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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是香港政府對過去工作的總結和對

未來一年施政的闡述。本文整理了近廿餘年來

自港英政府最後一任總督彭定康、前任特首董

建華、曾蔭權以及現任特首梁振英的施政報告

文本，對文本中的一些字詞進行分析，研究這

四位來自不同背景、處於不同政治經濟社會情

況的香港政府領導者的施政方針異同。

研究目的和方法

具體而言，我們希望（一）透過分析近年

施政報告使用的功能詞，了解四位港府領導人

的個人表達風格；（二）著眼文本的內容詞以

探究他們在任內對香港社會不同範疇的關注；

及（三）勾劃回歸前至今廿多年來香港的變遷。

用作研究的資料，是 1992 至 2013 年的

21 份施政報告。這些報告可從互聯網及政府

的印刷刊物中取得。施政報告有中、英文兩種

版本，我們用的是英文版、原因是英文版以每

個 英 文 字 為 單 位 ， 分 析 起 來 較 簡 單 ， 例 如

government 一字很清楚，但「政府」是兩個中

文單字，要合組起來才有實際意思，不易由電

腦直接處理。我們將英文名詞的單數和眾數合

併，有時名詞和動詞也會加起來，但不同意思

的相近字就不會合併。

我們著眼分析的字詞有兩大類，一是功能

詞（function words），另一是內容詞（content 

words）。我們想知道哪些內容詞最常出現，

及一些有關鍵意義的內容詞的使用情況。關鍵

內容詞是指它們涉及一些重要的範疇或理念，

可以見施政報告是否對它們有關注。

從功能詞看個人風格

功能詞或虛詞是指那些本身不傳遞意義，

但是在語法構成中起作用的詞語，它們包括副

詞、助動詞、介詞、連接詞、限定詞、人稱代

詞和數目詞。功能詞的使用可視為個人表達風

格甚至做人作風的標記。

四位施政報告發表者在對人稱代詞和助動

詞的使用上，呈現明顯差異。從表一可見，彭

定康使用人稱代詞（I, they, you）的頻度最

高，明顯高於其餘三人。這些差別可能源於英

國人和中國人表達方式上的不同，也可理解為

彭定康更強調自我身分及將自己與民眾有所區

隔。一些人稱代詞（I, me, my）可反映報告作

者對自我價值的肯定和個人意志。多使用 I 的

人表現出其勇於承擔責任的精神，體現自信的

性格，而多使用 we 的人較自謙。彭定康常用

I，體現出了他強硬的態度及對管理香港充滿的

自信。這也可以是一種策略，用以展現他親民

的一面。

三位特首董建華、曾蔭權和梁振英不傾向

突出個人，希望將自己與民眾置於同一群體

內。他們較少用 I，沒有一種強勢領導的感

覺。I 是直接實施權力的一種手段，we 可以拉

近雙方的距離。回歸後的特首較多選擇用 we

來替代 I。而 you 被用到的頻率遠低於 we。

其他功能詞方面，彭定康比較多用 can, 

should, must, first, now。這反映他具有頗強的

主見、志向和時間意識。董建華較少用should

和 must，可以說他不喜歡用強勢的語氣。曾蔭

權很少用 can，其性格特徵不大明顯。梁振英

較多用 can, should 和 must，他和彭定康的語

言風格有點相似，個人主見和決心很強。

彭定康對 wi l l 的使用低於董建華和曾蔭

權，而梁振英對will的使用頻度則最高。與其前

任相比，梁振英似更傾向於向香港市民展望未

來。彭定康和梁振英對 first 的使用高於董建華

從施政報告看不同特首的風格和

表一：不同年代施政報告的一些功能字比較

彭定康 董建華 曾蔭權 梁振英 平均

We 270.4 231.3 197.1 281 245

Will 176.4 203.4 222 340 235.5

I 126.6 64 53.4 76 80

Can 36.8 28 23.4 44 33.1

Not 62.4 23.9 20.6 19 31.5

Should 33.6 17.9 21.3 31 26

Must 31 20.8 13.4 26 22.8

They 43.6 20 17.1 9 22.4

First 24.4 13 16.3 22 18.9

My 22 13.5 14.6 19 17.3

Now 22.4 18.1 10.4 6 14.2

No 17.6 9.4 4.7 9 10.2

Me 17.6 3.8 1.7 2 6.3

You 21.8 1.1 1 0 6

註：數字是每年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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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曾蔭權。九七回

歸是政權的轉移，

對英方來說是新的

局面。回歸初期董

建 華 力 求 有 新 氣

象，但他很少談第

一，到了曾蔭權及

梁 振 英 才 慢 慢 回

升。彭定康用 no 和

not 的頻率較高，幾位特首的使用率就較低。

 施政報告文本不一定出自港督或特首的手

筆，這些用語往往有不同政府部門及寫手的協

助，所以上述的分別不只是源於個人，而是涉

及整個政府團隊。但港督和特首是最高負責

人，也是報告的定稿者和宣讀者，因此文稿在

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其個人風格和志向。

內容詞可見政府關注

從表二可見，港督彭定康和三任特首都關

注下列事物：香港、政府、服務、人民、新、

公眾、社區。自港英時代以來，政府強調以人

為本和服務公眾，提供新設施一直是各屆政府

的努力重點。在彭定康時期施政報告中，「香

港人」被視為主體，社區意識也被強調。這些

理念在九七政權交接後也被特區政府繼承。

政治人物似乎很喜歡用一些字詞：提供、

需要、政策、支持、改進、推廣、提高。他們

努力向市民提供所需，支持各部門系統地做好

政策和工作，提高服務水平，改進和推廣良好

經驗。回歸後三任特首喜歡談計劃和發展，比

彭定康時期更為積極。以上這些正面用語，是

從政者必備的有用詞彙。

 有些政策範疇從來都是香港政府的施政重

點。首先當然是經濟，尤其是在董建華年代。

教育、房屋、財政、工業和醫療健康這方面也

常在施政報告中出現，不過其受重視程度因人

而異。董建華特別關心教育，曾蔭權看重財政

和產業，而梁振英的主打是房屋。

除了上面的最常用字外，有些字詞也值得

我們注意。表三共有 20 個這類關鍵字詞。比

關注

表二：不同年代施政報告的30個最常用內容詞比較

彭定康 董建華 曾蔭權 梁振英 平均

執政年份
(1992-

96)
(1997-
2005)

(2005-
11)

(2013)

每年平均字
數

15,878 13,885 14,482 20,575 16,205

香港Hong 
Kong

127.6
(1)

124.1
(1)

120.3
(1)

186
(1)

139.5

政府
government

70
(3)

65.4
(4)

103.3
(2)

140
(3)

94.7

發展
development

18
(36)

59.4
(5)

91.1
(3)

181
(2)

87.4

年year
88.6
(2)

81.9
(3)

80.4
(4)

98
(5)

87.2

服務service
46
(8)

53.8
(6)

74
(5)

115
(4)

72.2

人民people
36

(12)
48.5
(9)

52.6
(7)

93
(7)

57.5

經濟
economy

40
(10)

86.9
(2)

51.6
(8)

48
(23)

56.6

新new
51
(6)

52.1
(7)

45.9
(9)

76
(10)

56.3

公眾public
32.2
(14)

38.9
(11)

56.1
(6)

97
(6)

56.1

社區
community

52
(5)

46
(10)

42
(11)

47
(25)

46.8

提供provide
36.4
(11)

37.6
(14)

33.3
(18)

61
(15)

42.1

需要need
40.6
(9)

38.6
(12)

29.9
(23)

52
(22)

40.3

政策policy
24.6
(19)

36.4
(15)

33.4
(17)

63
(13)

39.4

支持support
18.4
(35)

27.1
(24)

38
(12)

64
(12)

36.9

教育
education

16
(41)

51.9
(8)

31.6
(21)

48
(24)

36.9

房屋housing
23.8
(22)

16.5
(49)

15.1
(55)

78
(9)

33.4

財政finance
17.6
(38)

29.6
(20)

45.3
(10)

39
(35)

33.0

工業industry
6

(--)
27.8
(22)

35
(14)

59
(16)

32.0

計劃plan
11.2
(51)

17.9
(44)

31.9
(20)

66
(11)

31.8

工作work
23.6
(23)

27.6
(23)

28.4
(26)

44
(28)

30.9

健康health
11

(52)
16.8
(48)

29.6
(25)

61
(14)

29.6

大陸
mainland

0.2
(--)

30.5
(18)

33.9
(16)

53
(20)

29.4

改進improve
23.6
(23)

38.3
(13)

24.9
(33)

30
(52)

29.2

局council
56.6
(4)

17.6
(45)

24.3
(34)

17
(--)

28.9

做make
48
(7)

22
(34)

20
(43)

25
(60)

28.8

系統system
19.4
(33)

31.9
(17)

21.9
(36)

42
(30)

28.8

推廣promote
4.6
(--)

25
(30)

30.3
(22)

50
(22)

27.5

接受take
23.4
(27)

21.4
(35)

23.3
(35)

42
(31)

27.5

社會social
21.4
(30)

19
(41)

35.3
(13)

32
(49)

26.9

提高enhance
2.6
(--)

19.4
(40)

26.3
(30)

58
(17)

26.6

註：數字是每年的平均值，（）內的數字是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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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四位香港領導人所用的字眼，連同表二中出

現過的一些有關政策範疇字詞，就可看到他們

各自的施政方針。彭定康較多談及商業、立

法、法律、改革、福利和貪污。董建華多著眼

經濟、教育、環境、商業和改革，曾蔭權看重

財政、產業、本土、文化和政治，梁振英則多

提房屋和運輸。三任特首都很少在施政報告中

談及自由、民主、人權和價值，而彭定康對前

三項稍有提及。

在彭定康執政期間，「英國」和「英國的」

分別平均出現了數次，回歸後的施政報告中就

完全沒有出現。對中國的稱呼和重視值得留

意：彭定康用的是中國和華人，而三任特首則

用大陸、國內甚至祖國。彭定康在任時中國出

現了多次，遠高於在董建華、曾蔭權和梁振英

的施政報告。而三位特首用大陸一詞的數量，

遠超彭定康。

報告題目反映香港變遷

從施政報告全文的題目（見表四），可以

看到不同領導人的關注和香港社會的變化。港

督彭定康的任期中，施政報告的題目每年均提

到香港。他的用詞比較簡潔，保持香港社會穩

定和制訂若干法規是其工作重點，這些都是為

了九七過渡、英方撤退而鋪路，其他政策範疇

均屬次要。

首任特首董建華於 1997 年上任後，心懷

鴻圖大志，強調以民為本，要把握歷史發展機

遇，特別是在經濟和教育方面多所著力。可惜

他壯志未酬，先後經歴亞洲金融風暴、八萬 

五 建 屋 

失 誤 、

S A R S

及 廿 三

條 立 法

爭 議 ，

最 終 要

黯 然 下

台。

曾蔭權自 2005 年接棒，他在施政報告題

目中多次強調「新」（新方向、新挑戰、新

天），要回歸民生事項、秉承董建華任期末有

關西九文化區的構想，推動本土文化創意產業

發展，並在任期內實現政制改革，但卻忽略了

房屋問題。

接下來的梁振英在 2012 年上任，希望在

香港已有基礎上再次出發，有所作為，尤其是

要解決房價和供應問題。他的第二份報告馬上

出爐，從中應可見到其進一步著力的方向。

表三：不同年代施政報告的20個關鍵內容字比較

彭定康 董建華 曾蔭權 梁振英 平均

環境
environment

13.2
(44)

30
(16)

26.1
(29)

32
(48)

25.3

商業
business

23.4
(25)

21
(26)

20.9
(39)

27
(58)

23.1

國際
international

9
(58)

15.9
(50)

17.3
(48)

29
(53)

17.8

立法
legislation

24.6
(19)

6.4
(--)

22.7
(36)

11
(--)

16.2

法律law 21.8
(29)

16
(52)

11.3
(--)

12
(--)

15.3

華人Chinese 24
(21)

7.5
(--)

6.1
(--)

20
(--)

14.4

本土local 4.6
(--)

  13.3
(59)

16.3
(51)

18
(--)

13.1

運輸
transport

3.8
(--)

5.6
(--)

6.3
(--)

34
(44)

12.4

中國China 30
(15)

12.3
(60)

4
(--)

3
(--)

12.3

文化culture 3.8
(--)

10.5
(--)

14.1
(53)

18
(--)

11.6

政治political 9.8
(55)

8.8
(--)

21
(38)

2
(--)

10.4

價值value 6.2
(--)

9.1
(--)

11.3
(--)

10
(--)

9.2

福利welfare 10
(54)

3.5
(--)

7.7
(--)

15
(--)

9.1

改革reform 0.6
(--)

18.9
(42)

8.6
(--)

4
(--)

8.0

民主
democracy

8.6
(--)

1.3
(--)

6.4
(--)

3
(--)

4.8

自由
freedom

6.8
(--)

2.4
(--)

4.7
(--)

2
(--)

4.0

貪污
corruption

9.2
(57)

1.4
(--)

0.6
(--)

0
(--)

2.8

人權human 
rights

1.2
(--)

0
(--)

0.1
(--)

1
(--)

0.6

英國Britain 4.5
(--)

0
(--)

0
(--)

0
(--)

1.1

英國的
British

8
(--)

0
(--)

0
(--)

0
(--)

2

註：數字是每年的平均值，（）內的數字是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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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由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一個老師及十位研究生共同進行。

	蘇鑰機、王倩倩、王曉琳、尹薇、	
安曉靜、李昊、　舫、邵夢實、	

梁雅嬋、陳藹欣、羅嫣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表四：21份施政報告的題目及字數

年份 港督/特首 題目 英文字數

1992 彭定康
香港的未來：五年

大計展新猷
18,450

1993 彭定康
香港：立基今日開

拓明天
18,643

1994 彭定康
香港：掌握千日跨

越九七
12,367

1995 彭定康 同心協力建香港 18,546

1996 彭定康 過渡中的香港 11,383

1997 董建華 共創香港新紀元 15,488

1998 董建華 羣策羣力  轉危為機 18,739

1999 董建華
培育優秀人才  建設

美好家園
19,703

2000 董建華 以民為本  同心同德 14,528

2001 董建華 鞏固實力  投資未來 13,488

2003 董建華
善用香港優勢  
共同振興經濟

8,178

2004 董建華
把握發展機遇  
推動民本施政

8,982

2005 董建華
合力發展經濟  
共建和諧社會

11,976

2005 曾蔭權 强政勵治  福為民開 13,539

2006 曾蔭權 以民為本  務實進取 13,303

2007 曾蔭權 香港新方向 15,390

2008 曾蔭權 迎接新挑戰 12,867

2009 曾蔭權 羣策創新天 13,123

2010 曾蔭權
民心我心  同舟共濟  

繁榮共享
14,993

2011 曾蔭權 繼往開來 18,158

2013 梁振英 穩中求變  務實為民 20,575

小結

本文透過分析香港政府歷年的施政報告，

勾劃出末代港督及三任特首的一些個人風格特

徵，了解到不同屆別政府的施政重點，及概括

地回顧了香港社會在過去廿多年來的變遷。

彭定康個人色彩鮮明，在任港督時敢作敢

為，專注政權移交事宜，是英國利益的政治代

理人。商人出身的董建華胸懷壯志，但缺乏從

政經驗，未能妥善處理一些危機。公務員背景

的曾蔭權上任後穩住大局，著眼民生和文化建

設，但任期最後階段受施政失誤和醜聞困擾，

民望因而下跌。屬專業人士的梁振英銳意收拾

殘局，但上任之初諸事不順，民望低迷，管治

能力受到質疑。

本文只用詞彙資料來作研究是有局限的。

僅對施政報告的字詞作平均頻度分析，並未有

看每年的具體變化。我們也未結合文本語境對

字詞進行分析，無法排除一詞多義的影響。此

外，中、英文版本的某些字義或會有分歧，接

下來可分析的是一些字詞和範疇在不同語境中

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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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五日，政府宣佈將兩個免

費電視牌照，分別發給電盈 now TV 及有線電

視的附屬子公司（即香港電視娛樂及奇妙電

視），但事前部署非常積極的香港電視卻名落

孫山。很多香港市民對結果都覺得很不可思

議，像是天掉了下來一樣，因為香港人是出了

名的自力更生，不是努力便有回報麼？事件擾

攘了個多月，遊行、集會、絕食、立法會泛民

議員也嘗試運用權力及特權法去調查事件，但

政府總是丟出一堆令人不得要領的答案，更進

一步地加劇社會撕裂。免費電視牌照的事情看

似沒有轉機，但在聖誕節前一星期，香港電視

主席王維基先生突然召開記者會，宣佈收購中

國移動香港分公司兩年前投得的流動電視牌照

及其網絡，作價港幣一億五千萬，這個突如其

來的聖誕禮物，令支持香港電視的員工和市民

紛紛破涕為笑。

王維基先生在記者發佈會上，簡略地介紹

了他們將會以 OTT（Over-The-Top）網絡電視

技術，再加上於中國移動香港收購得來的流動

電視網絡，定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開始廣

播。OTT 某程度上即是網絡電視，不過是在網

絡上廣播，情況跟在 YouTube 看直播，或在

一些如 MyTV 網站上看新聞直播類似。這些

OTT 內容供應商本身不是互聯網供應商，只是

在互聯網上面廣播，互聯網供應商反變成一個

導體而矣。香港電視一直堅持不會將辦免費電

視的祈望降至網絡電視，但今次取得流動電視

牌照後，又有甚麼驚天動地的分別？

未來成功因素

一直以來，香港電視也希望取得免費電視

牌照，好讓他們能與其他的免費電視台不只爭

一日之長短，而是跟他們分享免費電視的龐大

廣告收益，當然也有機會將這個「餅」進一步

造大。至於 OTT 互聯網電視廣播，其實在外國

也有成功的例子，例如英國 BSkyB 旗下的

NowTV，美國的 Netflix、Hulu 及 WhereverTV

等，觀眾可以透過電腦、智能手機、平板電

腦、甚至乎 Wii、Xbox 及 PlayStation 觀看節

目。但在香港，可能因為慣性收視已經維持了

一段頗長的時間，加上香港人口對比起美國及

歐洲仍然很渺小，要一時三刻改變主流觀眾收

看電視的習慣，殊不容易，所以 OTT 能否成為

巨人殺手仍是未知之數。不過這一輩的年青

人，目光已經不再停留在電視機上，而會在電

腦、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上觀看電視劇及電

影，已是不爭的事實，當這些年青人慢慢成為

主要的消費群時，就是網絡電視真正在香港發

光發熱的日子。

至於整個流動電視的交易，以筆者的看

法，作價是便宜得很，一來香港電視這一刻能

真正擁有一個能廣播新聞、電視劇、綜合節目

的媒體，便會成為香港第三個擁有大氣電波的

免費電視台；二來由中移動手上購得此網絡，

證明了王先生早前一直在說，這次免費電視發

牌事件不涉及任何政治原因，極其量只是「一

男子」因素，現在似乎有人在某處發功，希望

撥亂反正，減低社會怨氣。至於現在中移動與

香港電視的交易是一個純粹商業的決定，還是

中央在更高層次介入香港事務，就留待看官自

行判斷。

技術制式與廣播質素

中國移動在香港使用的制式，也是在中國

大陸所採用的流動電視制式 CMMB（China 

Mobile Multimedia Broadcasting），標準解像

度為 QVGA（320x240），跟 VCD 光碟的解像

度大致相同，筆者看過在一些四至五吋的小型

電視上播放，效果不俗，但現在中移動香港所

擁有的流動電視頻譜，頻寬只有 8MHz，就算

香港電視說會由中移動香港的 UTV 現在播的

十條頻道，縮減至只有五條頻道，也未必足夠

可以開放像現時數碼電視的標清甚至高清頻

當香港電視遇上流動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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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除非香港電視要改用其他外國的流動電視

制式，例如韓國的DMB或歐洲的 DVB-T2 Lite

等，而通訊事務管理局（OFCA）一向在頻譜制

式上是技術中立（例如香港早前的數碼地面電

視廣播原本採用 DVB-T 制式測試，但最後卻

採用了大陸當時新開發、剛好趕及在北京奧運

前推出的 DMB-T/H 制式），所以問題應該不

大。但這樣一來香港電視除了要加大在硬件上

的投資外，也未必能趕在七月一日前啟播；一

旦啟播了，要再改變廣播制式實是難上加難，

這一點香港電視應該非常清楚。

筆者早前跟一間傳媒在港九新界多個地

區，對現有的數碼電視制式（即DMB-T/H）、

流動電視制式（CMMB）及數碼電台（DAB+）

進行測試，結果發現 DMB-T/H 雖然在家中可

以接收到高清廣播，但有很多地區因訊號不夠

強而影響廣播質素，而因為是數碼廣播的原

故，所以訊號弱時不是聲畫不清晰，而是變成

了沒有畫面，而地面廣播制式因為是預計在定

點使用，在行走時更是空有一身好功夫，卻無

用武之地。相反流動電視雖然解像度相對低，

但在路上走動時因為設計上已經預計用家會在

移動時使用，所以畫面是出奇地清晰，覆蓋範

圍也很廣，有些區域更比數碼電台覆蓋更全

面，真的是始料不及。說穿了，因為流動電視

的廣播其實有賴數碼電視的廣播系統，而中國

移動香港一早已經跟無綫和亞視簽訂了共用山

頂的發射設施協議，這些協議也當然一併賣給

了 香 港 電 視 ， 日 後 大 家 有 機 會 在 各 區 看 看

UTV，或之後香港電視的流動電視廣播質素，

便會明白筆者所言非虛。

姣婆遇上脂粉客

其實流動電視在香港才剛起步，勝負難

定，但中國移動香港除了自家弄了一條 U One

的 頻 道

外 ， 其 他

的 頻 道 如

國 家 地 理

頻 道 、

C a r t o o n 

Network、

無綫的互動新聞台等，也是購自其他公司，這

些頻道雖然有質素保證卻很昂貴，證明他們應

該沒有花太多心機去思考及製作本地節目，這

是一般通訊及科技公司的通病。相反香港電視

卻在未有獲得免費電視牌照時，便大量開拍劇

集及紀錄片，到了免費電視的牌照落空了，便

如熱煱上的螞蟻，不知如何自處，員工及老闆

也急得瘋了，所以今次香港電視購得中移動香

港 的 流 動 電 視 網 絡 及 牌 照 公 司 ， 筆 者 稱 之 

為「姣婆遇上脂粉客」，一拍即合，其實也不 

為過。

另一個環境因素有利香港電視在此時推出

流動電視的，其實就是他的死敵：流動數據。

在無限數據上網的年代，大家不論看動新聞、

MyTV，也不吝嗇使用 3G 或 4G 數據，但當

3G 網絡越跑越慢，4G 網絡也日益繁忙時，電

訊供應商「無可奈何」地取消了大部分無限上

網計劃，順理成章，大家用流動數據時會變得

非常審慎，也造就了免費流動電視的崛起。舉

例在屯門、天水圍居住，但在市區上班的朋

友，以往在長程車上不是倒頭大睡，便是看電

視新聞或動新聞消磨時間，當然每次這樣看，

5GB 有限數據上網應該用不到一星期，有了流

動電視大家便多了一個免費的選擇了。

政府沒有發免費電視牌照給香港電視，現

在往回看，馬後炮地說反而幫了香港電視，看

看在 YouTube 上的《警界線》第一集有過百萬

的收視率，便知政府在不知不覺間，曲線令香

港電視提升人氣。但整盤生意，觀眾才是老

闆，好的內容才是黃道，"Content is King" 應

該是王維基及香港電視上上下下的員工，現在

要謹記於心的座右銘，要在這場傳媒大戰中勝

出，別無他法。

（*註：截稿前，中移動母公司公佈，要調查

中移動香港與香港電視的交易，而無綫亦宣佈

取消向中國移動出租六個用以提供流動電視服

務的發射站，會否為王維基踏上免費電視征途

再一次添上變數？）

	方保僑	
香港互動市務商會會長 /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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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全球網絡社會發生大地震。英國

《衛報》及美國《華盛頓郵報》於年中公開披

露 美 國 多 個 情 報 部 門 包 括 美 國 國 土 安 全 局

（NSA）、中央情報局（CIA）、聯邦調查局

（FBI）等多年來在全球廣泛地秘密進行代號稱

為「稜鏡行動」的大規模「竊聽」工作。這些特

工機構在網民毫不知情之下不斷收集他們在網

上的資訊，報告亦指出「谷歌」、「雅虎」、「臉

書」等互聯網巨擎於過往六年自願「大開中

門」與美國政府全面配合，提供所需的客戶資

料。「稜鏡行動」令人提心吊膽，一直以來以

維護網絡安全、言論自由，並以「國際警察」

自居的美國政府，一夜之間被傳媒揭發竟然是

知法犯法的「網絡大盜」。全球網民怨聲載

道，感覺多年來一直被蒙在鼓裡，在全不知情

的情況之下被美國政府長期剝削網絡自由。

事件的主角前中央情報局僱員（「洩密

者」）斯諾登（Edward Snowden）逃離美國後

陸續「爆料」，越爆越激烈，牽連甚廣，原來

多個國家的官、產、學機構都成為美國的「竊

聽」目標。由於斯諾登首站在香港落腳，香港

頓時成為世界新聞的焦點。在斯諾登提供《衛

報》的機密文件中，仔細地描述「稜鏡行動」

的安排。計劃始於 2007 年，「微軟」是第一家

参與行動的公司，之後多間美國國際互聯網巨

擎陸續加入，直到今天參與之公司已有九家之

多。值得注意的是 Skype 提供的情報在 2012

年增長了 248%，而「臉書」和「谷歌」分別為

131% 及 63%。

「稜鏡行動」全球「竊聽」

據斯諾登所提供的情報，美國國家安全局

現時在全世界共有 61,000 個行動點，而單在

2013 年三月已從互聯網上收集了 970 億條數

據之多。無獨有偶，參與「稜鏡行動」之互聯

網企業的商務模式都同樣建基於利用廉價甚至

乎免費的通訊服務去凝聚客戶，從而組織起龐

大的營銷網絡，然後進行網上推銷。由於價格

廉宜，服務在全球吸引了不少用戶尤其是年青

人及學生的青睞，例如「臉書」用戶已多達 15

億，又例如「谷歌」電郵戶囗人數已高達 5

億。「稜鏡門」事件「踢爆」了這些已深入民心

的公司與美國政府之間「官商勾結」，嚴重侵

犯客戶私隱權，出賣了網民。相信網民日後在

選擇網絡服務時定必會三思而後行，不會只顧

貪圖小便宜，而罔顧網絡安全的風險。

斯諾登指出除了網絡服務供應商提供的既

存資料（stored information）之外，即時通訊

（live communication）設施亦是美國政府進行

深度情報收集及分析的目標。針對這兩種不同

渠道，情報局所採用的資訊獲取手段並不一

樣。前者採用間接式，網絡間諜透過中介資訊

服務商獲取資料，而後者是直接式，間諜直接

從通訊管道中「竊聽」。然而，兩者殊途同歸，

網民的資料都會在不知情下被盜用。因此，事

件亦解釋了為甚麼 2012 年十月美國衆議院無

理地嚴厲指摘中國通訊公司「華為」及「中

興」，批評它們的產品危害國土安全，並呼籲

市民停止使用。以「稜鏡行動」為鑑，美國政府

顯然是「賊喊捉賊」，原來抵制中國通訊產品的

箇中原因是為了避免中國政府「以其人之道，

還自其人之身」，暗中盜取美國國民的資料。

美傳媒助掩飾惡行

事件發生後美國政府一直不斷地轉移普羅

大眾的視線，引導傳媒把焦點集中在斯諾登出

賣國家機密，甚至是叛國的罪行上，並要求臨

時收容他的政府（包括香港及莫斯科）馬上把

他遣返美國受審。美方更強調斯諾登早被中國

收買，指摘他是中方間諜。但若然美國政府並

無犯錯，又怎會有人「爆料」呢？網民的反應

又怎會如此激動呢？

事實上美國政府被揭發盜取個入資訊已不

止一次，不久之前，情報部門已被發現透過電

訊商長期進行公眾竊聽。美國政府為事件辯

護，解釋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及反恐，該些行

為是在所難免的，而目標只是針對外國人士。

這解釋顯然又一次反映出美國政府的雙重標

準，言下之意人權在美國本土只適用於美國公

民，並非他們一直向世界宣傳的普世價值，應

該不論種族一視同仁。難道外國人的私隱權比

不上美國人，而不值得被尊重嗎？美國政府一

直鍥而不捨在網絡安全問題上公開批評其他國

家（包括中國、伊朗等國家在內），直指他們

「稜鏡行動」禍及全球　美國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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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網絡侵略者、網上間諜。諷刺的是美國其身

不正，又怎有資格去投訴他人呢？

根據香港政府所建議的《個人資料（私

隱）條例六項保障個人資料原則》，基本上任

何個人資料在未經當事人允許而被使用（包括

獲取、轉讓、刪改、處理等）是侵權行為。因

此，事件中美國政府與提供客戶資料的通訊及

互聯網巨擎狼狽為奸，這難免構成無形的網絡

白色恐怖，嚴重影響互聯網的健康發展。他們

必須互相承擔錯誤，共同努力維持網絡安全。 

事實上，中國與美國雙方在保障網絡私隱

方面各自犯錯，實在不應「五十步笑百步」，

互相指摘。不過，「稜鏡行動」事件反映出美

國傳媒文化比中方的較文明。事件中，《華盛

頓郵報》不畏強權，狠狠「踢爆」政府之不

當，明顯體現傳媒「第四權」監察政府的功

能。相反地中國報章往往只是中央政府的喉

舌，充當宣傳平台的功能而已。理論上任何缺

乏第三者監察的管理層難會有進步，政府當然

也不應例外。

裁決欠獨立損司法精神

過年前，美國紐約聯邦地區法院裁定 NSA

進行電話竊聽屬合法行為，然而這決定卻與較

早前華盛頓地區聯邦法院的裁決剛好相反。筆

者認為這倆截然不同的結論並非偶然，紐約是

911 襲擊的重災區，在曾經被蛇咬痛過的陰影

之下，他們支持反恐的決定當然不足為奇。 

紐約聯邦法官指出 NSA 有關行為可有效

偵察及預防恐怖份子的襲擊，並認為只有進行

大規模電子媒介監聽行動，國家反恐計劃才能

成功。他更重新強調若然政府十二年前能加強

竊聽工作，911 慘劇便可以避免，挽回三千人

的性命。儘管這樣做會牽涉到政府大量獲取普

羅大眾市民的通訊記錄，而大部份資料是用不

著的，但法官認為由於 NSA 事前無法簡單地

辨別誰是恐怖份子，因此這舉措確實是迫不得

已。在考慮到國家安全的大前題，社會應該盡

量去承擔竊聽所引發的反後果。

斯諾登早前在俄羅斯接受《華盛頓郵報》

訪問，指出美國情報局在「稜鏡行動」中權力

過大，沒有適當監管。若然國際社會坐視不

理，竊聽情況定必每況愈下，令全球各國受

損。這信息發布後不到兩天，紐約聯邦法官便

站出來為美國政府辯護。看來紐約聯邦法院的

判決是衝著斯諾登而來，並非巧合。如此這

般，美國施法制度的獨立性似乎已名存實亡，

任由聯邦政府在背後操控。

斯諾登所言非虛，德國《明鏡》周刊披露

美國一直以來以反恐為借口無所不用其極，不

惜利用各種方法進行全球竊聽，除了透過電話

及其他通訊媒介盜竊以外，又大規模在美國資

訊及通訊科技公司的設備，例如電腦、記憶

體、路由器等裝置偷聽器，把各國目標人物

（如政要）的資料適時傳送到國家情報局。恐

怕今次美國「水洗難清」，如果華府希望借今

次紐約的裁決去掩飾自己的錯失，這想法似乎

「有點天真」（a little bit naive）。

換個角度，從法律通識而論，眾所周知

「正義女神」為法律基礎的公正道德的象徵，

她蒙著眼代表司法者應無視被告的背景（如權

力、地位等），因此今次紐約聯邦法官考慮到

美國政府（被告）反恐的需求，作出此判決違

背了「正義女神」的精神。法官也在判詞中指

出若然國家沒有利用竊聽進行反恐，便會導致

美國社會陷入恐慌。但司法絕對不應以後果主

導，反之應該嚴格地按本子（已制定的法律條

款）辦事，不然的話便破壞司法的獨立性。

結論

總而言之，雖然維護國土安全理直氣壯，

但問題是美國政府「只准州官放火，而不准百

姓點燈」。筆者希望全球 36 億網民不要上美國

傳媒及聯邦法院當，堅持要美國政府公開道歉

及交待「稜鏡行動」的所作所為。 

最後，「稜鏡門」事件不禁令筆者聯想起

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諷刺

極權主意社會的名著《1984》。試想想，我們

願意被「大阿哥」（Big Brother）每天都監察著

嗎？！

以狡辯

	黃錦輝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

香港資訊科技聯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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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以下簡稱 FTC）對 COPPA 提出修

訂意見，經過兩年諮詢討論，2013 年七月一

日，新修訂的 COPPA 正式生效。

COPPA內容及實施情況

《兒童在線隱私保護法》要求網絡服務商

在收集、使用或披露用戶信息而用戶包括 13

歲以下兒童時，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一） 制定清晰的隱私政策，解釋收集兒童信

息的行為，包括明確提示正在收集有 

關兒童的信息，並說明將如何使用這些 

信息。

（二） 賦予兒童父母決定權，收集兒童信息

時，需要採取必要措施，徵求家長同意，

家長的身份需要得到驗證。同時，提供

合理途徑，令父母可以檢查網站上收集

的關於他們孩子的信息；提供方法，令

父母能夠刪除孩子信息；另外，允許父

母可要求網站不再收集孩子信息。

自從 COPPA 實施以來，對那些未能遵守

COPPA 的網站或網絡運營商，FTC 採取罰款

等措施進行處理。從 FTC 官方網站可以查到

廿二個因違反 COPPA 而遭到處罰的案例。本

文介紹其中六個典型案例：

1. 2000 年七月 FTC 對 Toysmart 網站提起訴

訟，阻止其出售消費者數據庫。這是第一個

FTC 對違反 COPPA 提起訴訟的案例。FTC

稱 Toysmart 網站在隱私政策中聲明，從消

費者那裡收集的信息不會與第三方共享，但

當它陷入經濟困境，試圖出售所有財產，包

括詳細的消費者數據庫，該數據庫包含了兒

童的姓名和生日。最終，Toysmart 承諾不

會將消費者數據庫作為獨立財產出售，並刪

除或銷毀在違反 COPPA 條件下收集的所有 

信息。

2. Girl's Life 是針對 9 至14歲女孩的網站。FTC

稱，Girl's Life 從孩子那裡收集個人信息，包

括姓名和家庭住址、電子郵件和電話號碼，

沒有在網站張貼符合 COPPA 的隱私政策，

互聯網的發展，一方面令信息流通變得更加

自由便捷，另一方面，也帶來諸多問題，其中

最引人關注是互聯網上的隱私問題。網絡運營

商利用各種技術手段收集用戶信息，在很多情

況下，用戶對自己的個人信息被搜集、存儲和

轉賣毫不知情。

美國的隱私立法已有百年歷史，2001 年

9.11 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布殊總統於當年十

月簽署通過《美國愛國者法案》（Uniting and 

S t r e n g t h e n i n g  Ame r i c a  b y  P r o v i d i n g 

Appropriate Tools Required to Intercept and 

Obstruct Terrorism Act of 2001，簡稱 USA 

Patriot Act），該法案賦予政府更廣泛地實施

監視竊聽的權力，其中包括追蹤互聯網傳播的

更大權力。該法案通過後引發爭議不斷，爭議

之一是國家借反恐之名侵犯個人隱私。發生在

2013 年的斯諾登事件，令互聯網用戶更加關

注個人信息安全問題。

相對於成年人在網絡上的個人信息來說，

美國社會普遍認為，兒童的在線隱私保護應列

為優先地位。相當一部分網站搜集用戶個人信

息，而兒童缺乏隱私保護意識，網站通過各種

方式誘導兒童填寫個人信息，包括姓名、住

址、生日等，甚至還包括父母的信息。因此，

美國國會在 1998 年十月通過了《兒童在線隱

私保護法》（Ch i l d r e n ' s  On l i n e  P r i v a c y 

Protection Act of 1998，簡稱 COPPA）。

2000 年四月該法正式生效。根據這一聯邦法

律，在美國司法管轄範圍內的網絡運營商，必

須制定相應的隱私政策，在向 13 歲以下兒童

搜集個人信息時，必須徵得兒童父母同意，同

時，必須保護兒童在線隱私和安全。2011 年

九月，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美國兒童在線隱私保護立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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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在收集兒童個人信息之前徵詢其父母

同意的程序。Girl's Life 被罰款 3 萬美元。

3. Hershey Foods 從兒童那裡收集個人信息，

包括姓名、年齡、家庭住址、電子郵件，但

沒有採取任何步驟確保父母或監護人填寫同

意書。FTC 對其罰款 8.5 萬美元，並要求刪

除違反 COPPA 所收集的所有信息。

4. RockYou 遊戲網站沒有說明其對兒童個人信

息的收集、使用和披露政策；沒有獲得可證

實的父母同意；沒有對個人信息進行加密保

護導致洩露。FTC 對其罰款 25 萬美元，並

要求其刪除從 13 歲以下兒童那裡收集的信

息，同時實施數據安全保護，在二十年內每

隔一年，接受獨立第三方的安全審查。

5. Playdom 運營的二十個 virtual world 網站

非法收集、披露大量 13 歲以下兒童的個

人信息，沒有事先獲得兒童父母同意，違 

反 COPPA，FTC 對其罰款 300 萬美元，這 

是目前因違反 COPPA 所受到的最大數額的 

罰款。

6. 移動應用程序開發者 Justin Maples 在沒有

事先取得兒童父母同意的情況下，非法收集

和披露數萬名 13 歲以下兒童的個人信息。

FTC 對其罰款 5 萬美元。這是第一個涉及移

動應用（APP）的 COPPA 案例。

保護法修訂及引發的爭議

2013 年七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對 COPPA

的修訂，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特點：

- 覆蓋範圍更廣：修改運營商定義，擴大其覆

蓋的範圍。收集兒童信息的網絡插件和在線

廣告商，以及明知從孩子那裡收集個人信息

的第三方，都需要遵守 COPPA。

- 擴大個人信息範圍：除姓名、家庭住址、電

郵、電話、社會保險號碼等個人信息外，地

理位置、照片、視頻、音頻、在線聯繫信息

等等，也被納入個人信息範圍；在某些情況

下，IP 地址、設備序列號、cookies 等信息

也在新規則的保護範圍之內。

- 改進徵詢父母意見和方式。在修訂之前，

COPPA 規定運營商驗證父母身份可採取以

下幾種方式：1）郵寄或傳真父母簽名同意

書；2）接受和驗證信用卡號碼；3）採用免

費電話確認；4）有數字簽名的電子郵件；

5）通過上述驗證方法獲得的有PIN或密碼的

電子郵件。在新修訂的規則中，企業可以通

過更多的方式獲得父母的同意。如電子掃描

的簽名同意書、視頻、身份證明等。

- 加強保護力度：要求網站和網絡服務商對搜

集的兒童個人信息維持保密、安全和完整，

只向有能力保證信息安全的組織發佈兒童的

個人信息，且需要採取合理程序。對於所搜

集的兒童在線信息，只應用於達成最初搜集

的目的，用後應予以刪除，防止未經授權的

訪問和使用。

COPPA 的上述修訂，引起不少爭議。

2012 年，在 FTC 就 COPPA 修訂徵求意見期

間，Facebook 向 FTC 提交文件表示，COPPA

的修訂提案與憲法第一修正案相悖，會侵犯兒

童的言論自由權利。Google 表示，新規則關於

「個人信息」的定義範圍過於廣泛，將限制運

營商維持和開發兒童產品的能力。

有許多評論贊成新修訂法案，認為 13 歲

以下兒童還不具備完全能力，以識別和理解網

站收集信息的真實意圖及網站的隱私政策，新

規則對保護兒童在線隱私非常必要。FTC 稱新

修 訂 的 法 案 符 合 初 衷 ， 即 減 少 從 兒 童 那 裡 

收集個人信息，為兒童創造一個更安全的上 

網 環 境 。 F T C 主 席 喬 恩 · 萊 博 維 茨（ J o n 

Leibowitz）說：「在不斷變化的科技背景下，

COPPA修訂，旨在保護創新，為兒童提供豐富

有趣的內容，同時確保家長瞭解並參與孩子的

在線活動。」

美國民權同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法律顧問 Gabriel Rottman 認為網站要

適應 COPPA，要麼改變網站內容，要麼把 13

歲以下的兒童排除在網站用戶之外。聖塔克拉

拉大學法學院（Santa Clara Law School）教授

Eric Goldman 認為，網站或服務商從孩子那裡

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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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利很少，但為保護兒童在線隱私，卻要花費

不少，他建議網站經營者直接把 13 歲以下的

兒童排除在外。Facebook 創辦人紮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對修訂法案表示反對，他

認為，教育越早開始越好。修訂法案將令兒童

接觸和使用互聯網受到很大限制，不能充分 

利用互聯網，似乎不符合當前信息社會發展的 

需要。

美國互聯網公司保護兒童的隱私
政策

在 Google 的隱私政策中，Google 明確告

知，對用戶信息的使用方式，以及用戶可採取

何種方式來保護自己的隱私。1 在 COPPA 實施

後，Google 不再為 13 歲以下的兒童創建個人

賬號。若新用戶在註冊 Google 賬號時填寫的

年齡在 13 歲以下，Google 會告知不能成功註

冊的理由，並向其提供 COPPA 的鏈接網址。

若兒童以虛假年齡註冊成功，而運營商後來經

過某種方式獲悉該用戶在 13 歲以下， Google

可能停止該帳戶。Goog l e 旗下的視頻網站

YouTube 實行與 Google 一致的政策，不允許

13 歲以下的兒童創建個人帳號。如果 Google

已有用戶註冊 YouTube 時將年齡填為 13 歲以

下，則 Google 會停止該用戶的 Gmail 等服務，

直至用戶通過身份驗證為13歲以上。

Twitter 的隱私政策中有一條專門針對兒

童的政策，明確聲明其服務對象不包括 13 歲

以下的兒童。如果父母發現孩子未經同意向

Twit te r 提供個人信息，可以通過郵件聯繫

Twitter。Twitter 不會故意從 13 歲以下的兒童

那裡收集個人信息。如果發現 13 歲以下的兒

童向 Twitter 提供個人信息，Twitter 將採取措

施刪除這些信息，並且終止孩子的帳號。2 同

時，Twitter 創建了 Safe tips for parent 頁面，

為家長和青少年提供更多建議。

Facebook 也不對 13 歲以下兒童開放。在

註冊頁面，要求用戶提供出生年月，並告知用

戶 此 舉 是 為 確 保 得 到 適 合 註 冊 者 年 齡 的

Facebook 體驗。若用戶年齡未滿 13 歲，會被

告知 Facebook 不能處理他們的登記申請。在

數據使用政策方面，Facebook 提供了「未成年

人及其安全」的鏈接，稱為保護未成年人，可

能會採取特殊保障措施（如對成年人與未成年

人的分享和聯繫設限），這可能使未成年人使

用 Facebook 受到限制。3

從美國國會就兒童在線隱私保護的立法，

及美國貿易委員會對違反法律的制裁來看，美

國政府和社會，對互聯網時代如何保障兒童健

康成長，體現出細緻入微的關懷，對互聯網商

加以約束，加重網絡商保護兒童的責任，要求

網絡商須在保護兒童利益方面放棄一部分商業

利益，充分運用父母對子女的親情保護，賦予

父母監管兒童使用網絡的權力，多管齊下，保

障兒童權利。這些做法，值得借鑒。

	趙蓮	
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白淨	
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1 Google的隱私政策(2013年6月24日) http://www.google.cn/intl/en/policies/privacy/

2 Twitter的隱私政策(2013年10月21日) https://twitter.com/privacy
3 Facebook的數據使用政策（2013年11月15日）https://www.facebook.com/about/privacy/min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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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報章報道了「買Like」事件。之所以

有這現象出現，因 Facebook 的“Like”是值錢

的—公司有愈多“Like”，在 Facebook 上就愈

易觸及客戶、客戶的範圍也愈廣。這令我們反

思兩件事：首先，在 Facebook被廣泛使用的

香港，我們所接收的資訊，甚至是對現實的認

知，一定程度上是受 Facebook 內部的篩選、

排序、發放機制所控制的。另外，一個媒體的

內部生態，或多或少是受該媒體背後的金權世

界的運作邏輯和模式影響。

在本 書 中 ， 作 者 表 示 ， 直 至 2 0 1 2 年

Facebook 已有 9 億 5 千多萬名「市民」，繼中

國和印度之後，成為世界上第 3 大「國家」。

而自由、不受操控，如個人發言、個人身分

管理、自主跟其他用戶的關係等，被號稱為

這國度的最大特色。的而且確，香港早陣子

發生了某幾名 Facebook 用戶戶口突然被封

鎖事件，令全城變成驚弓之鳥— 我們彷彿

已把 Facebook 的自由視為理所當然；覺得

Facebook 不應有審查（censorship）。

但近期的「期諾登事件」，刺激我們再思考

這個所謂「特色」— 真的沒有審查這回事嗎？

還是它只是以一種我們不為意的方式在進行？

曾在美國國國防分析研究院工作的此書作者

Newton Lee，結集多位網絡評論員的評論，亦

列出大量數據和具體例子，不斷詰問並要捏碎

這個自由國度的「神話」。

傳播書刊介紹

他引述某個 blog 的留言者指，“If you’re 

not paying for something, you’re not the 

customer; you’re the product being sold.”

但比大眾傳播媒體的免費電視更甚的是，我們

在社交媒體所付上的，不單止是時間和關注

力；作者指，「我們更是在以個人的私隱交換

社交的連繫」。當中的因果連繫很簡單：因我

們希望有更廣、更深、更準確的社交關係，

於是我們提供我們最「貼身」或真實的個人喜

好、人脈網絡、處身位置、即時行動資料予

Facebook；而社交媒體把這些數據賣給商戶，

以獲得資金繼續營運。這些數據是值錢的，因

為它們有助商戶更準確地接觸到它們的潛在或

目標客戶。

如是，我們在跟別人於網上社交時，其實

在犧牲着某些私人資料。對私穩（privacy）的

探討，無疑是作者在全書落墨最多的地方，但

他的關注，不止於「私穩被侵犯」那麼簡單— 

當人們興高采烈地邁向 Web 3.0、認為人工智

能的前景一片光明時，我們或許看不見，個

人資料被掌握的深層惡果，正是因為我們希

望生活多方面變得人工智能化，我們自會提供

我們的個人資料；但當很多東西做到度身訂造

（tailor-made）時，我們的生活，包括可看得

見的世界、視野眼界、可選擇的範圍、可作另

類想像的空間，或許因而被規範、限制、操控。

書名：《Facebook	Nation	:		

	 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

作者：Newton Lee

出版社：Springer

出版日期：2013年

	何兆斌
突破機構《Breakazine!》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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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發展迅速，除了傳統的銷售渠道外，

越來越多企業和機構正發展網上業務，促進商

機。然而，對企業來說，建立一個優秀網站只

是基本條件和首要任務而已，我們應如何透過

一個優秀網站提升企業的品牌形象？另一方

面，ICANN（互聯網域名及規約編號編配組

織）即將開放超過 1,000 個新通用頂級域名

（new gTLD），為互聯網帶來巨大變化。對公

司來說，我們應如何擁抱這個重大變化，視 

new gTLD 的來臨為企業建立品牌的良機？

建立優秀網站的法則

網站是反映公司在網上是否存在的最重要

因素。經營一個網站殊不簡單。在策略上，若

只是建立一個網站並不足夠。不少公司在網上

均能積極建立身份，提升企業品牌形象；並運

用多樣化的網上資源及數碼媒體去接觸目標客

群。下列數項是有效建立網站的法則。

— 為你的網站揀選一個優秀域名: 對企業品牌

來說，一個優秀的域名是十分重要。它必須是

與你公司或業務相關連，而好的域名應該是簡

短、易記、及容易領會，同時亦可協助網站取

得網上搜尋排名榜的首幾個位置，令網站流量

節節上升。

— 結合社交媒體：現今，網上社交媒體在企

業品牌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我們再不只講求網

站設計是否美觀，而是須重視與用戶的互動溝

通，最重要是要建立長久穩定的關係，並善用

多種社交媒體進行宣傳推廣事宜。此外，要充

分掌管網上品牌效應，我們亦須增添富討論性

的議題，使客戶積極參與、並經常發放迎合用

戶的信息，更新內容及迅速回覆網上提問；同

時亦要管理好不同渠道的資訊和訊息內容之間

的連貫及一致性。再者，企業亦應將社交媒體

結合於網站上，加強業務宣傳效果。本地許多

公司經已成功地透過 Facebook 及微博等社交

媒體，加強客戶溝通和關係。

— 積極與用戶互動：可在網站上加入網誌、

Twitter 訊息、文章、錄影片段、資料圖像或

問答等內容，令客戶與你達至近乎即時的交

流，亦促使品牌與用戶間更緊密連繫。此外，

優秀的網站亦需將內容提供予所有人瀏覽，同

時亦可加入一些設計巧妙及具創意的遊戲，令

用戶在這網站上流連忘返。

— 及時更新內容，方便用戶瀏覽：沒有人會

有興趣閱讀已過時的資訊或略加修改的老作

品。網站必須及時更新、內容相關、文意清

晰；網頁設計易用，採用較人性化的設計及顧

及用戶的瀏覽習慣。一個經常更新的網站不但

吸引用戶經常瀏覽，亦可把企業形象推廣至世

界各地。然而，當網站正式投入運作後，我們

要面對的其中一個挑戰是如何時刻保持團隊對

工作的熱誠。網站運作是一個長期承諾，因 

此我們須定立明確的目標，並制定策略及附 

諸實行。若設立網站的計劃及安排未經過深 

思熟慮，其品牌形象甚至整體業務可能因此而 

受損。

—  善 用 流 動 網 絡 ： 國 際 研 究 暨 顧 問 機 構

Gartner，公佈 2014 年企業的策略趨勢，多元

化流動裝置居首。各企業應積極在流動網絡投

放更多資源，善用流動平台進行活動或產品推

廣；並開發一些無論在桌面電腦、板腦、各款

智能電話，甚至連智能手錶都能使用的網頁介

面及程式，讓企業在任何時候都能接觸目標客

群，促進推廣和資訊交流。

新通用頂級域名（new	gTLD）

目前為止，全球只有約二百六十個以二個

字母組成的國家頂級域名（ccTLDs），如 .hk

代表香港，.jp 代表日本等；及少數的通用頂級

域名（gTLDs），如 .com, .org, .biz, .info。沒有

公司可以有自已的頂層域名（TLD），公司只可

將自已的名稱登記於 ccTLDs 或 gTLDs 下；然

而，這現象很快便有所改變。專責管理全球頂

級域名，屬全球非牟利組織的 ICANN（互聯網

域名及規約編號編配組織）自2011年起一直致

力推廣新通用頂級域名（new gTLD），其目的

是要提升競爭力、提供客戶更多選擇；同時亦

藉此希望為互聯網用戶帶來更大脾益，如提供

非英語的新頂級域名。

於 2012 年初，ICANN 經已接獲共 1,409

個新通用頂級域名的申請（new gTLDs），當

網上企業品牌的最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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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些為大家常用的域名，如︰「.shop」、

「.music」、「.food」、「.car」、「.book」等；

其餘 84 個指定為「社群為本」的新頂級域名，

例如「.arab」為使用阿拉伯語的社群而設。在

全部申請中，有 66 個指定為地區名稱，例如

「.swiss」為瑞士社群而設，而「.london」即代

表英國的倫敦。

值得一提，在眾多新通用頂級域名申請

中，有 643 個申請來自商標、牌子等新的頂級

域名。對企業來說，不管正設立一個新品牌或

強化現有的網上品牌，這些新通用頂級域名都

具吸引力，亦可加強網上業務。據域名策略顧

問 FairWinds Partners 研究美國互聯網用戶對

gTLD 認知的報告指出，七成受訪者對顯示品

牌的新通用頂級域名（new gTLD）具有信心

（相比起只有五成一的受訪者會信賴一般的通

用域名 TLD）。另外，六成的受訪者表示會較

信賴以 new gTLD 開啟的的電郵地址。

在這個嶄新的網絡面貌中，一個歷久不衰

的品牌還是講求與客戶間的互信和彼此關係。

若以此為目標，企業便應順勢而行，捉緊機

遇，以新通用頂級域名（new gTLDs）建立網

上自家的品牌。因此，你可會在新環境中擁抱

互聯網的變遷、籌劃未來，又如何在管理企業

網上品牌上制定策略？

1. 提供品牌與業務間的關聯性︰許多新通用頂

級域名都能較貼近公司的業務和性質，同時亦

帶來品牌與業務間的相關性，藉此提升企業品

牌知名度，創造更多商機。另一方面，網上的

搜索器亦正朝向這方向，為用戶提供更明確的

特定搜尋結果。隨著目前市場的狀況和發展，

企業應運用較具市場針對性、較個人化及本地

化的域名，藉此鎖定目標客群，準確地進行目

標市場策略和推廣，如鎖定特定群眾的頂級域

名「.cu l tu re」、反映某些興趣的頂級域名

「.music」及懷有理想的頂級域名「.green」。

此外，你亦可盡情發揮創意，令到新的頂級域

名成為大家談論的焦點，如在域名的字尾加上

動詞變成名詞「.rocks」。對小商戶來說，新

通用頂級域名亦帶來更多選擇，假如一間專售

買蛋糕的新小店想登記的域名被人註冊了，他

可以直接選用新頂級域名如「.cake」，建立一

個既突出又鮮明的網站，在眾多網上品牌中脫

穎而出，令客戶留下深刻印象。

2. 建立觸目的企業品牌︰對任何一間公司來

說，建立網上身份及展現網上品牌形象是十分

重要。新的頂級域名較易記憶，用戶可直接在

網址輸入欄上輸入域名，令用戶能夠直接找到

該網頁，例如航空公司可建立更有效的渠道推

行 客 戶 忠 誠 服 務 計 劃 「 如 r e w a r d s .

cathaypacific」；高級消費品可為興趣類同的

客戶設立專頁「如ilovebeauty.gucci」；知名

汽車品牌可提供專屬客戶域名「如myname.

ferrari」；而律師亦可透過lawyer.firm域名與客

戶保持關系，發展業務。

3. 推廣品牌本地化︰在非英語國家，比如在亞

洲或中東，跨國公司可選取當地的母語及方言

作為域名，讓客戶輕鬆地輸入他們熟悉的語

言，如實力最強的全球快餐店可直接以「24小

時麥麥送.麥當勞」為域名，輕易地將產品連口

號宣傳至華人社區。

4. 鞏固企業品牌︰企業可將所有產品、服務、

活動、項目及相關的業務整合在一個「.品牌」

的頂級域名上。這做法既可帶來掌管網上品牌

的彈性，又可提升企業的網上形象。同時，企

業亦可訂立域名註冊規則，確立運用該域名的

登記人士資格，制定特定用途及相關的條款和

細則；那麼這便會順理成章地在網上建立他們

專屬的社區。

5. 保護企業品牌︰尤其是對大公司來說，新通

用頂級域名對現有的域名起了互補作用，可保

護企業品牌，以策安全。企業可抓緊即將來臨

的機會，發展新通用頂級域名，加強對現有的

品牌宣傳，達至更高的品牌效應和保護性。

近千個新通用頂級域名將陸續面世，對企

業管理網上品牌來說既是機遇又是挑戰。隨著

市場的發展，我們會是時候為網上品牌踏出新

的一步嗎？問題是，你準備好了嗎？

	謝達安	
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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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節目委員會初成立時，在籌劃節目方

面，除了音樂、教育，轉播教堂主日崇拜外，

新聞廣播是委員會早期關注的項目之一。委員

會在 1929 年 9 月 12 日召開首次會議，隨後在

9 月 24 日的第二次會議上，已討論關於新聞廣

播的問題。

研究播放新聞訊息

試想，當時電台人員還在培訓及招聘階

段，首任節目總監才剛剛委任，幾乎是個無兵

司令，節目尚要靠外援支撐，更談不上有個新

聞部，但委員會們卻認為，應研究安排播出新

聞訊息，而且，應中英並重。有關安排交予委

員會內的華籍代表陳香柏跟進。

10 月，負責節目宣傳的委員，來自《南華

早報》的 Mr Wylie 向委員會報告，已安排由南

早提供新聞資訊予電台，委員會遂議決由 10

月 7 日起，廣播由南早提供的新聞訊息；同年

11 月，電台的新聞報道分別由《德臣西報》及

《南華早報》兩間報社輪流提供，而電台也在

中午時段，以中文廣播股份匯水行情。

由於中文新聞欠奉，1929 年底，委員陳

香柏提出增設中文新聞的要求，委員會也有感

使用英文報章提供的新聞，缺乏本地消息。當

年，電台還未設有新聞採訪記者或者成立新聞

部的想法，委員會的做法是跟報社商討，由報

社提供訊息。在 1933 年，電台開始使用來自

中文報章的新聞，在每天晚上節目結束後，播

出由報社送來的新聞，當時，提供新聞予電台

的報章包括：《工商日報》、《工商晚報》、《東

方報》、《循環報》、《華字報》、《華僑報》、

《南華報》、《南中報》、《南強報》、《超然

報》，《大光報》、《新中報》、《中興報》、《平

民報》等報章。

官校校長翻譯外電

電台新聞廣播另一個重要發展是轉播路透

社的新聞。1934 年初，路透社向廣播電台提

出，可以每天提供新聞服務，委員會當然甘之

如飴，然而，礙於其高昂收費，委員會需尋求

政府的支持，豈料，政府的回覆卻是要向英倫

匯報，事件輾轉拉鋸，到了7月，才得到英倫

指示，認為無礙，可以轉播，於是，電台安排

每天三次（下午 1:30；晚上 9:30 及 10:30 分）

播出來自路透社的新聞報道。

在安排播出路透社新聞的時候，委員會一

眾成員又那會料到，這個安排卻為中文新聞廣

播鋪路！當電台逐步加強其新聞服務的時候，

華籍聽眾也當然會要求得到同樣的服務，委員

會經一番討論後，嘗試把路透社的新聞翻譯過

來以中文播出。1937 年 11 月 9 日，電台安排

兩位官校校長，在下午4:30分至6時這段時間

內翻譯新聞，然後由華籍播音員讀出，由於效

果理想，委員會於是決定以此方式，廣播中文

新聞，相信此舉也是電台翻譯外電的鼻祖了！

議決成立唱片庫

音樂是廣播電台開啟初期的主要節目，當

時播放的唱片大多由唱片公司或唱片經銷商送

往電台播出，當年，為電台提供唱片的公司包

括：世界音樂、勝力唱片、新月、天壽堂、鶴

鳴公司、百新公司、永安公司、新樂風唱片、

永 樂 公 司 等 ， 而 提 供 西 樂 的 公 司 主 要 是 ：

Victor  & Co lumb ia、Anderson Mus ic、

Moutrie 等。電台選播的音樂，基本上受制於

唱片公司送往電台的唱片。早在 1931 年，廣

播節目委員會已考慮到，音樂是電台節目不可

或缺的部份，而電台每月要向三間為電台提供

西樂唱片的公司支付 50 元費用，長遠而言，

倒不如成立電台的唱片庫。此議迅即得到委員

的支持。同年議決成立唱片庫後，還每月撥出

一百元上限經費，購買唱片。委員會在其後的

會議上，報告已選購的唱片名單，成為會議一

項固定議程，由此可見委員會對唱片庫的重視

程度，其間，如有委員返回英國渡假，還會特

別為電台在英國選購唱片。

1933 年 3 月，在委員陳香柏及 Lowcock

的推動下，中文唱片庫成立，陳香柏對中文唱

片的庫藏非常關注，曾經親自為唱片庫訂定一

張包括 244 隻唱片的選購的清單。時至今日，

香港電台唱片庫的藏量，堪稱是亞洲之冠，擁

有超過 30 萬張唱片。

從1928年說起– 開啟新聞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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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台對音樂的重視不單反映在唱片庫的成

立，1936 年底，耗資 120 元添置一套五冊的

Grove's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於當年來說，是電台一項重大的開支，這套參

考書最早的一套在 1878 年出版，是當年有關

西方音樂最具規模的一套音樂百科全書。

廣播節目委員會解散

廣播服務不斷擴展，在廣播節目委員會

1929 年成立時，一年撥款只得 2,400 元，到

1938 年開支達到 79,000 元，增幅達 33 倍，

員工也由當年只有一位節目總監，發展至 12

名人員編製 1。

政府考慮到廣播電台已略見規模，於是向

郵務司提出，讓廣播成為郵政署轄下的獨立部

門，而廣播節目委員會則轉變為顧問委員會的

角色，繼續領導電台發展，此議得到委員一致

贊同。引領香港第一代電台廣播發展接近十年

的廣播節目委員會，在 1938 年 12 月 21 日召

開最後一次會議，隨後解散。委員們本以為政

府電台在翌年正式成為政府部門後，他們會以

顧問形式再獲委任，豈料，政府到了1941年才

再 度 委 任 香 港 廣 播 委 員 會（ H o n g  K o n g 

Broadcasting Committee）。

後記

這個關於香港早年廣播發展的系列，是筆

者自 2011 年起的一項個人小型研究項目，說

「小型」是因為目標簡單，只為找出香港的廣

播啟始於何時？殖民地政府是在一個怎樣的社

會氛圍下決議啟動電台廣播？在管治上，殖民

地政府對廣播又有甚麼想法？資料搜集的目標

範圍只限於 1920 年代至廣播節目委員會於

1938 年改組的期間。

基於雜務纏身，搜集過程是斷斷續續的進

行，資料是一點一滴的累積。通過廣播節目委

員會會議紀錄提供的線索，翻閱報章舊聞，再

對照當年立法會會議紀錄、政府行政報告、憲

報、殖民地部文件 CO129 等，在零碎片段的

資料中，發掘出一個又一個趣味盎然的故事，

並嘗試從這些故事理出當年廣播事業的圖像。

然而，由於文獻散失，這幅圖像仍有不少失落

的版塊，很多問題無法理出相關的脈絡，更不

敢奢談已尋出始末因由。

早年修讀歷史課時，在台灣中央研究院院

士黃一農教授的課上，他說：「做歷史研究不

能沒有激動與激情，要激動才會追尋歷史的真

相，也要有激情才可繼續尋找。」電台廣播作

為香港二十世紀一項嶄新的傳播工具，在管治

上可扮演重要角色。多年來，沒有資料說明香

港廣播如何開啟，政府有那些考慮因素，而對

啟播日期更是眾說紛紜，就因著這些問號，開

展了這段長達三年的尋覓之旅。搜尋資料只為

個人的好奇，試圖尋根問底，沒想到可以在香

港電台 85 周年的時候，為她寫下當年一些小

故事。

在這個尋尋覓覓的過程中，最令人激動的

一刻莫過於 2003 年在 6 月 20 日，找到一條

「當年今日」的資料—殖民地政府於 1928 年

6 月 20 日宣佈「政府廣播電台作音樂測試」的

公告，確定香港有了正式的廣播服務，然而，

本在 1925 年打算推出的廣播服務，何以推遲

了三年？廣播節目委員會的成立，卻又把當年

積極參與廣播測試的無線電愛好者排拒，原因

何在？二十世紀初無線電廣播是上層社會的玩

意，但廣播節目委員會在訂定節目編排時，特

別關注華籍聽眾的需要，與總督金文泰的領導

有沒有關係？當年接收廣播的牌照的收費又是

如何釐定？………在早年廣播發展上仍有不少

未解之謎團，有待繼續尋覓。

播及設立唱片庫

	李少媚		
資深傳媒人

1 Expenditure Statement of Expenditure for the year 1929-1928, CO129/5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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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傳媒記事簿

港視借流動電視「翻生」			

節目廣告無王管議員倡規管

免費電視發牌風雲峰迴路轉，香港電視主

席王維基聖誕前突然宣布，斥資一億五千七百

萬元，向中國移動收購移動電視牌照，借其頻

譜 進 軍 流 動 電 視 市 場 ， 若 一 切 順 利 ， 將 於

2014 年七月啟播，王並且公開招兵買馬，除

原有班底可以復職外，預計共聘用一千人。王

維基的 Plan B 底牌終於揭開，計畫以流動電視

加 OTT（互聯網電視）進場，觀眾可以通過寬

頻上網或者以手指式接收器在家中電視收看，

港視會提供三至五條頻道，絕大部分免費，頻

道包括一條綜合廣東話頻道及一條 24 小時新

聞頻道，王更有意發展高清節目。但業界指出

全球不少地區早已推出流動電視服務，但鮮有

成功先例。有股東表示擔心發展艱難，王表示

會盡力做好。

由於中移動的國企背景，消息公布後，外

界猜測當中必定涉及中央政府的參與，容許雙

方交易，故意為港視提供一條「生路」，表面上

雖然舒緩了特區政府的政治壓力，但同時令特

首及行政會議更加尷尬，因為突顯兩地處事手

法的矛盾，難怪兩份親中報章《大公報》及《文

匯報》都採取低調方式報道此事。而有議員擔

心，目前流動電視牌照只有業界自律守則，不

受《電視通用業務守則》規管，對廣告方面更

缺乏規管，連節目內容也只需符合道德標準，

由電視台自行處理收到的投訴。政府對流動電

視的節目內容和廣告安排可以說是「零監管」，

政府應檢討有關監管安排是否洽當。

通訊局擬將電視社論節目納規管

亞視申請續牌商台未交申請

通訊事務管理局去年共接獲四萬多宗針對

亞視《ATV 焦點》的投訴，炮轟其內容偏頗，

未能代表不同意見。而無綫近期亦在節目《東

張西望》表達該台對電視牌照的看法，其後通

訊局接獲逾二萬七千宗投訴。局方經檢討後，

認為現時的《節目守則》未有明文禁止持牌機

構在個人意見節目中表達意見，只要求節目內

列明「本節目只反映節目主持人意見」等字

眼，做法有漏洞，因此在十二月中宣布就規管

社論形式及個人意見節目，諮詢公眾兩個月。

通訊局擬修改有關節目的業務守則，建議若節

目內容涉及廣播機構的意見，或節目主持人本

身與該機構有利益關係，須於節目播出前作出

申報，同時須於「合理時間」內給予第三者回

應。但仍有輿論擔心，此舉仍無法杜絕廣播機

構公器私用的弊病。

通訊局月中向立法會提交 2012 至 13 年報

初稿，期間該局共處理 1625 個有關不同廣播

機構節目投訴，當中高達 64%、即逾千個案與

兩間免費電視台有關，其中亞視有 217 投訴個

案，有 20 個裁定成立，比率接近一成；與無

綫有關的則有 820 個案，其中 17 個裁定成

立，比率約為 2%。除免費台外，其餘接獲最

多投訴依次為商台（165）及港台（144）。通

訊局又在年報中提到年初免費電視服務公眾諮

詢的結果，例如亞視太多重播節目、個人意見

目應持平公正等意見，該局將會在處理兩台續

牌申請時，檢討有關條文及業務守則。而亞視

在十二月初已向通訊局申請續牌，並承諾會投

入更多資金，日後將製作時事、資訊及民生節

目為主。此外，商台現有牌照將於 2016 年 8

月 25 日屆滿，商台如有意續牌，須於牌照期

屆滿前不少於 24 個月前，向通訊局提交續牌

申請，但通訊局表示仍未收到有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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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巴男」打記者不被起訴

電訊盈科回購CSL流動電話服務

律政司在十二月中決定不起訴十月在法庭

外襲擊女攝影記者的「十四巴男」，原因是作出

檢控決定前必須考慮兩個因素，一是否有充分

證據，支持有合理機會定罪；二是檢控是否符

合公眾利益。律政司指出，該案並不符合第一

準則，對於「十四巴男」被指控將一名記者推

倒，並用腳踢躺在地上的記者，律政司重複仔

細地以正常速度及慢鏡，審視二段由傳媒拍攝

有關視頻，但片段均不支持上述指控。除了攝

影記協，香港記者協會亦發表聲明，對於律政

司「放生」的決定表遺憾，質疑此處理手法令

人費解，有必要解釋不起訴的原因。記協憂慮

警方手法助長針對記者的暴力行為，威脅新聞

自由。

電訊盈科於十二月二十日宣布計劃斥資

188 億收購 CSL 全部股份。電盈因為減債於

十一年前將 CSL 售予澳洲電訊公司 Telstra，這

次若然回購計劃成功的話，電訊盈科可以同時

使迫 CSL 的三分二的 3G 頻譜，連同自己的三

分之二，便有三分之四 3G 頻譜可用，電盈可

以將其中三分一頻譜交還政府，便毋須參與競

投 其 他 頻 譜 。 同 時 避 免 因 為 要 配 合 政 府 在

2016 年削減頻譜指配之後，要改造通訊基建

設備增加的額外投資；此外，now TV 收費電

視，計劃於來年年初三的賀歲賽事起推出賽馬

節目，實行與亞視及有線電視競逐馬迷市場，

令今後賽馬播映變成三分天下。據報 now TV

早有製作電視賽馬之意，並曾與馬會洽商轉播

權，及至早前獲發免費電視牌照後，相關籌備

工作加緊進行，暫定由下年初三賀歲賽事開始

播映，取其丁財兩旺之意。

港台建新大樓撥款遇阻力

葉劉函港台投訴麥嘉緯

政府向立法會申請撥款，讓香港電台在將

軍澳建造新大樓，但造價由 2009 年估算的 16

億大幅增加至 60 億元，十二月底的工務小組

會議上，政府受到多名議員質疑工程太豪華，

最終需要提交補充資料再開會研究。不過，不

少建制派都表明不可能支持現有方案，今次港

台撥款，出現民主派支持政府，建制派卻狠批

申請，甚至表明反對的對立局面，結果兩派互

相批評對方為政治因素取態。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在提交

立法會的

補充文件

中陳明利

害，若縮

減項目規

模，整個

項目要重

新招標，最快要 2020 年才可落成，較原計畫

延遲兩年，必會阻礙港台推展新服務的進程，

部分港台員工需在臨時設置的貨櫃內工作及播

音，但有關撥款申請最終在一月三日的工務小

組會議被否決。

香港電台節目《星期六主場》十一月底訪

問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討論免費電視發牌問

題，主持麥嘉緯與葉太在討論過程中出現不少

火花。幾星期後，葉太去信港台投訴，表明受

到節目主持「不專業及不禮貌的對待」。廣播處

長鄧忍光回覆，指看過當日節目，明白葉太感

受，但在有限時間下，看到製作團隊已盡最大

努力控制節目流程。而主持人事後已知道有投

訴，但表示並無感受到壓力，他相信公道自 

在人心。有輿論批評葉太干預編輯自主，葉 

太則回應人人都有言論自由，不可以不讓她表

達意見。

	梁麗娟	
傳媒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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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ING TO DIGITAL WORLD PROCEEDS AS PLANNED
As the broadcast industry landscape heads towards a fully digital climate, broadcasters in the 
region are eyeing not just on one specific technology to bring in more precious eyeballs. The 
name of the game seems to be how innovative they can be with the wide array of technology 
tools now available within their fingertips. Technology has indeed advanced, enabling high-
quality results at competitive prices. 
BROADCAST TECHNOLOGY  December 2013

SETTING A NEW STANDARD
In a world where viewers can access content on smartphones, tablets and game consoles just 
as easily as they can via set-top boxes and TV sets, the move to greater resolution and higher 
frame rates will require some robust and versatile technology for the transmission and storage 
of video content, as well as in the compression standards.
BROADCAST TECH November/December 2013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INTERNET TV
As more viewers watch TV content over the Internet, the need for broadcasters to accurately 
measure audience size in order to monetize their content becomes more acute. The inadequacy 
of only measuring live, over-the-air viewing will become more apparent as more consumers 
adopt time-shifted viewing.
ASIA-PACIFIC BROADCASTING  December 2013 

NEW FEATURES MAKE MONITORING MORE EFFECTIVE
With digitization come new content delivery platforms that make monitoring broadcast signals 
complex. That is why it is crucial that the right system is chosen so that it can not only enhance 
the workflow, but also achieve efficiency and keep costs down.
ASIA-PACIFIC BROADCASTING December 2013 

中國廣電媒體的企業化探索與反思
實力越強的電視台，營運越像個企業。國內一線電視媒體的成功，似乎得益於更為徹底的

「企業化」，而不僅僅是淺層次的「企業化管理」。媒體行業的企業化進程是一次漫長、

艱難的跋涉。本文探討了目前國內廣播電視媒體企業化探索的最新成果。

《南方電視學刊》	 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文化底蘊與媒體變革
傳媒屬於大眾文化的範疇。當互聯網和新媒體粉墨登場且成蔚然大觀時，廣電界一夜之間

發現自己已被冠上「傳統」二字	─	比你更年輕的伙伴正在悄悄與你爭奪地盤，媒體新「三

國時代」的逐鹿展開了。如何應對新媒體的挑戰、文化產業如何拓展、機制如何創新？在

國內，廣東廣電幾個城市台在努力堅守「戰壕」又開拓新「陣地」。

《南方電視學刊》	 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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