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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於 11 月公佈免費電視牌照申請結果，

王維基經營的香港電視不獲發牌，至今已不只

釀成一個電視工業或政治風波。特首一方面以

「保密條例」堅持不向港人交待拒絕發牌的原

因；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另一邊廂似

為特首護航，以「考慮了一籃子因素」解釋並

合理化發牌決定，更譴責一名批評行會採用過

時數據的顧問違反操守。但另一邊廂，發牌風

波的「當然得益者」，被評新聞及一般節目製

作「是是但但」的無綫，連月來「肆無忌憚」的

行為，充份暴露電視「壟斷式霸權主義」的極

端面貌。另一方面，事件所掀起的迴響，反映

電視與管治之間的關係，更說明制定民主多元

的媒體政策的重要性。

壟斷的暴力

無綫電視在近這場發牌風波的表現，充份

呈現壟斷式電視工業的暴力。在節目內容上，

劇集一向被批評為千篇一律（男女多角戀、爭

產、家庭內鬨）；製作過程粗製濫造（片段被

網民瘋傳），剝奪市民享受高質素節目的權

利；最近更向暴力化邁進，加插綁架、強姦，

以挽救下降的收視。在新劇集中，法官被暴力

對待的情節，廣管局接到多宗投訴。新聞製作

更被斥減低或者淡化政府∕政治敏感內容，更

被嘲諷為「CCTVB」。在牌照風波中，《東張

西望》利用其模糊的資訊娛樂節目定位，報導

偏重於港視的弱點，被指利用大氣電波，變相

抹黑其對手及為發牌決定護航。凡此種種，顯

示媒體壟斷所造成的文本暴力：把電視頻道充

塞着質素每況愈下的節目、對單一化題材不思

進取；其新間、資訊節目更被用作自我宣傳

（或宣傳政府）機器，嚴重失卻這些節目（甚

至免費電視台）應有的持平監察角色。

無綫以《壹傳媒》狙擊式報導為由，對其

所有屬下報刊進行封殺令，禁止旗下藝人接受

訪問，更被譴責為損害新聞自由。筆者對《壹

傳媒》中在某些新聞（尤其突發新聞）煽情跨

張的報導手法不敢苟同，其偏重小報式的編輯

方針更被批為濫用自由，但無綫這種「以牙還

牙」的做法，不只扼殺公眾知情權，更反映其

壟斷藝員制度的暴力，一如其禁止藝員用廣東

話接受他台訪問。

從文本暴力，無綫近期的手法更伸延至管

理上、技術上、以致法制上的橫蠻甚至惡霸行

為（包括申請佔用「香港電視」作其註冊商

標），試圖將潛在競爭對手趕盡殺絕，進一步

強化其在香港電視市場的支配地位。

電視與參與式民主	

媒體壟斷不只影響公眾的知情權、節目的

質素及創意，更主導了觀眾對娛樂應有的多元

性意義。意大利傳媒大亨兼前總統貝盧斯科尼

（Silvio Berlusconi）旗下Mediaset擁有國家七

條頻通道中的三條。它的母公司，Finnivest，

亦擁有其他媒體，例如有線電視台，及足球

隊 。 據 國 際 政 論 雜 誌《 經 濟 學 人 》（ T h e 

Economist）透露，貝盧斯科尼集團控制全國

90% 的電視廣播，亦因此Mediaset掌握全歐洲

最高廣告收入的位置（2009 年達 20 億歐羅，

佔 全 國 5 7 % 的 廣 告 收 入 ， 相 對 於 美 國 的

37%）。1 除了貝盧斯科尼或Finnivest所牽涉的

無數商業、政治及私人醜聞及官非，Mediaset

的電視節目一

直為人詬病：

賣弄風情的性

感女郎、遊戲

節目充斥着電

視黃金時間，

新聞就被批評

為為貝盧斯科

尼提昇名氣的政治宣傳機器。

無綫電視集團的壟斷所產生的「暴力」雖

未至意大利的狀況，但從電視台節目單一化、

品味下滑及粗俗化，甚或不擇手段冒違反競爭

條例的險，干預政府發牌、新聞自由，趕絕對

手，不難發現香港與意大利相似之處，及媒體

壟斷失控的幅度及後果。

媒體擁有權集中化至壟斷局面已成為全球

趨勢。為了利潤最大化，投最廣泛觀眾口味，

而令節目漸趨僵化保守；但集團企業化，藉不

斷收購及合併來將資本最大化及成本最少化，

後果卻是越發與群眾多元的口味疏離，損害其

從電視霸權到參與式文化—

1 The Economist, December 16th 2010 ‘The glory of Berlusconi’（http://www.economist.com/node/1773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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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娛樂市民提供所需及所想要的資訊及娛樂的

社 會 責 任 。 不 少 媒 體 學 者（ 包 括 R o g e r 

S i l v e r s t o n e、Geo r g e  G e r b n e r、Dav i d 

Gauntlett）均提醒我們電視在促進「日常性」

的意義：電視作為最普及的媒體，因此它支配

及奠定我們的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影像上）

象徵性環境（TV is the universal curriculum of 

young  and  o ld ,  t he  common symbo l i c 

environment in which we all live）。這環境亦

界定我們在同一天空、同一文化中的經驗和回

憶。馬傑偉在《電視與文化認同》一書中詳細

道出電視一方面見證香港人怎樣經歷殖民以至

現今後回歸時代，更重要的塑造了港人回憶，

並通過一種「他者化」的「大陸人」形象，確立

模糊的香港人文化身份。無論如何，縱使媒體

科技一日千里，觀眾怎樣被 ipad 或 iphone 分

化，免費電視始終是最普及平等的媒介，亦因

此能促進社會整合及共融（social cohes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的平台。

據班士（Clives Barnes）所說，電視是首

要的民主文化，因所有民眾都能享有，亦能完

全主宰於民眾的需要（‘TV is the first truly 

democrat ic  cu l tu re  – the f i r s t  cu l tu re 

available to everybody and entirely governed 

by what the people want.’）2。可惜的是，在

今天瀰漫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式媒體控制下（其

特色包括靠攏政府及集團利益；忽略對社會責

任，投向紅、黃、黑新聞報導，犧牲符合市民

利益的資訊），媒體反而與民眾越發疏離；後

者更在今天社會權力嚴重傾斜下變得更無助。

電視作為社會運動

這一場電視牌照風波，觸發萬人上街包圍

政府總部，就連一向對政治不聞不問的「市

民」都參與反對政府一意孤行不予香港電視發

牌，可能見證班士的討論：當民眾被否決由競

爭可鼓勵多元及優質節目的基本權力時，唯有

以示威向既得利益者宣示不滿。他們所證實

的，更是電視作為推動社會和諧，甚至促進民

主的媒介。他們未必純粹只撐王維基或其電視

製作；但後者所標榜的，鼓勵創意為王、以導

演主導的製作精神，恰好為現今香港由電視、

文化工業，以至政局所呈現的一潭死水悶局 

帶來生氣，亦是深感無助的港人希望以此喚 

起「獅子山下」的港人核心價值及身份認同的 

舉動。

由電視人帶動民主，足見媒體娛樂的政治

功能。一水之隔的台灣，亦因抗議旺旺中時集

團演變的「反媒體壟斷運動」，令該集團的跨

媒體收購計劃告吹。由抗議電視引發的社會運

動，其實早於 1998 年在美國已發生，當時芝

加哥民眾因不滿節目越來越爛而發動「熄機一

星期」運動（TV Turn off week）.3 運動並未有

收長遠效果，但亦喚醒了民眾電視質素的意

識，及成為後來相關運動的先河。

事隔一個月，萬人圍政總的壯觀場面不

再，港視對司法覆核的決定未明確；政府不肯

退讓；但民眾應該清楚的是，一、「慣性收

視」只會助長媒體的壟斷；二、必須彰顯「第

五權」，要求政府開放電視市場競爭；三、長

期監察電視質素，並向兩電視台提出素求及質

詢。亦是一水之隔的澳門，最近政府委託澳門

大學就「未來電視服務研究」進行公眾諮詢，

但社會對此討論不多，民間呼籲政府必須思考

如何改變目前低調的諮詢方式。我們在香港是

否也應舉辦民間諮詢，迫使政府正視監管持牌

媒體機構的法例及舉措千瘡百孔，相關條例

（如電訊條例）過時，甚至變相偏袒壟斷者？

重構港人認同的電視政策？

	梁旭明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2 Quotations （http://www.quotationspage.com/quote/29613.html） 

3 Anti-Tv Movement Gears Up For Turnoff Week, （http://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specials/anti-tv-

movement-gears-up-for-turnoff-week-198040101067_1.html） 當年民眾亦警告美國人沉迷看電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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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五年前，接受了董之英中學的邀請，成

為該校校董。和教育界的淵源始於在電台當節

目主持人，因為有了知名度，開始有中學和大

學邀請演講和客串授課，題目大多是幽默創意

和如何攪笑，後來網上短片流行，更成為好 

多短片比賽的評審，也發掘了不少有才華的學 

生和年青人，但要做校董，對我來說還是挺 

陌生。

溶入中學文化課堂

還是要感謝現在的董之英中學校長彭綺蓮

博士，夠膽創新也不怕艱難，因為學校在沙田

馬鞍山，位置較偏，加上香港人口分配失衡，

每年學校都要為收生發愁。積極的方法是為 

學校增加賣點，其中足球運動是董之英中學的 

絕招，更有學界「巴塞」之稱，針對年青人喜 

歡踢足球，於是將足球訓練溶入中學文化課 

堂中，令一眾足球發燒的中學生多一個出路， 

過去幾年，已經有為數不少的同學進入職業足 

球圈。

五年前，當我成為校董後，開始將演藝課

程加插中學文化課，包括台前幕後，由淺入

深，兩年間鼓勵同學參加公開短片比賽，爭取

經驗，結果在一次全港學界的短片比賽，九個

獎項中囊括八個冠軍，唯一的女主角獎項沒

拿，是因為片中沒有女同學演出。當時校長一

句戲言：「力導，還有什麼更大的挑戰呢？」我

說：「如果夠膽的話，我們『捱』個電影吧！」

就這樣，香港電影歷史上第一套由全校師生共

同參與演出和製作的電影《四季人生》誕生了！

口碑載譽衝出香港

當上總導演，花一年時間籌備，於 2011

年暑假拍攝超過 70 多天，超過 50 小時素材，

剪接後期3個月，終於在2011年12月13日，

在德福戲院首映，雖然不是商業公映，但口碑

和反應都超乎想像，連有份客串的一眾明星，

包括陳百祥和謝雪心都讚口不絕，結果在去年

澳門舉行的兩岸三地創意論壇，拿下創意教育

獎，而飾演老師一角的梁詠琪更在去年的澳門

國際電影節，拿下最佳女配角獎，更令學校高

興是，有份演出的幾位同學，都能順利通過公

開試，繼而願望成真，考進了香港演藝學院和

浸會大學傳理系。

多謝謝飛導演的推薦，我帶著《四季人

生》的高清檔案，直飛長春的四平，參加在當

地舉行的第 12 屆國際兒童電影節，作觀摩放

映。全靠校長的一句戲言，令《四季人生》面

世，「只要有夢想，凡事可成真」，通過全校師

生的努力，更令這套反映香港真實社會狀況和

校園生活的勵志電影，能夠衝出香港！電影節

主席候克明也對《四季人生》表示認同和鼓

勵，在放映會上，觀看的內地師生反應都非常

熱烈！

三元教育理念

和校長彭綺蓮博士在《四季人生》合作無

間，開始還以為學校拍電影，不過是興之所

致，原來是有一套完整理念。

彭校長曾在《信報》的「校長開壇」中闡述

她的「三元教育」理念：

『常聽老師及家長投訴，孩子學習無動

結合影視和教育的《四季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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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無興趣、無信心、無能力。當然，成因很

多，但家庭及學校的影響，舉足輕重。因此，

作為教育工作者，必須了解他們的需要，建立

一個適切的學習環境，讓他們在一個關愛的校

園裡，茁壯成長。所謂「關愛校園」，對我來

說，是要提供適切合宜、形式多樣的學習活

動，以滿足學生的個別差異。

相信，一個關愛的校園，

能令學生愛學校、愛老師、愛

同學。有了愛，他們自然會有

動機、有興趣。每天愛上學、

愛上課，久而久之，就會有信

心、有能力。因著這信念，在

數年間，我在校內推行了三個

計劃，以實踐我的「三元教

育」（Ternary Education）理

念。「三元教育」是因應我校

學生的特質及學校的歷史文

化，以「學術」為首，配合

「創藝」及「體育」的專業培

訓，發揮學生的潛能，從而提

升他們的自信心及學習動機。

我喜歡以三角形來闡釋我

的「三元教育」理念中各元素

的相互關係：三角形頂部是「學術」，因為學

校的核心工作是教學；底部分別是「創藝」及

「體育」。透過兩個計劃，發展學生的潛能，

提升入讀大學及大專的機會，令他們更見努

力。因此，「三元」是相扣、互動的。相對從

前，在學習上，我校學生更見積極，因為升讀

大學再不是遙不可及！

董之英中學並非一所特色學校，但卻設有

特色計劃。始於 2010 年 9 月，我校與傑志合

辦「職業足球員培育計劃」，在總領隊伍健先

生的支持下，短短兩年，球員學會尊重、嚴守

紀律、知所向學，足球成為了他們改變的動

力。創藝方面，在李力持導演的協助下，我校

推行了「創藝大道計劃」，成功拍攝了學界首

齣 100 分鐘電影《四季人生》，提升了學生的

共通能力。推行以來，兩個計劃被傳媒廣泛報

導，加上學生表現良好，因此成就了我校另一

計劃的推行—「董之英升大學直通車計劃」。

自去年始，本校與多間大學及大專合作，安排

學生「優先面試」，以獲取「有條件取錄」

（Conditional Offer）。同學憑其優異的「非學

術表現」，只需在公開試中取得心儀課程的最

低要求，便可入讀。去年，逾半畢業生獲「有

條件取錄」；本年，我校會繼續與更多大學及

大專合作，為同學提供更多升讀

大學及大專的捷徑。』

校園電影的意義

受香港優質教育基金資助

的電影《四季人生》，本來不過

是一套不會公開放映的校園電

影，但因為董之英中學上下師生

努力，爭取佳績，終於排除萬

難 ， 爭 取 到 在 今 年 1 1 月 2 6

日，在香港推出公映，為了符合

報名香港電影金像獎，只演 6

場！當然我和校長都不會奢望票

房上有奇蹟，但暑假大賣的一套

小片《狂舞派》大收，又令我們

興奮起來！始終這樣小成本的健

康勵志電影一定要有基本票房才

能拍下去。嘴巴說支持港產片是

沒有用的，唯有上下團結腳踏實地去幹電影才

是出路！

彭校長曾說：「學校，是一個令孩子變的

地方。要孩子變得守紀律、能自學、具創意、

善溝通、肯承擔，必須透過多元方法。教育工

作者必須相信，透過努力，可以令孩子有改

變。對我來說，這就是關愛。有了愛，我們便

不會因為孩子們一時未達要求，感到氣餒。希

望，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常懷信念，心存期盼，

為令我們的孩子有所改變而努力。」

我十分同意校長所言！所以，我會努力為

教育出一分力。

	李力持		
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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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素養和通識專題探究的教學設計上，很

多老師喜歡引導中學生思考廣告對他們的影

響，或與他們的關係。舉例而言，慣常的簡單

作法之一，是讓學生蒐集大量不同產品的雜誌

廣告，講述諸如「性別角色」的概念，然後指

示學生統計一下廣告圖片中男女的比例、行為

差異及演繹的角色意義，按社會學家哥夫曼

（Erving Goffman）的理路，分析及批判廣告

如何建構「男女性別定型」，這一個在通識文

憑試中經常出現的課題。

同樣地，對於在電視綜藝節目、肥皂劇和

電影中經常使用的「產品植入」手法（product 

placement），有些老師的教學佈置，也是讓學

生統計一下影片中產品出現的次數及方式，然

後對這些所謂「不知不覺的廣告」加以消費主

義的文化分析。無疑，上述兩類教案例子，都

是很好的習作，但被觀察到的學習危機在於，

聚焦應付考試的過程中，漸漸地，學生對廣告

的批判性思維也被固定下來。好像近年，當我

們在某些微電影廣告中，完全看不見任何產品

時，不少學生的直接反應是，不曉得如何「批

判」，較積極的學生會這樣追問：「究竟這是微

電影，還是微電影廣告呀?」。到底，身處「微

時代」的學生在理解及分析「微電影廣告」內

容的時候，欠缺了什麼?

廣告的名字，還是電影的姓氏?

有一位通識科老師問學生，「一個人到底

應該怎樣才能夠成為一個有錢人?」他的提問，

是受了一本書的啟發，書名是《98% 的窮人缺

什麼》，發問的目的，不是教學生賺大錢，而

是培育「港孩」學習自理的能力。同樣，要懂

得如何分析及批判廣告的文本和策略，有的時

候，也可以從廣告的創作方向著手研究。因

為，批判與創意，像窮與富的成因般，也是思

維迴路的一體兩面。

我們知道，先把學生弄糊塗的，就是「微

電影（廣告）」這個新潮的名字。透過為「微電

影」找一個英文名稱的習作，有趣的背景資料

便浮面了。假若把它直譯為 microfilm，並不妥

當，因為早已有微縮膠片這種記錄資料的東

西。是 short film 嗎？有認真搞藝術或實驗電

影的人，仍舊想把獨立性強的「短片」和跟商

機掛鉤的「微電影」分開來。學生上網搜尋，

各種叫法也有，例如：video-slash-short film, 

short movies, micro-cinema, micro-movie, 

micro-film, mini-movie, mini-film, microblog film, 

microblog movie和“wei dianying”。普通話直

接音譯（transliteration）出現在西方記者的文

章內，讓學生追蹤到「微電影」是國產的獨特

行銷創意，跟微博塑造的「微」時代息息相

關。既然，微博（we ibo）的英文慣用語是

microblogging，選取 micro- 還是 mini- 作前綴

就容易處理了。雖然，很多人倡議微電影最好

是三至五分鐘，較長的也不要超過十分鐘，但

mini 單單代表短小精巧，跟在 2010 年熱爆中

國網絡世界的 45 分鐘微電影《老男孩》就不合

拍了。Micro 則既指時空歷史上的微時代的

「微」，也可代表物理長度上只有 90 秒，由吳

彥祖主演的微電影（廣告）《一觸即發》。轉眼

間，我們已經從「迷你」裙的時代，走到流動

上網的年代，以往在印刷媒體出現的極短篇

「小」小說，現在也變身成 140 字以內的

「微」小說了。

廣告，如何看來不像廣告?

真正的難題，是用 -f i lm 還是 -mov ie 較

好？在一般情況，這兩個名稱是沒有分別的，

但要咬文嚼字起來，movie 貼近商業世界和大

眾文化多一點，辦藝術教育的電影學院則多數

叫 academy of film。在通識教學的框架中，對

學生「發展批判性思維並作出價值判斷」來

說，理解別人「如何用字」是一項思辨訓練。

認為「微電影」是行銷噱頭的學生，傾向選擇

micro-movie（commercial）的英文用詞。他們

質疑微電影的名稱定位是，故意讓人聽起來，

不會立即聯想起品牌，但骨子裡卻是商業廣告

產物的「特種部隊」。在芸芸的例子中，突顯

了商業味，具代表性的有 2012 年新春上線，

兩周後錄得超過一億二千萬點擊量的 9 分鐘微

電影《把樂帶回家》。片中曝光超過 40 秒的橙

汁、超過 50 秒的汽水和超過 60 秒的薯片，說

明了微電影是一種「品牌化的娛樂」（branded 

enterta inment），不論多好看，觀眾（很快

便）意會到它是廣告。

探討微電影廣告，學生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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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傾向選擇 micro-film 作英文用詞的

學生，欣賞的是「很有電影味」的微電影（廣

告），因它「完全真的不像廣告」。著名的例子

有講述 5 個 80 歲的老人為自己、為死去的親

人實踐環島心願的《夢騎士》，它是為台灣某

銀行拍攝，在 2011 微電影節奪獎的一部廣告

片。於 2013 年的香港，相似的微電影廣告例

子是一個「傻子」礦工救同僚的故事，廣告主

是某老字號中藥品牌。

故事，如何就是廣告?

統計一下汽水和薯片的植入秒數，對學生

來說，輕而易舉。分析的難，在於說明 9 分鐘

的「長廣告」，為何成功？三分鐘長的《夢騎

士》篇，從頭到尾，跟銀行沒半點關係，銀行

出資拍攝這廣告，是真的太有錢嗎？

從傳統的社會批判角度出發，學生理解的

廣告目的是以「吸引力」提高產品知名度，以

「說服」去激起消費者的購買慾和消費行動。

但是，讓學生戴上品牌主及廣告創意者的帽子

去思考，逆向的廣告思維，即如何「化解行銷

矛盾」和「超越行銷界限」的情節，在這新角

色中逐漸地「被導演出來」。既然微電影廣告

的行銷威力是藉社交媒體像病毒般迅速擴散

（viral marketing），他們學會問：「那模樣的

視頻短片，我會一傳十、十傳百的叫別人上網

觀看？代你廣以告之其他人呢（elec t ron i c 

word-of-mouth; e-passing along）？兼會轉載

及回覆留言（viewer engagement）?」就此，

他們體驗到「在日常生活當中，講故事」的微

電影廣告創意。《把樂帶回家 2012》是針對中

國人春運時期，回家過年之難的「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的「天使在人間」的故事。藉「回

家」的主題勾起的現實傷痛感情和團聚的渴望

和快樂，為品牌套上了光環，而產品的出現更

被合理化地成為觀看者以童年回憶之樂，去解

除觀看時心酸的象徵符號。對「產品植入的抗

拒和矛盾」，在好的故事行銷中，拿捏得好，

就不是問題，倒變成想傳給人看一下的動因。

當然，這部微電影由古天樂、周迅、張國立和

羅志祥共同創造的明星效應，是缺乏資金的其

他廣告主難以仿傚的。

在電視廣告叱吒風雲的年代，除了巨星代

言，廣告主早已知道針對情感機制的故事性廣

告，也能吸引觀眾目光，但限制是財力。如

今，微電影廣告在網上平台發放，輕鬆繞過了

30 秒、45 秒還是 60 秒的「長度就是金錢」的

考慮。可是，任你「天長地久」地說故事，觀

眾看後就會「曾經擁有」（下載、分享、討

論）它嗎？戴上廣告創作者的帽子，站在品牌

商人的立場，學生會問：「管它是捧腹大笑、

賺人熱淚的奧斯卡，與我何干?」就此，他們反

省到潤物細無聲的微電影廣告，是無聲輕放地

把「故事植入」在觀眾日常生活的品牌景觀

（brandscape）當中，這就是好的微電影故

事 ， 如 何 在 廣 告 的 「 潛 行 空 間 」

（“Inception”），超越行銷界限的創意想像。

《夢騎士》把步向死亡的老人，對平凡人生的

遺憾、和對親情友情的珍貴思念，與駕摩托車

從北到南，從夜到日環繞台灣追逐青蔥的理

想，以音樂和影像，構築了一個勇敢地去「過

我們還未活出的生命」的行動故事。故事的行

動力的介面，就是與那間銀行品牌價值（brand 

va lue）的關連性。當然，學生對於「故事植

入」的編碼分析，要學的東西仍有很多，但已

經不是通識媒體教學的範疇了。

 從分析創意而發展理解，從理解微電影到

批判廣告人的故事植入手法，從超越觀眾對產

品 植 入 疲 勞 的 故 事 佈 局 分 析 ， 到 下 錨

（anchoring）細無聲的品牌定位策略，有些學

生在「微電影」立意省卻了廣告二字的創意之

路上探究，漸漸地，愈走愈遠。

	葉智仁	
香港浸會大學傳播學系副研究員

及宗哲系通識科客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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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遭受損失的一方可能會將發生的襲擊稱

為「恐怖襲擊」，然而另一方卻會說這是為自

由和信念而戰。貝克與 BBC 中文總監李文都提

到，在報導此類新聞時，記者需盡可能準確描

述事件本身，如「自殺式炸彈襲擊」、「槍手開

槍掃射」等，而非扣上「恐怖襲擊」或「恐怖分

子」的帽子。10 月 28 日於北京天安門發生的

撞車事件，中國官方雖定性為「恐怖襲擊」，

BBC 還是將其稱為「天安門襲擊事件」。四月

份波士頓馬拉松比賽時的爆炸事件，美國政府

也將其列為「恐怖襲擊」，而 BBC 仍稱之為

「波士頓爆炸案」。李文進而說到，只有當某

個恐怖組織承認了自己實施過襲擊，BBC 才稱

其為「恐怖襲擊」。報導中也可引用他人對襲

擊的看法，就

算他們認為確

屬「 恐 怖 襲

擊」，這四個

字都必須置於

引號之內，不

反 映 B B C 對

此的立場。

中文報導方面，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客

座高級講師呂秉權分享了不少內地與香港媒體

中啼笑皆非的用語不當之處。他說在中國官方

媒體的語境中，開會沒有不隆重的，閉幕沒有

不勝利的，講話沒有不重要的，關懷沒有不親

切的。除此之外，在報導非政治新聞時，內地

媒體擬的有些標題也會讓人產生不必要的遐

想，例如「三大全國性交易市場佈局渝中」，

或「干了 112 天終於濕了」。香港報章中也曾

出現過「兒子生性病母倍感安慰」的標題；如

若加上一個逗號，該標題在斷句上就不會讓人

產生誤解。他還提到，香港媒體大多不會照單

全收內地媒體的表達方式，不過越來越多內地

流行的網絡用語，因其能更傳神地表情達意，

所以「土豪」、「和諧」和「草泥馬」等詞在香

港報章中也開始出現。

研討會上集中討論的是不偏不倚使用中英

文報導的規範。香港是一個雙語社會，而 BBC

則使用包括英語在內共 28 門語言向全球報導

新聞。根據BBC新聞學院語言組編輯納吉芭•

新聞報導，以事實真相為內核，以語言表達

為血肉。不偏不倚，公信專業，是新聞人孜孜

以求的目標，其中，語言的使用十分關鍵，小

到一個細節的錯漏，或是一個字眼的偏頗，新

聞報導的公信力都將大打折扣。在科技日新月

異，似乎人人皆可為記者的時代裡，新聞業界

面臨的競爭日益激烈。大眾媒體若想生存下

去，守住自己的專業精神，談何容易。

11 月 15-16 日，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

與英國廣播公司（以下簡稱 BBC）新聞學院、

BBC 中文網聯合舉辦獨立新聞製作研討會，以

語言與不偏不倚為主題，旨在為日後的新聞人

提供經驗教訓。兩日裡，聽眾在中英文報導的

諸多實例中，見識到其中因語言使用不當而出

現的形形色色的錯誤。這些錯誤讓會場內歡笑

不斷；可是在笑聲之後，每個人都不得不開始

反思：究竟怎樣在報導中做到不偏不倚？

語言表達	並非吹毛求疵

B B C 新 聞 採 集 主 管 喬 納 森 • 貝 克

（Jonathan Baker）提到，BBC 的新聞從業員

都 要 遵 循 公 司 的《 編 輯 指 引 》（ E d i t o r i a l 

Guidelines）。該指引並非繁縟的規條，而是列

出了新聞報導中需恪守的原則。這包括準確真

實、客觀公正、不偏不倚、保護隱私、維護尊

嚴、編輯獨立六個方面，記者與編輯均需將

BBC 的這些報導觀付諸實踐。這不僅意味著報

導時需仔細核實細節，給予各方回應的機會；

也要求新聞人了解詞語的準確含義乃至衍生意

義，從而精準地將新聞事件呈現在受眾面前。

他演講時引用了英國作家吉百齡（Rudyard 

Kipling）的話語：「語言是人類使用的一劑最強

效的毒藥」，為我們敲響警鐘。

舉例而言，貝克介紹到 BBC 在報導軍事活

動時，只會使用「英國部隊」或「美國軍隊」的

字眼。哪怕是報導本國的軍隊，BBC 也從不稱

其為「我們的軍隊」，因為如若隨意使用第一

人稱這類看似親近的表述，觀眾會以為 BBC 是

軍隊的一部分。使用其他詞語如「解放」、「處

決」或「政變」時也須格外謹慎。

另 一 個 更 具 爭 議 的 字 眼 就 是「 恐 怖 主

不偏不倚，公信專業— 獨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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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拉伊（Najiba Kasraee）的介紹，多語種的

新聞報導一方面能讓更多觀眾了解全球資訊，

另一方面也通過不同文化背景的記者從貼近自

身本土的角度來報導國際新聞。這既令我們體

驗到文化的多元，聽到「同一個世界裏不同的

聲音」；也提醒我們在跨語言報導時需格外留

神，別因翻譯而讓報導出現偏頗。她回憶自己

當年入職 BBC 時翻譯的一

句話：「看上去美方代表帶

來了橄欖枝」（It looks like 

the American delegation 

c a m e  w i t h  a n  o l i v e 

branch.）她當時單純以為橄

欖枝只是字面意義那麼簡

單，但後來經主播指出，更

準確的翻譯應是發出和平訊

號。由此她領悟到如欲從事

新聞翻譯，語言訓練是必須的，這樣才能儘量

避免新聞人在時間壓力下犯錯。

BBC新聞學院高級語言訓練導師蘇珊•費

恩（Susan Fearn）對新聞用語給出了她的「黃

金法則」：寫作時用詞要精確嚴謹；小心使用

形容詞；並且思考詞語背後隱含的意義。另

外，香港電台英語節目總監柯文傑（Bryan 

Curtis）也建議寫作時應簡潔精煉。他鼓勵台下

學生對新聞事業應充滿熱情；並應竭盡所能堅

守專業精神，整合相關新聞材料，呈現出事件

的原貌，從而讓受眾作出自己的判斷。他還強

調，不偏不倚的精髓就是不抱任何偏見。在新

聞報導中，記者不是法官，不應對新聞事件下

定結論。記者反而應將控方和辯方的陳詞均呈

現出來，交由作為陪審員的觀眾來判斷。

社交媒體	帶來新的挑戰

談到社交媒體，貝克認為這能促進新聞報

導，讓記者接收到更及時的信息，接觸到更多

的消息源；問題在於記者應如何正確使用這一

新興媒體。總的來說，他給 BBC 員工的建議就

是：「別做任何傻事」。任何東西，一經上載至

社交媒體，無論設置得多麼隱密，總會為人所

知，甚至廣為流傳。他認為記者編輯應把社交

媒體 當作電視媒體一樣看待。如果一句話在電

視媒體中不適宜播出，那麼也不適宜將這句話

放在社交媒體上。就算新聞從業員在私人頁面

中寫道，本人言論不反映供職機構的立場，可

是大家關注他們的原因就是他們的記者身分，

受眾自然而然會將他們的言行與新聞機構聯繫

起來，因此這樣的聲明是無謂的。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高級講師張少威也

認為，社交媒體的興起讓記者

更忙了，從以前每天工作固定

的時間變成了現在的全天候工

作。很多中國記者在微博上十分

活躍，可是大多數中文媒體的管

理層對新興媒體及網絡仍不夠

重視，因此很少有對員工使用社

交媒體的統一指引。他說社交媒

體讓中國普通百姓史無前例地

能表達自己的意見，媒體在這些意見中可以發

現很多故事，當然也需要花功夫進行核實。

不偏不倚	妙手著文章

社會急速變化，科技的發展已讓信息從只

由少數人掌握變得唾手可得。香港的媒體機構

不下百間，新聞報導多如牛毛。人們的生活日

愈忙碌，閒暇時間也漸趨零散，因此只有那些

能引起足夠興趣的報導，才能換得讀者的瀏

覽。新聞從業員在寫作時，語言煽情化、誇張

化的誘惑很大。雖說香港的新聞自由仍受到保

障，可記者在商業化的媒體運作下，想要保持

客觀中立、不偏不倚，卻是越來越難了。

研討會結束之際，貝克談到，不偏不倚是

BBC 一貫恪守的準則。基於部分傳媒娛樂至

上、賺錢為先的理念，貝克說這些傳媒可能會

吸引某些觀眾，但 BBC 的觀眾所期待的報導，

正是真實準確、不偏不倚的。他說：「如果

BBC 的觀眾因為我們的節目不夠娛樂化，或是

立場中肯而選擇不再收看 BBC，我才會感到驚

訝……如果沒了不偏不倚，我們就甚麼都沒

了。」

聞製作研討會綜述

	宋成、黃煜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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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4日，走煽情路線的《紐約郵

報》（New York Post），頭版全版刊登一幅新

聞相片：一位掉下月台的男士，手扶月台邊

緣，無助地面向駛來列車。編輯配上極為煽情

的引題及由六個字母串成的單字大

號通欄標題：死定了（DOOMED）。

這張捕捉被列車輾過前不幸者惶恐

無助背影的圖片，再次激發新聞業

界的良知反省：玩弄死亡煽情必須

有度，過了這個度，就是對文明的

踐踏。

新聞倫理的度，不是法律，它

沒有水銀柱那樣清晰嚴謹的客觀界

限，也難有清晰的條文規定，而是根植於社會

文明共識的個性理解。

「即使攝影記者拍了，報館亦大可不登，

更不需要用一條予人冷血感覺的標題。畢竟普

羅大眾心目中是有一把道德的尺，傳媒最好不

要越界。」這是《蘋果日報》總編輯對該張美國

新聞圖片的評語。這位老總說的「界」，亦即

抽象的新聞倫理之「度」。

記者往往在電光火石的剎那間作出決定而

按動快門，記錄事實；然而，編輯有更充裕的

時間進行道德倫理衡量。因此，本文探討的

是，新聞工作者面對此類突發新聞時的人格矛

盾：自然屬性與職業屬性的矛盾。前者是人的

本性，後者是人的工具性。

現場人格分析

根據自由攝影師阿巴斯（Abbasi）翌日見

報 的 自 辯 文 章「 痛 苦 的 攝 影 ： 不 公 平 的 譴

責」，事發時他外出採訪途中，正在地鐵等

車，隨身携帶的相機調校在室外光圈，閃光燈

也只有 1∕64 之一秒。當列車就要進站時，他

突然聽到人群驚呼，眼角瞥見一個人飛到空

中，掉在鐵軌。他即刻握著未重新調校的相機

朝列車方向跑去，一路猛按快門，希望司機看

到閃光燈而停車。（根據此說，他的第一反應

是救人。）他說，整個過程他舉著相機連續按

著快門，但沒有攝影的意識，根本沒考慮自己

會拍到甚麼。唯一的印象是，死者沒叫救命，

沒出聲。太震驚了，事後，他沒翻看相片，只

是將相機記憶卡交給報社。當晚翻看相片，他

震驚了，一夜未眠。相片見報後，網上群情汹

湧，譴責他不嘗試救人而忙著搶拍相片。

根據他的憶述，現場一位該市

猶太醫院的女醫生勞拉．卡普蘭

（Dr. Laura Kaplan），列車過後馬

上脫掉外衣，拿起聽筒為死者做急

救。她只能做心臟按壓，人工呼

吸，她做不了，大量鮮血從死者口

中湧出來。她事後說：「那非常驚

人，但你的第一反應就是救人，沒

脈動，完全沒反應……很明顯，我

沒辦法了，但你不能甚麼也不做，你必須試著

做」。

上述摘自《紐約郵報》兩則報道的現場情

況，很明顯，體現了那位攝影記者與女醫生不

同的人格現象。他們的職業，都有嚴格的社會

與專業行為規範，內在人格都存在雙重性：一

是人的自然屬性（本性），二是人的職業屬性

（工具性）。事件中，女醫生彰顯人格的完

整：自然屬性與職業屬性吻合。她在事件中表

現的人格修養，可以用心理學的「純利他主

義」來解釋。社會心理學將利他主義區分為

「非緊急情景下利他行為」與「緊急情景下利

他行為」。後者情境特殊，無法預料，往往措

手不及，「會引起生理上的應激狀態，體內血

糖升高，肌肉變得緊張有力，準備去戰鬥」。

死者的死亡過程與場面是慘不忍睹的，這是人

的自然屬性的認知；但是，她仍然挺身救人。

這是她救死扶傷的醫者職業屬性所驅使。事

後，她向警方表示，死者是一位勇敢的人，因

為挺身而出制止疑犯對候車人士的騷擾而被拋

下月台。驚嚇、救死、讚美，在一氣呵成的短

暫過程中，女醫生展現了自然屬性與職業屬性

的人格完美：同情。

形 成 強 烈 對 照 的 ， 是 攝 影 師 阿 巴 斯 的 

人格明顯分裂了：主觀願望是順從自然屬性想 

救人，但客觀行為是順從職業屬性分秒必爭 

搶拍。

從《紐約郵報》相片析記者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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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阿巴斯震驚了，不敢翻看相片，當

晚一夜無眠。這是職業屬性主導的現場衝動過

去後，自然屬性回歸了。之後，在輿論批評狂

潮下，他內疚了，痛苦了，吞嚥人格分裂的苦

果。造成阿巴斯人格痛苦的，關鍵是自然屬性

中的「同情」，未能制約他追求盡職的職業屬

性。面對血腥的突發事件，他人格中的自然屬

性退隱了，讓位職業屬性。

與記者不同的是，醫生的天職是救死扶

傷，自然屬性與職業屬性都貫穿著「同情」，

因此，與記者比較，他們的人格比較容易達致

完美。同情，來自設身處地、轉換角色的潛意

識人性反應，西方心理學稱之為移情：

「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而作出利他行為以

減少他人的痛苦，是一種純利己主義的動機。

預期到自己的行為能解除他人困境是利他行為

的一個積極因素，而專注於自己的事情則有碍

於對他人的移情，這說明人格因素對助人行為

的作用。」1

當代新聞攝影史上，33歲自殺身亡的南非

自由攝影記者凱文．卡特的故事，是前線新聞

工作者人格困擾的典型案例，也是「專注於自

己的事情則有碍於對他人的移情」的生動事

例。卡特沒像阿巴斯那樣辯稱想救人，只是提

到，他在現場首先想的是職責。他不是為相片

自殺，但是不能排除相片的爭議是促成他自殺

的一個因素。

網上凱文．卡特紀念影片中，有一段文

字，揭示此類記者人格困擾：「這個世界似乎

還不能接受記者的困境：是見證人，或是救助

者。」

「度」在我心

面對記者的「倫理兩難」，沒有一把清楚

的標尺可以遵循而解難。記者的自然屬性與職

業 屬 性 的 平 衡 點 ， 就 是 本 文 前 面 提 及 的

「度」，是記者的個人價值判斷。通俗而言，

「度」在我心，是多種社會因素，包括不同社

會、不同種族、不同經歷、不同經濟與教育層

次的不同價值認知。答案，可以用一位身為母

親的香港記者心中的「度」來演示。

多年前，香港某報一位男記者在新界某地

被暗殺，發現時人被捆綁，背有刀傷，失血而

死。對於煽情報紙來說，這是震撼性新聞，會

搜尋死者生前相片，大肆渲染。這位資深記者

恰恰與死者是大學同學，有與死者的合照。然

而，作為採編部門負責人，她選擇沉默。

也是在多年前，珠海一家餐廳發生爆炸，

兩人亡，傷多人。罹難者之中有一位兒童。正

當報社同事尋找與死者相關資料時，她恰恰有

那位不幸兒童的相片，死者是她兒子的幼稚園

同學。出於對兒子的愛，她再度沉默。她的不

盡職，並不影響那兩單新聞的價值。

在這兩宗案例中，她心中的「度」發生作

用，令她依自然屬性作出了選擇：尊重同窗、

用母愛推己及人。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面對拜物主義的煽情新聞生態，課堂上傳

統的新聞倫理道德宣講，會被視為脫節的老生

常談，往往會有準記者反問：我如果是這家報

社記者，怎麼辦？回答是，轉換角色，設身處

地，就會產生現場智慧。

設身處地，就是西方社會心理學提出的

「移情」。但是，孟子早就提出「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更早期的孔

子，則提出「可以終身行之者」的人格修養途

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孔子與孟子的人性觀點，換成今天的語

言，就是轉換角色，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的

「移情」。記者移情之後，自然產生「惻隱之

心」，自然會找到現場應對（拍攝）及事後處理

（編輯）的智慧準繩。這就是存在記者心中的

「度」。

1 時蓉華。〈利他行為〉，《社會心理學》，459頁。浙江教育出版社。杭州：1998。

	柯達群	
香港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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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as had a good headline year. Simply 
put there’s been a lot going on in the city from the heated 
protests over national education to former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 contractor Edward Snowden’s stopover in 
June. Journalists overall loves a good story and the more 
controversial the story the better. Therefore it is little surprise 
that Hong Kong is back in the international press some 16 
years after reverting from British colony back to Mainland 
China rule, especially as it wrestles with the challenges and 
realities of post-1997 changes. 

As a journalist and now journalism educator, Hong 
Kong to me was always a unique place, a blend of both 
East and West, and now a case study of how “one party, two 
systems” exists and co-exists politically, economically and 
socially. 

Analyzing coverage of Hong Kong in U.S. newspapers, 
especially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 
both traditionally known for their international coverage - is 
a prism into better understanding America’s current view of 
Hong Kong. Over the past year Hong Kong has increasingly 
appeared in headlines. According to a Lexis/Nexis search 
“Hong Kong” appeared 1,481 times in The New York Times 
in 2013 to date, while it appeared 1,040 from 2011-2012, and 
in The Washington Post “Hong Kong” appeared 373 times 
from 2011-2012 and 494 times to date. In the past year a 
large portion of coverage has centered on Snowden and the 
litany of protests from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on July to 
the refusal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 grant a license 
to operate free-to-air television. 

Analyzing the international press coverage is a good 
way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the West currently views Hong 
Kong. And in examining this, a disturbing picture of a city 
desperately hanging on to its identity and freedoms and glory 
days surfaces. Other stories portray Hong Kong as a city that 
has given in to Beijing’s stronghold out of either practicality 
or fear. There is almost no coverage that offers context 
about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Hong Kongers and 
Mainlanders, the reasons and roots behinds the struggles of 
Hong Kong locals, and the challenges of a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society. Very often the coverage lacks a source that 
offers the Chinese or Hong Kong perspective. Objectivity, 
that the U.S. press upholds, is at times questionable when it 
comes to covering Hong Kong. 

Negative coverage of Hong Kong

Ultimately the American press’s rather negative 
coverage of Hong Kong is a reflection of the prickly and 
complex state of U.S.-China relations. 

The U.S. media have given ample coverage to the 
rising number of protests in Hong Kong over the past year. 
In writing about the protests the focus is on the conflict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The Washington 
Post’s Hong Kong correspondent Andrew Higgins story on 
September 7 about Hong Kong’s reaction to the proposed 
national education portrays Beijing authorities as playing a 
heavy hand in Hong Kong’s rule, as seen by some key words 
used. 

The article’s lede reads, “Hunger-striking Hong 
Kong students and their supporters have taken control of a 
city plaza here amid accusations from Communist Party-
controlled media of a Western-backed conspiracy by "black 
hands" intent on sowing chaos.” The article singles out words 
such as “brainstorming” and national education as a breach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otesters condemn the courses 
as "brainwashing" and a violation 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ormula under which Hong Kong was returned to 
China 15 years ago after more than a century and a half of 
colonial rule.)

“Beijing has long pushed authorities in Hong Kong to 
narrow what opinion polls suggest is a widening gulf between 
local residents and mainlanders, who have flooded into Hong 
Kong to shop and, in some cases, give birth in the city's 
well-equipped hospitals.” The focus of the piece is on the 
content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The underlined keywords are a telling sign of how 
the West views Hong Kong, a city that is struggling to hold 
onto its identity, a city under siege, and one that is being 
threatened. 

Coverage of Edward Snowden’s stopover in Hong 
Kong was ultimately cast as a political story where Hong 
Kong was portrayed as kowtowing to China’s interests much 
like a child caught between two squabbling parents. As a 
good friend of mine said, “Hong Kongers can forget about 
getting a U.S. visa for now.” 

In a Washington Post blog post (June 24, 2013) 

Prism of U.S. Press: the West L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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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lined “White House: Hong Kong damaged relationship 
by releasing Snowden” by Rachael Weiner highlighted Hong 
Kong’s disobedience. 

That same day The Washington Post published another 
blog by Sean Sullivan entitled “Feinstein: China 'clearly had 
a role' in Snowden's departure from Hong Kong.” The story 
is highly critical of Hong Kong, and does not include a quote 
or source from Hong Kong’s vantage point.  

"China clearly had a role in this, in my view. I 
don't think this was just Hong Kong without Chinese 
acquiescence," Dianne Feinstein (U.S. State Senator) said on 
CBS's "Face The Nation." 

Interestingly The New York Times portrayed Snowden in 
a more neutral light than they did Hong Kong. The newspaper 
described him as a “29-year-old NSA government contractor” 
rather than The Guardian’s stories that described Snowden 
as a whistleblower or a spy. The Times focused o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disappointment over Hong Kong’s decision 
to let Snowden go, emphasizing the American officials 
request and Hong Kong’s refusal. Interestingly the newspaper 
of record’s sources and quotes on the Snowden coverage 
primarily come from U.S.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re are 
virtually no quotes from think tanks or analysts who offer 
Hong Kong’s point of view. 

The June 24 Times’ news article about Snowden 
includes the following quote: ''At no point, in all of our 
discussions through Friday, did the authorities in Hong 
Kong raise any issues regarding the sufficiency of the U.S.'s 
provisional arrest request,'' a department official said. ''In light 
of this, we find their decision to be particularly troubling.” 

Despite Snowden’s own assertion that "Hong Kong 
has a strong tradition of free speech,” the newspapers’ most 
telling view towards Hong Kong comes from two prominent 
columns published on its editorial pages. The column “Hong 
Kong's Summer of Discontent,” by Emily Lau, a member 
of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chair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was non-coincidentally published on July 
1 (National Day for China and the day of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 in Hong Kong), about the erosion of political 
freedoms in Hong Kong. Lau’s point of view can be seen 
clearly in the following paragraph.  

“This vague idea implied that the mainland would 

not interfere in local affairs, a concept that was enshrined 
in the Hong Kong mini-constitution, known as the Basic 
Law. Apart from defense and foreign affairs,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s it became known, would 
enjoy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Beijing would not send 
Communist cadres to run the city,” she writes. “Hong Kong's 
capitalist and free lifestyle would continue unabated, and 
most important, the people were promised that the political 
system would evolve to a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That process of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s now imperiled.”

Hong Kong – as a city of eroding freedom, a victim 
of Beijing’s powers, an orphan of its own identity — is 
portrayed in a column published on June 11, 2012 in the 
Times by Law Yuk-kai head of 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Monitor. Law’s response to Snowden’s video-taped message 
that he sought refuge in Hong Kong for its “strong tradition 
of free speech” and “a long tradition of protesting in the 
streets,” was as follows “Mr. Snowden — if he is still in town 
— has stepped into an unknown future in which the concept 
of “one nation, two systems,” promised us by Beijing, has 
become a fading memory.” 

Pivotal role in East West relations

After analyzing this small sampling of press coverage 
the picture that surfaces is disturbing. The U.S. press may be 
writing more about Hong Kong, but the coverage emphasizes 
the Beijing government’s stronghold. Is the coverage bias 
because of the newspaper’s own editorial policies, does it 
reflect the complex if not sometimes prickl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e bottom line: post-1997 
Hong Kong is one that is portrayed as one of uncertainty, and 
one where freedom of press and democracy are compromised. 

No doubt, Hong Kong is going through fast changes 
of its own especially as it wrestles with its own history 
and identity. Still it remains a major financial center, and 
a springboard to doing busines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ong Kong while relatively small in population and size 
is significant in that it is a window to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s in Mainland China. All the more 
reason that we need more stories about Hong Kong in the 
international press, and most importantly stories that delve 
into the complexities, the challenges, the richness of a city 
that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East West relations. 

at Hong Kong 

 Amy Wu 
*Amy Wu is an American-born Chinese and currently a doctoral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s Philip Merrill College of Journalism.  

She taught journalism and worked as a journalist in Hong Kong from 1996-2001 and 201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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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於九月底曾代表香港電台到吉隆坡擔任

亞太廣播聯盟大獎（Asia-Pacific Broadcasting 

Union Prizes，下稱 ABU）評判之一，那也是

我第一次出席ABU的活動。在酒店辦理完入住

手續後已是晚飯時候，滿以為可以在酒店旁的

超巨型商場中找到一家馬來西亞餐館，吃一頓

有「地方特色」的晚餐。不過，走了幾個圈之

後，發覺主要是見慣見熟的國際連鎖店，看似

很有選擇，但又沒什麼新鮮感。結果，走進了

一家上海菜館，吃了口感一般的小籠包。

商場反映了老生常談的「全球一體化」，

我更會把它形容為「多元的單調，單調地多

元」。然而，第二天早上起來，真正進入評選參

賽作品的過程時，卻領略到層次高很多的「多

元」：不同地區的歷史、社會結構、地理環境和

生活文化，有機及靈活地盛載於聲音當中。

參賽作品多元特色

聲音媒體的確能有效地打開我們對世界的

視野。聆聽來自亞洲、歐洲和大洋洲地區的幾

十個電台節目，更讓評判團成員能在短時間

內，進一步認識不同地方人士的愛好、價值觀

和關注。

以水為例。可能我們已經很久沒體現過制

水的滋味，也對香港水務署很有信心，所以節

約用水及保護水質的意識並不太強。但有一個

來自馬來西亞的宣傳聲帶，以「水是什麼顏色

的？」為題，卻為好些評判帶來強烈的共鳴。

日本人如何看死亡？二次大戰後，日本社

會要解決的民生問題很多，國民的關注點是

「如何生存」？但幾十年過去，隨著人口老

化、社會發展迅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逐漸疏

離。現在不少孤獨的日本長者，正思考著自己

將「如何死去」。來至日本的「一個快樂的死

亡」，講述一位老人家如何克服要獨自死去的

心理障礙。

同樣是日本，也同樣與死亡有關。原子彈

落在廣島已經將近七十年的事，對於新一代來

講，那是聽過很多遍的「舊」故事，不可以說

他們不認識；但是，由於把故事說給他們聽的

人，可能是原爆發生後第三、四代的人，所以

故事內容也來得模模糊糊，更好像完全不關他

們的事一樣。看到這情況，有人想起要重說那

故事。不單有退休的人士參與成為說書人，年

輕的一代，也拿著這舊故事的文本，在學校裡

大聲向學生讀出，同學也跟著讀下去。在讀的

過程中，由於情節都帶來了即時的感受，這災

難亦變成了「新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聽到

一個八、九歲的小朋友的日記，他爸爸叫他把

妹妹火化，他就把妹妹抬到柴上，當烈火燒著

他妹妹的身體時，他還聽到妹妹的關節在受熱

後發出的響聲。

提到災難，這次ABU比賽也令人體會到，

在不同地域所發生的慘劇，雖然我們在遠方以

外都在新聞報導中聽過，但震撼的程度，肯定

打了一個大折扣。

在菲律賓的山泥崩塌中，記者第一時間走

到現場，途中見到整條村埋在泥土裡；在新西

蘭的火山爆發中，記者跑到離火山很近的地方

採訪，以手提電話把聽眾帶到現場，我們差不

多感受到火山的熱力；在孟加拉工廠倒塌的現

場，記者訪問了遇難者家屬，聽他們哭訴政府

的處理手法。

在災難發生的時候，收音機的力量還是很

強的。雖然說聲音廣播正受到網絡媒體的挑

戰，但收音機依然有它的獨特性。

越南從南到北相當廣闊，越南電台構思出

一個很切合地理環境的節目。每星期一次，電

台會邀請聽眾在遠方的電話中唱歌，由在錄音

室的一隊專業樂隊作現場伴奏。唱歌之前，參

加者會與主持交談，分享他的生活；唱完以後

又有聽眾打電話到電台作出即時回應。在節目

中，我們聽到兩位唱得非常好的參加者，他們

都是平常人，其中一位是失明人士。他們的故

事，以及對歌唱的熱誠，令人感動，而如何能

隔著大氣電波有如此高的演出水平，也反映出

製作的認真。

收音機另一最具特色之處在於廣播劇。在

沒有影像的環境中，聲音能將我們的思想空間

帶到很遠的地方。羅馬尼亞電台的參賽作品是

精彩的多元，多元地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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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帶有前衛風格的廣播劇，故事內容不容易

了解，但精細的剪接和音響效果，以及空間的

處理，使它成為了藝術品，也令人體現到聲樂

廣播本身都是一種專門藝術。

表達手法具創意

來自南韓的一個特輯講到一對年幼子女因

父母離去而變成孤兒，要由祖父獨力照顧。貧

窮的祖父卻偏偏接近失明，更擔心自己有沒有

能力陪伴他們成長。這是一個令人心酸的故

事，但編導卻選擇了一個充滿陽光氣色的表達

手法。我們聽到活潑開朗的配樂，而處處都有

歡笑聲，在苦難中找到生活的樂趣，在缺乏正能

量的社會中，聽眾對生命立時添了一份尊重。

有兩個分別來自南韓和新西蘭的參賽節

目，都用類似的表達手法，令聽眾眼前一亮。

南韓的特輯探討先天傷殘與墮胎的問題，

暴露出社會上一些帶有禁忌的話題。當父母發

現未出生的嬰兒有殘障的時候，他們的想法如

何呢？南韓人對於傷殘者的態度又怎樣影響父

母作出墮胎的決定呢？在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聽到一個快要出生的嬰兒，在母親的肚子

中發問。

新西蘭的參賽作品是一個廣播劇，由一個

喪禮開始，當中沒有太大的哀傷，反而由剛死

去的主角快樂地開始說話。他好像以幽靈的身

份出現在自己的喪禮中，然後透過台上的人的

說話，和那主角的分享，多角度、立體地述說

出主角的一生。我們都出席過不少喪禮，也聽

過很多對過身親人或朋友的懷念，不過，從來

沒有聽過死者的即時回應。難怪這個特輯給了

評判不少啟發。

參賽作品中也有水準平平的；但在我看

來，這是另一種的多元。我對於這次擔任 ABU

大獎的評判團成員，有一個總結：「世界仍然

是精彩的多元，多元地精彩。」

*後註：

ABU大獎電台類別中設有六個組別 ─ 紀實

（Documenta r y）、廣播劇（Drama）、互

動節目（Inte rac t i ve  P rog ramme）、新聞

報導（News Report ing）、主持人（On Air 

Persona l i ty）、間場聲帶∕宣傳聲帶∕台號

（Jingles/ Promos/ Station IDs）和評判特別

獎（Special Jury Prize），各組別以下另設一個

嘉許大獎。賽果如下：

「2013亞太廣播聯盟大獎」評後感

	蕭樹勝		
香港電台第四台節目總監

「2013亞太廣播聯盟大獎」電台節目評判團主席 *其他獎項及得獎名單可參閱ABU網頁：www.abu.org.my

2013	RADIO	WINNERS

CATEGORY ORGANIZATION ENTRY	TITLE
Documentary ARD | Rundfunk 

Berlin Brandenburg 
(ARD | RBB)
Germany 

Bukhara 
Broadway - 
Soundtrack of 
Emigration

Drama Radio New Zealand 
(RNZ)
New Zealand

Lullaby Jock

Interactive 
Programme

Islamic Rep. of Iran 
Broadcasting (IRIB)
I.R. of Iran

We Are Actors

News 
Reporting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RTHK)
Hong Kong 

Blacksheep The 
Killer - Children 
Who Kill Their 
Parents

On Air 
Personality

Islamic Rep. of Iran 
Broadcasting (IRIB)
I.R. of Iran

Radio Café

Jingles / 
Promos / 
Station IDs

Radio Television 
Malaysia (RTM | 
Traxx FM)
Malaysia 

What Colour Is 
Water?

Special Jury 
Prize

Voice of Vietnam 
(VOV)
Vietnam

Hot Radio

2013	RADIO	COMMENDED	ENTRIES

CATEGORY ORGANIZATION ENTRY	TITLE
Documentary Munhwa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MBC)
Rep. of Korea

My Family

Drama Jap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NHK)
Japan 

A Happy Death

Interactive 
Programme

Radio Broadcasting 
FM (Bangladesh) 
Co. Ltd. (Radio 
Today)
Bangladesh 

Picchi Kotha

News 
Reporting

Radio New Zealand 
(RNZ)
New Zealand 

Radio New 
Zealand News 
- Tongariro 
Eruptions

On Air 
Personality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BC)
Australia 

Radio Australia 
Presenter: Phil 
Kafcaloudes

Jingles / 
Promos / 
Station IDs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BC)
Australia 

Facebook - "My 
World"

Special Jury 
Prize

Bangladesh Betar 
(BB)
Bangladesh

The Rising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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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第三季

度調查的結果顯示，整體電視節目的平均欣賞

指數較第一季上升了 0.17 分至 67.01 分。是次

欣賞指數排名最高二十位的非新聞財經報道節

目之中，香港電台的製作佔十三個，包括首五

位的《鏗鏘集》、《天下父母心》、《毒海論浮

生》、《海底交易》和《沒有牆的世界IV》，表現

優秀。至於新聞財經報道節目方面，無綫電視

新聞以 69.06 分重上首位，其後依次為有線

（68.54 分）、now 寬頻電視（66.68 分）、香

港寬頻電視（65.30 分）及亞洲電視（60.89

分）。

調查方法與準則

《2013 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繼續沿

用自 2009 年起開始採用的調查設計及執行方

法，下文再詳述。現時調查的模式其實大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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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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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調查在公平及具公信力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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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個 年 頭（ 1 9 9 8 -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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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間於無綫電

視翡翠台及 J2、亞洲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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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上述方法，是次調查名單所包括的非新聞財經

報道節目總數為 80 個：香港電台、無綫電

視、亞洲電視及有線電視各佔 20 個。

第三階段結果

2013 年第三階段的《電視節目欣賞指數

調查》於 2013 年 10 月 2 至 28 日期間進行，

透過電話成功訪問了 2,031 名 9 歲或以上操粵

語的香港居民，整體回應比率為 67%，即願意

接受訪問的合資格市民比例頗高（十個當中有

接近七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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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組問卷的

目標樣本總數為 1,000 個以上。故此，以次樣

本計，各個百分比的抽樣誤差少於一點六個百

分比，而 80 個被評節目的欣賞指數的標準誤

差則平均為 1.6 分。

2013電視節目欣賞指數第三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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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季的調查結果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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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1 分，從上一季度錄得的 66.84 分上

升 0.17 分；而節目的平均認知率則為23.8%，

較上一季下跌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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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鏗鏘集（港台）*

二.  天下父母心（港台）

三.  毒海論浮生（港台）

四.  海底交易（港台）

五.  沒有牆的世界 IV（港台）

六.  星期日/二檔案（無綫）*

七. 申訴（港台）

八. 新聞透視（無綫）*

九.  衝上雲霄 II（無綫）

十.  警訊（港台）*

十一.  童夢童心（港台）

十二.  塔斯曼尼亞的日與夜（無綫 J2）

十三. 中國故事（港台）

十四.  反斗普通話（港台）

十五. 人文風景（港台）

十六.  香港故事（港台）

十七.  代代接班人（無綫）

十八.  樓盤傳真（有線）*

十九.  小事大意義細說 5 分鐘（有線）*

二十.  漫遊百科（港台）

*同為 2013 年第二階段二十大節目之一，共六個

港台節目囊括頭五位置

首二十位非新聞財經報道節目的平均欣賞

指數為 73.83 分，較上一階段下跌 0.34 分，而

平均認知率則為 33.3%，較上季下跌 6.3 個百

分比。廿大當中，香港電台製作的節目佔十三

個，較上季的十個多三個；而由無綫電視及有

線電視製作的分別只佔廿大之中的五個及兩

個。「廿大」優質節目的前五位全部是港台節

目，分別為《鏗鏘集》、《天下父母心》、《毒海

論浮生》、《海底交易》和《沒有牆的世界IV》。

另方面，今季廿大中還包括一些新面孔，如

《申訴》（港台）、《衝上雲霄 II》（無綫）、《童

夢童心》（港台）、《中國故事》（港台）等，一新

觀眾的耳目。

就個別電

視台的整體表

現而言，一如

以往，香港電

台繼續獲得最

高的平均欣賞

指數，其整體

得分為 72.40

分。其後三台

的整體平均欣

賞指數分別為

無綫的 67.20

分 、 有 線 的

65.63 分及亞

視的 62.80 分。跟上一季度比較，各電視台平

均分的變化不大。四台各自比較下，得分最高

的節目乃港台的《鏗鏘集》、無綫的《星期日/

二檔案》、有線的《樓盤傳真》、及亞洲電視的

《 香 港 脊 髓 損 傷 基 金 會 八 周 年 慈 善 籌 款 晚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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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收看者計算，無綫電視

新聞重上第一位，其新聞財經報道節目的最新

整體評分為 69.06 分；有線新聞以 68.54 分排

第二位，較三個月前大幅下跌 2.04 分，並再

次跌破 70 分的水平。與此同時，now 寬頻電

視以 66.68 分繼續排列第三，而香港寬頻則 

以 65.30 排列第四。最後是亞洲電視，相比 

三個月前，其新聞節目的平均分再跌 1.99 分

至 60.89 分。除了香港寬頻外，其餘電視台的

評分都全部下跌。

各電視台所得評分，或多或少與近期的電

視牌照爭議有關。發牌事件如何繼續影響觀眾

對來季各電視節目的評價，值得關注。

段調查結果概述

	李偉健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研究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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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傳媒記事簿

網民發起「萬千熄機賀台慶」

無綫電視下令「封殺」壹傳媒

就發牌表態，無綫十一月初在《東張西

望》播放「免費電視風雲」特輯，被指內容偏

頗，通訊局首日即收到逾兩萬個電郵投訴，打

破去年九月亞視《ATV 焦點》首日的一萬多宗

紀錄。事件觸怒網民，加上藝人陳百祥「收視

得兩、三點跪返屋企」言論影響，網上因此發

起「萬千熄機賀台慶」，以抗議無綫一台獨大。

結果台慶節目《萬千星輝賀台慶》平均收視僅

得 29 點，較去年下跌 5 點，創下十六年來的

新低；節目最高收視率只有 31 點。但無綫表

示對收視成績感到滿意，並會「按照承諾」捐

出 310 萬元予七間慈善機構。面對網民杯葛，

有報道指廣告商已

抽起廣告；而網民

亦繼續追擊，在下

月《歡樂滿東華》

和《萬千星輝頒獎

禮》繼續發起熄機

行動。

針對台慶被杯葛，無綫其後發出聲明，指

《蘋果日報》及動新聞煽動全港熄電視機、呼

籲網上家庭聚眾到無綫電視示威和路祭等，認

為壹傳媒此舉嚴重濫用新聞自由，恣意攻擊及

醜化無綫，遠超出新聞媒體應有的處理手法。

因此無綫宣佈封殺壹傳媒，禁止旗下刊物的記

者進入電視城採訪。香港記者協會同日發表聲

明，批評 TVB 做法等同干預新聞自由，但亦有

人不滿意記協立場，聲言要「包圍記協」，有幾

名市民向記協發了百多封內容重複的電郵，批

評記協炒作事件。翌日無綫新聞部節目《講清

講楚》錄影，保安員兩度拒絕五名《蘋果日

報》及《壹週刊》記者及攝影記者進入電視城採

訪，節目嘉賓民主黨主席劉慧卿事後只能在電

視城外接受訪問。另外，民政事務總署以公帑

舉辦的社企推廣活動，由無綫製作，同樣阻止

壹傳媒在活動範圍內採訪，壹傳媒表示會去信

政府部門作出投訴。

通訊局摘要與政府唱反調		

收費報紙有盈利有虧蝕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十一月

上旬就發牌風波召開特別會議，獲邀出席的通

訊事務管理局主席何沛謙沒到場，只向委員會

提交五頁摘要，逐點駁斥政府對發牌的說法，

指出與政府決定有四大不同，提出要申請者

「持續經營能力」非首要，設排名是不恰當；

又稱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從未要求通訊局就「循

序漸進」考慮；該局一直堅持發三個牌，認為

符合要求即可批牌的做法最符合公眾利益。其

後何沛謙十一月中出

席電訊盈科收費電視

續牌諮詢公聽會後，

拒絕再回應免費電視

發牌事件，強調通訊

事務管理局以獨立、

客觀及有理據地向當

局就續牌作出建議。

上市的報紙集團陸續公佈下半年業績，壹

傳媒終於擺脫持續兩年半的虧損。收益按年跌

5.5％，至 16.6 億元，但受惠期內減印免費報

章《爽報》以減低成本開支，以及出售台灣電

視業務予練台生，令中期業績錄得純利 1590

萬元。公司表示未來會發展網上產品。而東方

報業九月底止中期溢利為 3356 萬元，較去年

同期減少一半，每股派中期息 1 仙及特別息 2

仙。此外，有自稱使用銀行證券戶口的股民，

指因不滿銀行更換網上交易平台，未能沽出股

票蒙受損失，竟寄出附有白粉末的信件到證監

會、金管局及四間傳媒機構，有關職員收信後

擔心粉末含毒報警，警方封鎖相關單位及派出

身穿防護衣人員到場檢驗，證實只是味精粉。

受影響的傳媒機構包括《經濟日報》、《蘋果日

報》、《南華早報》和《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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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數碼電視頻道明年試播

無綫亞視私分頻譜被罰20萬

香港電台三條高清電視頻道將於明年一月

十三日開始頻道測試，新頻道命名為港台電視

31、32 及 33 台。政府幾年前頒佈的《香港電

台約章》，列明要轉播國家電視節目，港台決

定轉播 CCTV-9，將佔用 33 台。而主台 31 台

將播放全新製作節目，如時事雜誌《視點．

三十一》，也有劇集《總有出頭天》、《IT行者》

等。32 台逢周三直播立法會會議，也會直播重

要記者會。港台今年底將完成興建七個發射

站，數碼地面電視訊號可覆蓋全港約七成半人

口。此外，香港電台申請撥款 60.56 億元於將

軍澳工業區興建新大樓，若獲立法會財務委員

會順利通過撥款，預料可如期於 2018 年入

伙。資訊委員會

原則上支持通過

撥款，但部分議

員質疑造價與先

前差距太大，要

求港台以書面說

明各分項支出。

目前，無綫及亞視共可使用三條數碼頻道

提供數碼地面電視服務。兩台除各自獨享一條

頻道外，亦須平均使用一條「多頻網數碼頻

道」，播放翡翠台、明珠台、本港台及國際

台，毋須向政府支付頻譜使用費。可是，早於

今年三月八日，通訊局發現無綫在該條「多頻

網數碼頻道」的傳輸容量持續較亞視多，有違

平均分享該頻道的規定；同月，無綫明珠台由

「標清格式」轉為「高清格式」廣播，亞視則繼

續以「標清格式」廣播其本港台及國際台。通

訊局其後展開調查，兩台承認私下達成商業協

議，由無綫向亞視租用頻譜，但協議並無得到

通訊局同意。通訊局最終裁定兩台行為屬嚴重

違規，各自罰款初犯最高的 20 萬元。此外，

亞視及無綫電視月底已就 2015 年續牌事宜提

出申請。

商台《晴朗》調走李慧玲由陳總開咪

王維基與《東周刊》就報道互指誹謗

《壹週刊》十一月初獨家報道，商台早晨

的烽煙節目《在晴朗的一天出發》主持人李慧

玲被梁振英在早禱會點名批評，有建制派人士

忠告李慧玲「要小心份工」。月中商台在李慧玲

全不知情和沒被諮詢的情況下，宣佈將她調離

早晨烽煙節目崗位，調回主持傍晚的《左右大

局》。《晴朗》則改由商台行政總裁陳志雲「壓

陣」。陳志雲強調新安排與商台續牌無關，他

接受《明報周刊》專訪時解釋，早於八月底商

台台慶後已有了這個念頭。但有負面消息傳

出，指是政治決定，他表示根本沒有討論過續

牌問題，最後他認為不該為傳聞而不去做一些

應該做的事。而李慧玲在節目中指自己是突然

接到通知，事

前沒有與她商

量，事後也不

能拒絕，否則

會被視為違約

而遭解僱，她

權衡輕重後決

定留守大氣電

波，不輕言辭職。

發牌風波過了一個月，有關王維基的新聞

仍然不斷，星島集團旗下《東周刊》十一月下

旬以封面報道港視主席王維基在上海涉刑事

案。《東周刊》指收到投訴，經多方面採訪，涉

被侵犯女事主「確已在內地循法律途徑追究」，

認為事件並非無根據傳聞，上海公安局的分局

也確認相關報案；王其後發聲明，指「事件乃

政治抹黑」，同日即入稟控告《東周刊》相關報

道誹謗。《東周刊》反駁王維基轉移視線，稱事

件涉婦女權益保障，以及電視牌申請人是否適

合作電視持牌人，反向王發律師信，要求他收

回言論並賠償。

	梁麗娟	
傳媒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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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ING ROLE OF ASIAN MEDIA
Media platforms have undergone massive disruption in recent decades. Nowadays, no media 
platform has remained immune to the technology juggernaut. While print might have been the 
biggest victim of the digital revolution, other media platforms are not in a completely safe 
position. 
CAMPAIGN October 2013

NEW SYSTEMS RESOLVE BRANDING COMPLEXITIES
Channel branding is a constant and key component in every broadcast production workflow. 
Channel branding systems continue to evolve as they go on to facilitate extra complex functions. 
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have been achieved, making today’s system more user-friendly and 
feature-rich.
ASIA-PACIFIC BROADCASTING  November 2013

SET-TOP-BOXES PROMISE TO DELIVER MORE THAN JUST CONTENT
In the beginning, set-top boxes (STBs) served as gateways to subscribers of pay-TV services, 
while providing conditional access of premium content offered by pay-TV operators. Now, the 
possibilities for STBs are endless.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for operators to create a great media 
library interface that allows consumers to manage both paid-for content and personal media 
from home gateway.
ASIA-PACIFIC BROADCASTING  November 2013 

WHISTLEBLOWERS: MORE THREATENED THAN THREATENING
Corporations may adopt whistleblowing rules so that they can manage complaints within their 
frameworks of public relations 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t is when public exposes of 
corporate malpractices or leaks to the media could go against the interest of powerful groups 
that the tolerance of whistleblowing is tested.
MEDIA ASIA  Volume 40, Number 3, 2013 

THAT’S ENTERTAINMENT
Branded content is diversifying, driven by the realization that consumers are willing to interact 
in return for a worthwhile experience. Consumers are no longer passive consumers of funneled 
entertainment, they want to be part of the narrative.
COMPAIGN November 2013

新媒體 新看點：2014央視廣告招標新媒體板塊解析
一年一度的中央電視台廣告招標被視作中國經濟的「風向標」。與往年相比，2014年央視

廣告招標在產品創新度、內容豐富度、資源整合度等方面皆創歷年之最。其中值得注意的

是，央視首次在招標中重點推出67個新媒體廣告產品，全面整合了電視端、PC端、移動端

等多種廣告資源，意欲借力新媒體戰略探索廣告增值空間、鞏固央視地位、提升央視影響

力與品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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