人劉小岩先在

節目中對焦點新聞進行陳述，再由另一個主持

人米小樂從小孩子的角度在分析問題。有趣的

是，從未露臉的米小樂其實是王飛！

民生 996 除了追求節目的質素外，工作以

外的細微處也替員工考慮到。在公司的茶水間

裡設立了一個溫馨的員工親子區，讓員工把自

己和孩子的相片貼上去和別人分享。集團大堂

沒有等候區，設有羽毛球場及乒乓球桌，令員

工在繁忙的工作環境中感覺輕鬆，紓緩工作壓

力。此外，員工的午飯時間足足有兩個小時！

浙江電視台衛星頻道

中國內地電視台多不勝數，而浙江衛視卻

做到全國省級衛視排名第三。它是一個全商業

運作，自負盈虧的公司。他們投資在節目製作

上面亦投放充份資源。

2012 年七月，浙江衛視正重點宣傳他們

的節目《中國好聲音》，這是一個源自荷蘭的

《荷蘭之聲》。自播出後，《中國好聲音》一直

廣受好評。為了節目的成功，浙江衛視特地購

買版權，跟著荷蘭的經驗以及指導行事。在此

之前，美國、英國、韓國、德國亦曾仿效荷蘭

製作此節目。不同的是，美國節目幾乎照著荷

蘭的形式製作；英國加設了明星爭鋒相對的賣

點；韓國除了著重聲音之外，外貌也很重要；

德國的參賽者大多都是專業歌手。而中國的特

色在於評委（劉歡、那英、庾澄慶和楊坤）都

是以正面、帶鼓勵性的態度點評參賽者。除此

以外，製作人員更以刻上 I WANT YOU 的天

價椅子為賣點，加上專業音控設備，曾參與北

京奧運開幕式的金少剛錄音團隊，以及現場樂

隊來製作節目，可謂斥資浩大。

製作《中國好聲音》的特點在於節目雖然

在浙江播出，製作卻是來自星空衛視的上海

「燦星製作」。這個製作團隊亦是《武林大

會》、《中國達人秀》的製作團隊，經驗豐富之

餘，還深明如何將國外的節目加入中國特色。

浙江衛視採取「大進大出，投入資金」的觀

念，以成本 8000 萬錄製 14 集節目，並預計有

16 億的收入。自七月節目播出後，節目的平

均收視為 4.55，最高曾高達 6 點，即 7200 萬

人同時收看《中國好聲音》，收視爆紅！

有趣的是，節目中落選的參賽者依然有頗

高的知名度。曾經參賽的航天工作人員參加比

賽時落敗了，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時，竟然獲

得上司准許放半年假讓他全國巡迴表演！

另一節目《中國夢想秀》，在名嘴周立波

的帶領下，幫助平民完成看似不可能的夢想。

參加者需要準備一個表演節目，如果獲得嘉賓

和觀眾的青睞，投票支持參賽者，參賽者就可

以得到幫助實現自己的夢想。這個節目對浙江

造成很大的迴響，觀眾們已深深被參賽者的追

夢故事所感動。這個節目成功讓「夢想」二字

成為中國流行詞。

浙江衛視除起用明星為主持外，還以節目

打造名主持，把主播包裝，形象化，更將他們

送到海外進修，吸取海外知識。現今被提攜的

六大主持多是 80 後的青春力量。電台鼓勵主

持多參加公益事業，也會讓主持人擁有更多自

由空間，自行構思節目內容及安排演出機會。

互動啟發

「山外青山樓外樓，學習永遠沒盡頭」。

這行程最大的得益，是更了解內地製作的方向

及創意。

民生資訊有樂樂；我們團員有羅啟新。女

主播台有十二星座；我們也有張壁賢；鄭曦輝

和我。還有陳曦及電視部張永添。互相切磋交

流，探討未來發展—「香港廣播好聲音」？「女

主播電台」？目標在望，一齊起飛！

	夏妙然	
 香港電台數碼台副節目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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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電視節目欣賞指數全年綜合
《2012 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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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至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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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十位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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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調查能夠在公

平、公正、公開的準則下進行。而欣賞指數的

具體調查工作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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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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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內容

調查以電話隨機抽樣訪問形式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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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季調查訪問二千名市民以

上。民研計劃一直鼓勵業界、學術界及廣告界

可以進一步合力推動「電視節目欣賞指數」，

並確認其應用價值。民研計劃希望「欣賞指

數」甚至整個「優質指標」的概念，可以積極

配合業界的發展，與時並進。

就調查節目名單方面，由於資源有限，電

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皆以本地製作為主軸，而

所有重播、配音、體育直播、外地製作本地包

裝 及 帶 宣 傳 性 質 的 節 目 暫 時 未 能 涵 蓋 。 由

2009 年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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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電視台各自提名，而

無綫電視的節目皆由顧問團的代表以此方法選

出。

與此同時，調查亦探討各電視台（兩間免

費電視台：無綫電視及亞洲電視；三間收費電

視台：有線電視、now 寬頻電視及香港寬頻電

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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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

何謂「新聞財經報道節目」，研究組暫將之定

義為以主播形式報道之新聞財經新聞的節目，

清談形式、專題探討、專家分析等類型則不

計，而新聞財經報道節目與其他類型節目所得

的欣賞指數，亦會於報告中分開列出和描述。

全年度欣賞指數總結

總結「2012 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全

年四個階段累積的被訪人數達 8,287 名，平均

回應率為百分之六十七點九，抽樣誤差則同樣

是少於一點六個百份比，涉及本地製作的電視

節目合共198個，數字比往年的略少。在全年

的節目名單之中，亞洲電視佔 56 個（28%）、

香港電台佔 53 個（27%）、無綫電視佔 49 個

（25%）及有線電視佔 40 個（20%）。

整體而言，198 個本地製作的電視節目的

總平均欣賞指數為 66.89 分，較 2011 年的結

果 為 差（ 6 8 . 4 4 分 ）， 而 平 均 認 知 率 則 為

22.0%，同樣較一年前錄得跌幅（23.6%）。

以認知率5%或以上的節目計，榮獲 2012

年全年度欣賞指數排名最高的20個節目如下：

1.  火速救兵 II（港台）

2.  鏗鏘集（港台）*

3.  沒有牆的世界III（港台）*

4.  毒海浮生（港台）

5.  賭海迷徒（港台）

6.  星期日/二檔案（無綫）*

7.  華人移民史（港台）

8.  生活逼人（港台）

9.  七百萬人的先鋒（港台）

10. 私隱何價（港台）

11. 警訊（港台）

12. 新聞透視（無綫）*

13. 頭條新聞（港台）

14. 2012 香港政情大事回顧（港台）*

15. 2012 大事回顧系列（無綫）*

16. On Call 36 小時（無綫）

17. 探索大世界（港台）

18. 天使在人間（港台）

19. 香港故事（港台）

20. 文化長河–山川行（港台）

* 同樣為2011年度全年二十大節目之一，共6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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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台今年的成績繼續獨佔鰲頭，全年

欣賞指數最高的五個節目再次全屬港台製作，

依次為《火速救兵II》、《鏗鏘集》、《沒有牆的

世界III》、《毒海浮生》和《賭海迷徒》。而全年

二十大亦穩佔十六席，餘下四個則為無綫電視

的製作。至於三個品牌時事節目，與 2011 年

的成績幾乎一樣，分別為排名第二的港台節目

《鏗鏘集》、排名第六的無綫節目《星期日∕

二檔案》、和排名第十二的無綫節目《新聞透

視》。

另一方面，四個電視台於 2012 年的總平

均欣賞指數依次為：1）港台－70.79 分，2）

無綫－66.68 分，3）有線－66.25 分；4）亞

視－63.85 分。就相對位置而言，全部排名不

變，而香港電台已連續第十五年勇奪榜首位

置，但各電視台的全年平均欣賞指數皆錄得 

跌幅。

四台各自比較下全年得分最高的電視節目

分別是港台的《火速救兵II》、無綫的《星期日

∕二檔案》、有線的《還看當年—傑出電影人

系列》及亞視的《ATV2012 感動香港人物推

選》。

至於觀眾對各電視台的新聞財經報道節目

的整體評價如何？綜合 2012 全年的結果顯

示，以收看者計算，無綫的新聞財經報道獲得

最 高 的 平 均 欣 賞 指 數 ， 其 後 依 次 為 有 線 、

now、香港寬頻和亞視。除香港寬頻和亞視的

位置對調之外，其他排名跟去年完全一樣（見

下表）。無論如何，觀眾對亞洲電視的新聞及

非新聞節目的評價都相對甚低，相信與去年底

亞洲電視在免費電視牌照爭議中的表現有關，

情況值得關注。

2012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全年各個階

段的結果及詳情，可瀏覽網上專頁：http://

rthk.hk/special/tvai/2012/。

	李偉健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研究經理

結果概述

電視台
欣賞指數

I
欣賞指數

II
欣賞指數

III
欣賞指數

IV
全年平均
欣賞指數

比較2011年
的變化

1. 無綫電視 72.07 69.85 71.38 71.89 71.30 +0.10

2. 有線電視 70.36 70.41 71.17 71.24 70.80 -0.19

3. now寬頻電視 69.26 68.86 69.35 68.47 68.98 -0.78

4. 香港寬頻電視 65.69 66.05 65.49 67.21 66.11 +0.31

5. 亞洲電視 66.97 67.27 63.96 63.60 65.45 -3.25

附表：新聞財經報道節目–2012年四個階段及全年平均欣賞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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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傳媒記事簿

香港記者北京採訪被打各方譴責		

香港人網突然宣佈結束震驚網民

採訪兩會活動期間，香港保釣人士楊匡到

劉霞在北京的住所探望，隨行採訪的香港記者

卻受到國安人員暴力對待，遇襲的無綫記者在

派出所落口供時更被誣指阻路，此事引發香港

輿論一片嘩然，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舉行小組會

議，多名代表提到本港記者在北京採訪時遇襲

的事件，列席的法工委副主任李飛並無回應，

有港區政協委員表示會跟進要求徹查。特區政

府亦發聲明，表示十分關注事件，並重申香港

記者在內地的合法採訪應該受到尊重。香港記

者協會發表聲明，就事件感到憤慨，指暴力事

件嚴重踐踏採訪自由，要求公安嚴肅處理；其

後，多個政團包括民主黨、社民連及民協等分

別遊行到中聯辦，抗議記者在內地採訪受襲。

記協亦發起一人一信運動，呼籲新聞工作者及

市民去信特首梁振英，促請他跟進記者被毆打

事件。

名嘴蕭若元在三月下旬突然宣佈將有龐大

動員力的人網在月底結束，復活節後停止所有

節目，消息震驚網民，關注者紛紛在人網、高

登討論區等留言，不少網民對此決定感到可

惜。人網行政總裁林雨陽向媒介承認，「佔領

中環」的爭拗是人網結束的導火線，因蕭原則

上支持佔中，但一些「長期戰友」對此有不同

意見，蕭

擔心這種

不和會變

成吵鬧，

只好主動

結束人網。蕭若元也坦言，自己對很多人感到

心灰意冷，其中矛頭更指向人民力量成員。他

同時強調，結束的原因與政治壓力無關。結束

後，人網仍會運作三個月，但不會再有新廣

播。至於蕭若元本人就會先離開香港，回港後

或會從事社會服務，也可能會發展其他生意，

而人網未來將變成一個業餘網台。

輿論關注港台內部爭拗升溫　

其他傳媒去年業績有賺有蝕

從政務官空降香港電台的廣播處長鄧忍光

與港台員工的爭拗愈演愈烈，先有媒體傳出鄧

要求員工執行政治任務，明言受到政治壓力的

署理助理廣播處長（電視）施永遠表示他因未

有履行政治任務而不獲升職。施又希望能在

《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保障下作供。鄧

雖然出席了港台的員工大會，但仍然未能與員

工達到共識。多個泛民政黨帶同橫額，在港台

門外高呼「鄧忍光下台」，但鄧亦獲得「愛護香

港力量」及「愛港之聲」兩個組織的成員力挺；

另一方面，立法會亦討論應否引用權力及特權

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廣播處長鄧忍光涉

嫌干預港台編輯自主；但提出動議的毛孟靜最

後決定先撤回動議，稍後在資訊科技及廣播事

務委員會上提出要求召開公聽會。而鄧處長亦

去信立法會，就員工對香港電台日常編務運作

的疑慮作回應，強調身為公務員，根本毋須承

擔任何政治任務，亦不可能要求同事執行政治

任務。

其他上市傳媒亦陸續公佈業績：有線寬頻

去年因為轉播英超聯及倫敦奧運的成本拖累，

導致有線去年錄得 1999 年上市以來的最大額

虧損，較去年的 1.79 億元擴大至 2.78 億元，

連蝕五年之餘，收費電視用戶亦跌至 108.9 萬

戶。星島新聞集團公佈的 2012 年全年業績，

綜合收入達到 22.1 億元，純利 1.202 億元，每

股基本溢利 14.31 仙。集團維持高股息派發比

率為 7.5 仙。繼去年《信報》加價 2 元後，多份

報章有意在四月起相繼加價。《蘋果日報》證實

該報會在四月七日加至 7 元；《明報》及《星島

日報》亦考慮加價。學者認為收費報章客源已

較穩定，預計加價不會令太多讀者流失。此

外，有曾協助亞視製作《亞洲先生競選》等多

個節目的製作公司，指亞視拖欠近 50 萬元製

作費，多次追討不果，三月底入稟區域法院，

要求亞視繳款及賠償損失，亞視方面卻未有回

應記者的查詢。



19

《蘋果日報》報道肢解案手法惹關注

壹傳媒出售台灣業務交易告吹

三月中一連幾宗兇殺案令傳媒各出奇謀尋

找獨家材料，《蘋果日報》在大角嘴肢解雙屍案

的表現最受爭議。首先是兇案揭發前，該報視

為「facebook 尋親故事」，獨家訪問尋親的幼

子，他後來卻被拘捕，涉嫌是行兇者，該案在

十八日提堂，案件押後至五月中再提訊。被告

還押後翌日，《蘋果》記者到小欖精神病治療

中心訪問了疑兇，並分別在《蘋果》和《爽報》

頭版獨家報道，內容觸及疑兇的犯案動機和行

兇手法，事件在傳媒行家之間引起哄動。因為

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為免影響法庭判決，或

者造成「未審先判」的感覺和不公，傳媒一般

只能報道庭上提及的內容；即使跟還押的疑兇

做專訪不算違法，但通常在案件判決後才刊

登，否則有可能犯法。有報章指警方會循藐視

法庭和妨礙司法公正兩方面調查，有媒體更稱

律政司將起訴《蘋果》。全行都在注視事件發

展，因它會成為香港記者日後採訪法庭案件的

指標。

壹傳媒出售台灣媒體業務的交易，由於旺

旺中國主席蔡衍明，及台塑集團總裁王文淵相

繼打退堂鼓，令印刷業務交易最後爛尾收場。

曾對台灣員工表示要回家的壹傳媒主席黎智

英，返回台北親自處理交易失敗善後事宜。曾

有消息傳出黎智英回台後會裁員，但他透過旗

下的報章回應，台灣壹傳媒早在賣盤前已精簡

了人手，已經沒有裁員需要；他又表示交易不

成功，就索性在當地落地生根，再次發展台灣

壹傳媒業務。不過他證實壹電視業務仍會繼續

尋求新買家。而放棄收購壹傳媒台灣業務的旺

中集團亦發表聲明，指摘馬英九政府「有法無

天」，提出很多附帶條件限制交易，集團在不

願意接受羞辱下遂令交易告吹。

鳳凰衛視擬申請免費電視台牌照　

無綫覆核免費牌照高院押後裁決

雖然立法會通過沒有約束力動議要求政府

在三月底前出發免費電視牌照，但有關政策仍

在拖延，市場傳出，鳳凰衛視亦有意分一杯

羹。該公司主席劉長樂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

擬以旗下廣東話播放的香港台涉足香港免費電

視市場，但是考慮到跨媒體經營問題，他們需

要找法律團隊研究股權結構問題，及有需要尋

找符合免費電視資格的戰略股東。鳳衛在港的

媒體市場近年加速滲透，特別借助數碼化力

量，令媒體經營成本愈來愈低。當中數碼電台

鳳凰優悅基本上已錄得收入，長遠會向華語網

上廣播的方向發展，並且表示有信心達到收支

平衡。

三月底法院就無綫入稟推翻通訊事務管理

局增發三個免費電視牌照的司法覆核作案前聆

訊，無綫指通訊局前身廣播事務管理局（廣管

局）提交的專家報告有嚴重錯漏，諮詢過程亦

未有公平的機會表達意見，令其承諾在未來作

出投資 60 億元面臨危機。不過政府反駁，通

訊局建議增發牌照期間，曾先後三次諮詢無

綫，而無綫現階段入稟並不合時宜。高院法官

質疑現階段應否由法庭介入，稍後會書面交代

是否批准無綫提出司法覆核。無綫司法覆核申

請中聲稱本港電視市場增長少。但集團三月底

公佈去年的盈利，卻創歷史新高至 17.3 億元，

期內集團更重訂與旗下收費電視的合作協議，

收費電視的廣告收入將撥歸電視廣播，令去年

廣告收入衝破 30 億元大關，至 31.6 億元。

	梁麗娟	
傳媒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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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RULES OF ENGAGEMENT
Programming is still one of the key catalysts for social discussion. But you can’t just think 
about programmes anymore, you have to use design-thinking, and that means employing 
more than one platform. There is a sweet spot between TV and interactive where you can get 
mass participation and rewarding new experiences.
BROADCAST March 15, 2013

THE NEW POWER BEHIND MOBILE BROADBAND
As mobile devices continue to proliferate, the dam that is 3G networks is barely holding up as 
the accompanying surge in mobile data traffic threatens to unleash an unstoppable data 
tsunami. The phenomenal growth in mobile data traffic has indicated the need to seek for 
alternatives to provide the requisite speeds and capacity for data-intensive and capacity-heavy 
services that are increasingly being consumed.
ASIA-PACIFIC BROADCASTING March 2013

THE DEFINITIVE CONTENT MARKETING FORMULA
Content Marketing has been remarkably exposed over marketers’ activities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In this article, an eight steps process is designed, known as the formula of “Optimized 
Content Marketing &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assisting to develop a new content 
marketing campaign from the scratch.
SEARCH ENGINE JOURNAL March 18, 2013 

CLIMATE CHANGE DEBATE: LOCALLY, IT’S STILL OFTEN TOO HOT TO 
HANDLE
Straight science or political football? TV station leaders in the U.S. wrestle with whether TV 
meteorologists should speak with viewers about global warming, or stick to the five-day 
forecast. Many weathercasters are reluctant to engage in the conversation about climate 
change as a result of perceived acrimonious conflict between weathercasters who hold extreme 
views on the issue. 
BROADCASTING & CABLE  March 4, 2013

中國音樂選秀類電視節目模式的創新因素分析
當前中國電視節目創新呈現出以衛視為平台、綜藝娛樂節目為代表的總趨勢。通過對新時

期音樂選秀類電視節目發展階段的梳理，本文進而分析，指出節目具有國外模式本土化修

正的趨向，以及逆反創新、移情效應等特點。

《南方電視學刊》	 二零一三年第一期

假如騰訊也做電視
儘管受限於廣電的政策壁壘，一些互聯網企業仍已局部染指電視業務。除了獨立運營視

頻，還與央視國際合資成立「未來電視」，提供互聯網電視運營服務。假如互聯網企業借

助其新媒體優勢和雄厚的資本，也來做電視的話，會給中國電視行業帶來怎樣的景觀？傳

統電視行業應該擁有怎樣的媒介理念、什麼樣的應對之策，才能在當下及未來的媒介生態

環境中實現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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