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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翻譯本，英文本為原文) 

 

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第二次會議第二次會議第二次會議 

(2011年年年年 2月月月月 18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2時時時時 30分於分於分於分於 

香港電台廣播大廈會議室舉行香港電台廣播大廈會議室舉行香港電台廣播大廈會議室舉行香港電台廣播大廈會議室舉行)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黃嘉純先生，JP (主席) 

陳建強醫生 

馮美基女士 

林永君先生 

劉志權先生，JP 

李偉民先生，JP 

姚嘉珊女士 

署理廣播處長梁松泰先生 

 

缺席缺席缺席缺席：：：： 

鄭嘉儀女士 

司徒偉先生，BBS，JP 

王家慈女士  

 

列席香港電台員工列席香港電台員工列席香港電台員工列席香港電台員工：：：： 

署理副廣播處長戴健文先生 

助理廣播處長(電視)張文新先生 (議程事項一) 

新媒體發展組總監杜瑞緯先生 (議程事項一) 

機構傳訊組總監陳敏娟女士 (議程事項一) 

香港電台社區廣播工作小組召集人區麗雅小姐 (議程事項二(a)) 

新項目發展組總監陳耀華先生 (議程事項二(b)) 

鄺思燕女士 (委員會秘書處)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周桂海先生 (委員會秘書處) 

                    

 

1. 主席歡迎各成員出席會議，並告知各成員前任廣播處長黃華麒先生已於 2011 年 2

月 8日聘用合約期滿離職。梁松泰先生及戴健文先生分別擔任署理廣播處長及署理

副廣播處長，於同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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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席表示已邀請港台的相關負責人員出席會議，討論有關議程事項。 

 

議程事項一議程事項一議程事項一議程事項一：：：：香港電台進行或參與的主香港電台進行或參與的主香港電台進行或參與的主香港電台進行或參與的主要觀眾調查要觀眾調查要觀眾調查要觀眾調查 

 (顧問委員會文件第顧問委員會文件第顧問委員會文件第顧問委員會文件第 1/2011號號號號) 

 

3. 主席表示，顧問委員會文件第 1/2011 號已臚列港台進行的各個調查，以及由其他

本地機構及海外公共廣播機構所作的調查，以供委員會參考。港台人員將向各成員

概述調查的詳情，之後各成員可就此提供意見。  

 

電台聽眾調查 

 

4. 戴健文先生簡介電台聽眾調查普遍所採用的方法，包括數量調查(quantitative 

surveys)及質量調查(qualitative surveys)。他補充指，現時港台定期進行的聽眾調

查，多屬數量性質。過去，港台亦曾為個別為聽眾較少的頻道如第五台，進行質量

調查。根據經驗，有關調查顯示小眾節目如粵劇等收聽率頗為穩定。因此，港台近

年不再進行此類調查。 

  

5. 其後，戴健文先生向各成員概述電台聽眾調查。  

 

6. 一名委員會成員問及現時的調查方法是否恰當，原因是流動電話日益普及，但一般

聽眾調查則仍然是以固網電話在日間進行。在這調查方法下，調查所能觸及的受訪

者可能局限於部分聽眾群，例如家務助理、長者或兒童。然而，另一名委員會成員

則認為，受訪者一般都會覺得流動電話進行調查對他們的工作造成干擾，因而不願

意作出回應。  

 

7. 陳耀華先生回應指，根據電訊管理局網頁資料，每名本地居民平均擁有 1.8個流動

電話，因此調查機構仍認為固網電話調查比較可靠。針對受訪者群組或呈失衡的問

題，調查機構會在隨機抽取過程中設立年齡群組，並只向所選年齡群組的受訪者進

行調查。  

 

電視節目欣賞指數(TVAI)及電視收視率調查 

 

8. 張文新先生表示，港台會定期進行電視節目欣賞指數(‘TVAI’)及電視收視率調查。

除此等定期調查外，港台亦會選取特定群組作個別調查，主要目的是收集反響及資

料以便策劃節目，而並非作收視比較之用。  

 

9. 張文新先生補充指，除收視調查外，港台亦重視市民循其他途徑提出對港台節目的

意見，例如互聯網、致函港台等。此外，港台亦鼓勵編導參與國際獎項比賽，務求

取得製作質素及水準方面的反響。多年來，港台節目亦不斷贏取重要的國際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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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後，張文新先生介紹 TVAI。他指出該調查始於約 20 年前。由於歷史因素，該

調查僅涵蓋港台、無線電視(至 2009 年止)、亞洲電視及有線電視。根據香港大學

民意研究計劃(通過招標聘任的調查機構)的建議，假如調查要涵蓋更多電視台，調

查方法須重新制定，並涉及費用問題，因為現時該調查的經費全由港台負責。  

 

11. 一名委員會成員問及為何無線電視於 2009年退出 TVAI調查。張文新先生回應指，

無線電視要求調查加入其轄下的無線收費電視。然而，顧問委員會其他成員認為，

假如答應無線電視的要求，則應同時容許其他收費電視台加入。如上文第 10段所

述，港台實無法應付有關的額外開支。  

 

12. 一名委員會成員認為，調查中列出予受訪者評分的節目清單中，節目排序或會影響

調查結果。戴健文先生說，節目是以所屬電視台為組合，而各組合是以輪調方式編

排給受訪者。 

 

電視收視率調查  

 

13. 張文新先生向委員會成員概述電視收視率調查，並指出港台每年製作約 570小時，

合共約 1,600 個電視節目，經兩家免費電視台及港台網站 RTHK.hk播出。部分特

選節目亦會安排於收費電視重播，有關節目的整體收視率因而得以提升。 

 

14. 張文新先生說，高清電視頻道的出現亦改變電視節目的收視率，原因是標清頻道與

高清頻道同步播放的節目中，高清頻道所佔的收視比例日漸上升。  

 

15. 一名委員會成員問及會否要求免費電視台開放高清頻道予港台節目。張先生回應

指，現時並無規定商營電視台須分配高清頻道時段予港台。然而，港台將繼續與廣

播營運商探討，分配更多高清頻道時段予港台節目。  

 

16. 一名委員會成員問及有否評估在收費電視重播節目的成效。陳敏娟女士表示，港台

並無訂閱有關收費電視頻道的收視調查，因此並無有關數據。提問的委員會成員建

議，可考慮將提供有關收視數據予港台，列為收費電視營運商發牌條件之一。 

 

港台WebTrends 

 

17. 杜瑞緯先生向委員會成員概述港台網站 RTHK.hk 的網上調查。他表示現時用於調

查 RTHK.hk 所有網上活動的工具為 WebTrends，調查方式是以侍服器為本，而非

直接向瀏覽者作調查。現時，港台網站每日平均點撃率達 3,600萬次，其中約四成

來自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非本地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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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一名委員會成員問及能否於中國大陸登入 RTHK.hk。杜瑞緯先生回應指有關的登

入情況並不穩定。  

 

19. 一名委員會成員認為，港台應將 RTHK.hk 的點撃率與其他電子傳媒網站的對應數

據作比較，以反映 RTHK.hk 的受歡迎程度。杜瑞緯先生指出，港台未必可以取得

其他傳媒機構的調查結果，而互聯網使用率的調查方法亦沒有通用的基礎，然而他

仍會嘗試探究與其他網站比較在技術上是否可行。  

 

20. 另一名委員會成員表示 RTHK.hk 廣受瀏覽者歡迎，因此建議港台考慮進行網上調

查。此外，港台亦可考慮與其他海外廣播機構合辦研究與調查。 

 

港台形象調查   

 

21. 陳敏娟女士向委員會成員概述有關港台形象的調查，即「市民對香港電台的觀感

2009」(‘Public Views on RTHK 2009’)。她補充指，該調查是在香港公共廣播檢討

報告發表後進行的。該報告正式賦予港台香港公共廣播機構角色，港台因此進行該

調查，以評估市民對港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的觀感與期望。  

 

港台公眾諮詢會  

 

22. 陳敏娟女士繼而介紹港台公眾諮詢會及港台節目顧問團。她指出，港台公眾諮詢會

始於 2005年，多數安排在星期六早上舉行，場地不定，每次約有 100人出席。港

台將研究能否將諮詢會改於星期一至五晚上舉行，以便市民下課或下班後出席。公

眾諮詢會的過程及要點均載於 RTHK.hk。 

 

23. 在回應一名委員會成員的提問時，陳敏娟女士表示公眾諮詢會是通過 RTHK.hk、

電台消息預告、電視宣傳及報章廣告等方式推廣。參加者須事先致電登記，以便作

後勤安排。根據過往經驗，已登記參加者的出席率高達九成。而按照有關參加者如

何得知舉行公眾諮詢會的調查結果，最有效的推廣方式是報章廣告及電台消息預

告。  

 

港台節目顧問團 

 

24. 陳敏娟女士指出，節目顧問團始於 1994年，最初僅涵蓋電視節目，至 2006年才加

入電台節目。顧問團會議的過程及討論摘要均載於 RTHK.hk。為了解青少年群組

的需要及喜好，以便策劃節目配合，港台因此把 2010年度節目顧問團會議的主題

定為「青少年及兒童節目路向」。在這方面，港台亦正進行有關青少年節目的受眾

調查，預期於 2011年 4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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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長熱線 

 

25. 戴健文先生表示，聽眾提出關於港台服務意見及建議的來電，各台台長一直均有接

聽。港台多年前決定將之轉化為電話討論節目播出，以便聽眾與各台台長直接交

流。有關節目深受聽眾歡迎，現時第一、二及五台台長每年均主持有關節目一至兩

次。 

 

獎項 

 

26. 戴健文先生表示，港台每年均贏取多個國際賽事的獎項，詳情臚列於文件附件 H。

有關獎項充分顯示港台作品的質素。  

 

27. 在回應一名委員會成員的提問時，戴健文先生表示有關獎項，例如紐約電視節 

(New York Festivals)、芝加哥國際傳播影視展 (Intercom Competition Chicago)及日

本東京放送株式會社 DigiCon6大賞(DigiCon6 Animation & Movie Awards of the 

TBS of Japan)，均由業界知名組織頒發，評審過程嚴格而競爭激烈。至於電台節目

方面，普通話台亦曾於中國大陸的比賽中獲獎。 

 

第四台聽眾調查  

 

28. 戴健文先生表示，港台亦會按需要針對特定群組進行個別調查。最近，第四台正進

行調查，探討聽眾對其節目的喜好及反應。 

 

外界機構進行的調查  

 

29. 戴健文先生向委員會成員概述其他本地機構及海外公共廣播機構進行的觀眾及聽

眾調查。  

 

30. 一名委員會成員認為，附件 G所載英國廣播公司(‘BBC’)進行的「編輯指引研究」

涵蓋多個特定範疇，內容詳盡深入，港台亦可考慮以同樣角度進行調查。 

 

31. 個別委員會成員表達的其他意見，摘要如下： 

 

(a) 由於港人生活方式改變，無暇收聽電台節目，因此電台服務受歡迎程度下降，

實屬難免。此外，港台並非商營。因此，收聽率只應作參考之用，而非首要的

表現指標。除收聽率外，港台亦應關注更深層次的事宜；  

 

(b) 應聚焦於節目質素及內容而非收視／收聽率。事實上，港台出品普遍甚為專

業。港台應考慮確保公共及時事節目意見平衡，並製作更多文化節目，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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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發展； 

 

(c) 港台或需考慮，如何衡量節目顧問團、觀眾／聽眾調查及顧問委員會的意見； 

 

(d) 應撥出更多資源，配合新媒體的急速發展。關於此範疇分配資源的準則，其中

一個簡單準則是提供足夠頻寬應付瀏覽量。在這方面，可採用回應時間目標、

下載速度等作為主要表現指標； 

 

(e) 根據 BBC的經驗， iPlayer的推出能將電台聽眾的平均年齡層由 30餘歲下調

至 20餘歲。這或與青年傾向從數碼平台下載節目有關。港台可考慮探究有關

發展，以吸引青少年。  

 

議程事項二議程事項二議程事項二議程事項二(a) : 社區廣播社區廣播社區廣播社區廣播 

 (顧問委員會文件第顧問委員會文件第顧問委員會文件第顧問委員會文件第 2/2011號號號號)  

 

32. 區麗雅小姐向委員會成員概述港台社區廣播工作小組的工作，並表示由於香港推行

社區廣播事宜暫無詳情，工作小組的討論仍止於概念性質。    

 

33. 區麗雅小姐進一步向委員會成員概述，工作小組認為香港推行社區廣播時應予注意

的下列事項：  

 

(a) 大部分西方國家，社區廣播的主要特點，是社區廣播人士會獲發獨立牌照，並

享有編輯自主權，而他們亦須在法律上為其製作負上全責。香港的情形則截然

不同。社區廣播人士並非獨立持牌人，而由於港台擔任社區廣播的載體，因而

須就社區廣播製作負上法律責任； 

 

(b) 一個基要的問題是如何為能切合香港情況的社區廣播下定義。假如社區無法達

成共識，社區廣播將難以推行。因此，應探究普羅市民應否及如何參與有關過

程；  

 

(c) 須釐清港台與社區廣播人士的關係。其中一個情況是港台僅擔當載體角色，社

區廣播人士可自行製作節目，只要他們能遵守廣播事務管理局(「廣管局」)指

引便可。而另一個情況則是社區廣播人士製作節目時，需要港台全面協助。港

台或須擬定若干標準範本釐清港台與社區廣播人士的關係，同時亦須考慮對其

人手及運作的影響，以及相關的法律問題。  

 

(d) 社區廣播參與基金(Community Broadcast Involvement Fund, ‘CBIF’)推出之

初，或需先行確定若干目標群組，原因是有關群組製作的節目或可帶動事前並

無廣播經驗者的興趣，進而參與社區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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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界定 CBIF撥款的申請資格及調配資源的優先次序，亦須進一步研究。根據海

外經驗，個別項目能否帶來社會得益是主要篩選準則之一；及 

 

(f) 大量運作事宜有待解決，例如社區廣播節目應否包括直播節目、須否為社區廣

播節目製作人編製特定的製作指引等。  

 

34. 戴健文先生表示推行社區廣播一事甚為複雜。港台將於日後的顧問委員會會議呈交

更多有關文件以徵詢意見。諸如港台與社區廣播機構的關係、版權、節目質素及投

訴處理機制等多項問題，亦有待解決。預計需於稍後作公眾諮詢。 

 

35. 在回應一名委員會成員的提問時，戴健文先生表示社區廣播仍處概念階段，尚未就

此諮詢立法會。梁松泰先生補充說，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於 2010年底披露，已預留

4,500萬元予 CBIF，暫定於 2012-13年度開始試行，為期 3年，並已指示港台制訂

施行計劃。工作小組的中期報告已提供一個非常有用的基礎，有助進一步討論。  

 

36. 委員會成員普遍認為，公眾諮詢對制訂社區廣播的施行架構非常重要。在這方面，

由於社區廣播屬新事物，因此有需要為公眾提供這事宜的重點議題及事項，以便公

眾發表意見。 

 

37. 由於事涉公帑，部分委員會成員對社區廣播節目質素及港台能否加以評核表示關

注。  

 

38. 戴健文先生回應說，初步構思是社區廣播人士至少須遵守有關法例及廣管局所發的

指引。  

 

39. 梁松泰先生補充說，假如採取收聽率作為節目評核指標，這亦可能引起爭議，因為

社區廣播其中一個目的是推動多元觀點，少數群體相信只能吸引較低收聽率。至於

節目質素方面，港台可按需要向節目製作人提供建議，然而有關製作人是否採納建

議則可能非港台所能控制。區麗雅小姐補充說，撥款申請的篩選過程，亦有助挑選

稱職的製作人。 

 

40. 一名委員會成員認為，社區廣播的要義在於為有意參與社區廣播的製作人提供平

台，與聽眾討論、交流及分享作品，因此未必須要將社會得益定為審批撥款申請的

考慮準則。  

 

41. 區麗雅小姐解釋指，以社會得益為挑選社區廣播人士的準則在海外是慣常做法，而

英國等部分國家更把這準則在法例中列明。此外，創意香港設計智優計劃及社區投

資共享基金亦有採用相若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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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有見多媒體如 YouTube、網上論壇等急速發展，一名委員會成員對推廣社區廣播的

成本效益表示關注。然而，另一名委員會成員則認為，政府資助的社區廣播頻道，

可為有志參與社區廣播人士提供更完善的平台。 

 

43. 主席向港台工作小組致意，感謝港台工作小組講述制訂社區廣播施行計劃需要進一

步考慮及解決的問題。顧問委員會將繼續就此事與港台合作。  

 

議程事項二議程事項二議程事項二議程事項二(b) : 數碼聲音廣播數碼聲音廣播數碼聲音廣播數碼聲音廣播 

  (顧問委員會文件第顧問委員會文件第顧問委員會文件第顧問委員會文件第 3/2011號號號號) 

 

44. 陳耀華先生講解有關文件，並指出暫定目標是在 2011年 10月推出數碼聲音廣播。

港台正積極進行節目策劃及設置數碼聲音廣播傳送網絡等籌備工作。  

 

45. 有見流動接收器材的使用日益普及和電台廣播受歡迎程度下降，已是大勢所趨，一

名委員會成員對港台推行數碼聲音廣播的成本效益表示關注。  

 

46. 陳耀華先生表示，歐洲約在 10年前已開始推行數碼聲音廣播。根據歐洲的經驗，

數碼聲音廣播帶來的多元頻道環境，是重大的社會得益。此外，近年數碼聲音廣播

接收器材價格日降，數碼聲音廣播在海外的發展正不斷增長。 

 

47. 戴健文先生表示，港台在推行數碼聲音廣播初期，額外開支將會有限，原因是推出

服務初期，數碼聲音廣播頻道的八成播放時間均用作同步轉播現有 AM頻道節目。 

 

48. 梁松泰先生補充說，港台 AM 頻道接收質素一直未如理想，而數碼聲音廣播最基

本的優勢正是改善接收質素，以及節目內容將會逐步加強，包括引進社區廣播。正

如戴先生所說，港台推行數碼聲音廣播所涉及的開支有限。至於數碼聲音廣播進一

步發展時需否增撥資源，則會另行檢討。 

 

49. 一名委員會成員問及，市面上接收器材的普及程度及價格會否妨礙數碼聲音廣播的

發展。 

 

50. 戴健文先生說，全球各地數碼聲音廣播接收器材的價錢及體積均不斷下降。不過，

供汽車使用的接收器材則尚待發展，相信還需若干時間才可普及。 

 

議程事項二議程事項二議程事項二議程事項二(c) : 媒體資產媒體資產媒體資產媒體資產管理系統管理系統管理系統管理系統 

 (立法會文件第立法會文件第立法會文件第立法會文件第 CB(1) 657/10-11(04)號號號號) 

 

51. 戴健文先生講解有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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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一名委員會成員問及，為何復修／數碼化計劃只涵蓋 25%的庫藏，以及項目將包

括何種檔案。戴健文先生回應說，港台於 2009年曾委託顧問進行研究，推算數碼

化港台資料庫藏所需資源，並對未來方向作出建議。計及復修／數碼化有關材料的

成本及效益，港台估計最具價值的材料佔總數約 25% (庫藏總數除最終成品外，更

包括未經刪剪的影音片段及製作用版本)，當中包括七十年代以後的電視劇集及廣

播劇、國／粵語流行曲、中國戲曲及相片、以 78轉唱片收錄的音樂，以及七十年

代之前錄製的音樂等。港台希望公開數碼化庫藏予公眾取用，並將於稍後制訂有關

安排細節。 

 

53. 委員會成員對能否覓得器材播放舊唱片表示關注，因為有關器材對數碼化計劃極其

重要。 

 

54. 戴健文先生表示此事確為港台面對的一大挑戰。18 吋金屬聲碟及開捲式錄音帶的

播放器材，已絕跡於市面，港台現正盡力在海外搜羅此等器材。  

 

55. 委員會成員普遍同意節目庫藏是香港的無價之寶，並完全支持設置媒體資產管理系

統。  

 

議程事項二議程事項二議程事項二議程事項二(d) : 季度匯報季度匯報季度匯報季度匯報 

  (顧問委員會文件第顧問委員會文件第顧問委員會文件第顧問委員會文件第 4/2011及及及及 5/2011號號號號) 

 

56. 戴健文先生向委員會成員概述有關文件。 

 

有關節目的匯報 

 

57. 有關電視節目方面，戴健文先生請委員會成員注意「文化長河－鐵道行」。此節目

由民政事務局贊助，其中一集以西藏為題。 

 

[會後備註 : 港台以文件傳閱方式就「香港電台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年度周年計劃」初

稿向委員會成員作出諮詢。] 

 

有關投訴的匯報 

 

58. 一名委員會成員表示，個別屢遭投訴的電台節目同時在聽眾調查中名列前茅，這反

映聽眾調查在評核節目方面有其局限。 

 

議程項目三議程項目三議程項目三議程項目三：：：：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已故司徒華先生的喪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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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一名委員會成員指出，港台決定不在網上直播已故司徒華先生的喪禮，令員工質疑

港台編輯自主是否受損。雖然無論決定直播與否均會有人批評，但有關決策過程才

是癥結所在。假如港台管理層在決策過程中被視為搖擺不定，而所作的最終決定亦

遭懷疑受外界因素影響，這些情況都並不理想。此外，港台管理層在決策過程中與

員工作充分溝通，亦甚為重要。部分委員會成員對此表示贊同。 

 

60. 梁松泰先生指出，港台非常重視對司徒華先生逝世的報導，並視之為重要新聞。港

台已迅速作出反應，並於司徒先生逝世後翌日播出「鏗鏘集」特輯「別矣，華叔」。

至於直播喪禮一事，喪禮主辦單位自行擔當製作事宜，並協調包括港台的所有電子

傳媒，籌劃轉播安排。主辦單位要求港台協助轉發信號予其他電子傳媒機構。基於

這是電子傳媒機構間確立已久的協作安排，因此港台接受有關要求。梁先生澄清

說，港台由始至終對網上直播一事並無定論。喪禮是否進行網上直播一事，在很早

階段當喪禮仍未有詳情時已有人提出。直至 2011年 1月 25日，喪禮主辦單位宣佈

將於其網頁直播喪禮。考慮到 RTHK.hk用戶可通過 RTHK.hk的超連結登入主辦單

位的網頁觀看喪禮直播，而港台一般亦只會直播本身的製作或港台有參與製作的活

動，因此港台決定不在 RTHK.hk直播喪禮。在喪禮舉行期間，RTHK.hk的新聞頁

亦不斷作即時更新，並提供有關的聲音、視像及圖片新聞。   

 

61. 梁松泰先生繼續表示，港台管理層注意到 RTHK.hk 的編輯決定過程確有含糊之

處，並將另行研究有關事宜。 

 

議程項目四議程項目四議程項目四議程項目四：：：：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62. 主席告知委員會成員，下次會議將於 2011年 5月 20日下午 2時 30分在廣播大廈

會議室舉行。 

 

63. 別無餘事，會議於下午 5時 40分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