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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委員會文件第 17/2021 號 

2021 年 11 月 29 日 

資料文件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電台、電視及新媒體在 11至12月的

節目安排，詳情請參閱附件。  

 

 

 

 

 

 

香港電台  

202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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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節目匯報  

(2021 年 11 月至 12 月 ) 

(按所符合之《香港電台約章》公共目的及使命排序 )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A. 增加市民對「一國兩制」及其在港實施情況的認識；了解社會和國家，培養對公民及國民身分的認同感  

1.  港灣起跑線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10 月 8 日起，

逢星期五 20:00-20:30 播

出  

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製作，挑選 10 位背景特別，以劇集

式拍攝真人生活紀錄片，捕捉他們的生活細節，例如工

作上的任務、日常挑戰、感情進展、與新相識朋友、同

學、同事相處、情緒起伏，藉以介紹大灣區生活、工作、

求學、娛樂吃喝等面貌。  

 

2.  盤點政策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10 月 20 日起

20:00-22:30 播出  

每集從不同政策入手，向大眾介紹不同政策推行之情

況，從而令大眾了解當中之詳情。  

3.  《國劇 830》時段 -

《喬家的兒女》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10 月 24 日起，

逢星期一至日 20:30-

21:30 播出  

港台推出《國劇 830》時段，外購內地製作的劇集，從

而了解內地的文化面貌。  

 

1977 年，喬一成 12 歲，喬家的母親在生下第五個孩子

喬七七後去世。喬家五個孩子，一成、二強、三麗、四

美、七七，在艱苦的歲月裡相依為命。喬一成作為長子，

一路照顧着弟弟妹妹們長大。他們經歷過痛苦的考驗，

也迎來過希望和温暖，一路走得跌跌撞撞又熱熱鬧鬧。  

 

4.  國安法•話你知  

 

電視 31 及 32 

2021 年 10 月 29 日起，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全國人大常委員會通過《香港

國安法》，為讓市民更瞭解《香港國安法》，特別製作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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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電視節目  
每日播出 4 次  二十集電視節目，以精簡易明的內容令觀眾更易認識當

中法理根據，一齊「國安法•話你知」。  

 

5.  香港法律周 2021 

 

電視節目  

 

電視 32 

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5

日  

香港法律周雲集一眾海內外法律及爭議解決專家，就一

系列法律議題與來自世界各地的法律及爭議解決業界

分享真知灼見。作為年中其中一個最為期待的國際法律

活動，香港法律周加強香港作為亞太區內外國際法律、

促成交易及爭議解決中心的領導地位。  

 

6.  企劃未來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11 月 6 日起，

逢星期六 20:00-20:30 播

出  

中小型企業是香港經濟的重要基石，為全港超過一百二

十萬人提供了就業機會。因此，中小企業的蓬勃發展與

商業表現，對本港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香港電台全新節目「企劃未來」，帶大家走訪不同中小

企業的代表，了解並分享本地中小企業如何把握今次國

家「十四五」規劃下帶來的機遇，一齊展望未來！  

 

7.  《國劇周末影院》

時段 -《覺醒年

代》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11 月 7 日起，

逢星期六、日 11:00-

13:00 播出  

電視劇《覺醒年代》以 1915 年《青年雜誌》問世到 1921

年《新青年》成為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為貫穿，展現了

從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到中國共產黨建立這段波瀾壯

闊的歷史畫卷，講述了覺醒年代社會風情和百態人生。  

8.  十九屆六中全會精

神記者會  

 

電視 32 

2021 年 11 月 12 日

10:00 播出  

港台電視 32 直播中共中央新聞發佈會，介紹黨的十九

屆六中全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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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電視節目  

 

 

9.  新疆新貌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11 月 12 日

21:30-22:00 播出  

港台獲准到新疆採訪，了解新疆的最新情況。《新疆新

貌》闡述當地在反恐、宗教、企業制裁等方面的應對。  

 

10.  《普通話影院

31》時段 -《大自

然大不同》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11 月 14 日起，

逢星期六、日 21:30-

22:00 播出  

 

港台推出《普通話影院 31》時段，挑選港台電視節目配

上普通話，讓不同市民能再次重溫精采的港台電視節

目。  

 

一連六集紀錄片《大自然大不同》，嘗試用生動有趣的手

法，去紀錄香港不同物種，怎様去適應，去生存。  

 

11.  《國劇 830》時段 -

《大江大河 2》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11 月 29 日起，

逢星期一至日 20:30-

21:30 播出  

延續第一季內容，以宋運輝、雷東寶、楊巡等人的際遇

和奮鬥歷程，展現中國 20 世紀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

經濟領域的改革、社會生活的嬗變、政治領域的變革，

刻畫改革實踐者們的掙扎、覺醒和變化。  

12.  《憲法傳萬家》短

視頻及憲法傳萬家

升旗日  

 

電視節目  

 

電視 31 

三分鐘短視頻  

2021 年 11 月中起播

出，共 20 集  

 

憲法傳萬家升旗日  

2021 年 12 月 4 日

07:50-08:30 播出  

 

港台舉辦及直播升旗儀式，並進行「憲法傳萬家」行動，

由學生向家人、同學、朋友派發線上、線下「憲法傳萬

家」名片，現場青年及學生承諾成為推廣大使，努力向

親友介紹國家憲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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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13.  《香港參與國家改

革開放志》出版典

禮暨《粵港澳大灣

區志》合作備忘錄

簽署儀式  

 

電視節目   

 

電視 32 

2021 年 12 月 6 日

15:00-16:30 播出  

 

港台電視 32 現場直播《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志》出

版典禮暨《粵港澳大灣區志》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  

 

 

14.  美食文化地圖  

 

電視節目  

 

電視 31 

逢星期六 22:00-23:00 播

出  

 

透過記者尋訪，展示新疆的多種面貌。除了絕色風景外，

還有其獨特的飲食文化及背後的故事。  

15.  人間世  

 

電視節目  

 

電視 31 

逢星期日 22:00-23:00 播

出  

 

由上海廣播電視台製作，以醫療為主題的紀錄片。紀錄

片以醫院為拍攝原點，聚焦醫患關係，展現真實的人間

世態。攝制組抓取一般觀眾無法看到的真實場景，讓觀

眾更深入瞭解醫患關係和「真實的人間世態」。  

 

16.  灣區全媒睇  

 

電視節目  

 

電視 31 

逢星期二、四 14:05-

14:20 播出  

 

(廣州市廣播電視台亦會

安抗戶播放 ) 

 

第一個香港電台和廣州市廣播電視台常設的資訊合作

節目。透過互換訊息，以增進兩地的了解。  

17.  開心教室之放眼大

灣區  

電台第一台  

逢星期五於「開心日

隨著大灣區發展日趨完善，香港與內地居民互通，無論

旅遊、就業、創業、升學，甚至定居的人數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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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電台節目  

 

報」節目時段內 11:00-

11:30 播出  

香港電台第一台家庭雜誌式節目「開心日報」推出「開

心教室之放眼大灣區」環節，內容涵蓋大灣區的衣食住

行，並邀請嘉賓分享在當地的創業以至置業的故事，讓

聽眾進一步了解大灣區文化、經濟、飲食、生活等各個

範疇，一起放眼大灣區！  

 

18.  五十年後  

 

電台節目  

 

電台第一台  

逢星期六 14:00-15:00 播

出  

清談節目，嘉賓葉國華談談中國與香港的未來。  

19.  憲法一分鐘  

 

電台節目  

 

電台第一台  

2021 年 11 月 29 日至

2022 年 1 月 23:00 播出  

 

香港著名法律學者、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教授，用專業但簡單易明的例

子，從“什麼是憲法”說起。  

20.  政壇新秀訓練班  

 

電台節目  

 

電台第一台  

2021 年 12 月 4 日

15:00-16:00 播出  

邀請專家 /學者，就憲法日與學生解說憲法，提升市民的

國民意識及身份認同。  

21.  灣區生活一小時  

 

電台節目  

 

電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 09:00-10:00 播

出  

專訪各界嘉賓，分享在灣區生活和發展經驗，讓聽眾能

從更多角度去了解各行各業的經濟發展及文化交流。  

22.  國家安全教育通通

識  

 

電視及電台節目  

 

電台第二台  

2021 年 11 月 29 日至

2022 年 2 月 14 日  

 

電視 31 

就著國家安全的六大範疇，包括：政治安全、國土安全、

經濟安全、網絡安全、科技安全、太空安全製作聲音及

視像片段，提升大眾對國家安全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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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2021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2 年 4 月 10 日  

 

23.  大灣區音樂廳  

(GBA Concert 

Hall) 

 

電台節目  

電台第四台  

2021 年 11 月 2 日至 30

日，逢星期二 20:00-

22:00 播出，共五集  

與大灣區內的電台、音樂場館及樂團等合作，展現區內

古典音樂精英的演出。其中包括兩場於星海音樂廳舉行

的音樂會、另外兩場於深圳音樂廳舉行的「美麗星期天」

公益音樂會、深圳交響樂團在林大葉的領導下的演出，

以及由來自大灣區城市的香港演藝學院年青演奏家演

奏中樂、西樂及新創作等。  

 

24.  灣區粵韻  

 

電台節目  

電台第五台  

2021 年 10 月 16 日起，

於「戲曲天地」時段

16:00-17:00 播出  

 

 

由廣東廣播電視台南方生活廣播、香港電台第五台、澳

門廣播電視有限公司澳門電台，三地聯合製作。旨在進

一步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在粵劇承傳、推廣、教育、研究  

及發展等各方面的交流與合作，提供三地粵劇藝人的訪

問及最新歌曲， 讓聽眾了解他們的近況、演出活動及最

新粵劇發展資訊。  

 

25.  魅力中國  

 

電台節目  

 

電台普通話台  

逢星期日 12:00-13:00 播

出，每集約 30 分鐘  

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與香港電台普通話台聯合製作的

綜合文化雜誌式節目。有歷經滄桑的悠久中華文化，也

能感受當下的時代脈搏。  

26.  飛越大中華  

 

電台節目  

 

電台普通話台  

逢星期日 12:00-13:00 播

出  

由普通話台製作，探討包括大中華經濟圈的潛力與遠

景、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規劃，以及「一帶一路」的長

遠建設等領域。  

27.  世紀長征菁英問答 電台普通話台及電視 32 「世紀長征」籌備委員會、香港電台普通話台全力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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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比賽  

 

電台及電視節目  

 

2021 年 11 月 20 日

17:00 播出  

教育局全力支持「世紀長征菁英問答比賽」，希望透過活

動，加深年輕人對中華文化的了解，增進對國家發展的

認識。  

 

「世紀長征 -學界菁英問答比賽」，及「世紀長征 -香港青

少年制服團隊菁英問答比賽」，以 100 集世紀長征聲音

檔案內容為範疇，設計問答比賽，分別有 48 間學校及

13 隊香港青少年制服團隊參與。  

 

經過過去半年多輪比賽，最後將由 4 間學校及 3 隊青少

年制服團隊在決賽日，分別角逐冠、亞、季軍。  

 

28.  國劇 830 專頁  

 

香港電台網站  

 

新增《喬家的兒女》、《敢教日月換新天》、《覺醒年代》、

《大江大河  2》等多套國劇專頁，網頁提供豐富的內容

及角色介紹、主題曲及演員訪問短片，觀眾可隨時網上

重溫收看各集戲劇及紀錄片製作，了解國家近代發展。  

 

29.  香港電台 10 月國

慶系列特備網頁  

 

香港電台網站  

 

特備網頁包羅國慶升旗儀式暨慶祝酒會、文藝晚會、中

港兩地電視台合作的資訊節目，亦有大型文獻專題片，

以及描述中國社會發展變遷的電視劇目。  

 

30.  認識國家憲法、基

本法與國安法特備

網頁  

 

香港電台網站  

 

特備網頁結集香港電台相關製作，增加市民對「一國兩

制」及其在港實施情況的認識，培養對公民及國民身分

的認同感。  

31.  大灣區生活系列專 香港電台網站  專題網頁透過一連串香港電台的電視及電台製作，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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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頁   民走入大灣區不同城市，了解其中的風貌及生活。  

 

B. 為市民提供資訊  

(i) 防疫資訊  

32.  2019 冠狀病毒病

個案最新情況簡報

會  

 

電視節目  

 

電視 32 

每日下午 16:30 直播  

(視乎衞生署衞生防護中

心有否安排記者會 ) 

直播記者會，報導最新 2019 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及檢

疫安排。  

33.  第九屆健康城市聯

盟國際大會  

 

電視節目  

 

電視 32 

2021 年 11 月 3 日至 5

日  

今屆以「疫情下的智慧健康城市」為主題，探討全球現

時面對疫情下相關醫療衞生及健康城市的議題。  

 

34.  「全城 DaDaDa」  

及「我們在乎你」

宣傳聲帶  

 

電台節目  

 

電台第一台、第二台、

第五台及普通話台  

每天播出約 3 次  

呼籲市民齊齊打疫苗，保護家人及自己。  

35.  「預防 2019 冠狀

病毒疫苗」衛生訊

息 (小數族裔語言

版 ) 

 

電台普通話台  

逢星期五至星期日 2000-

2300「社區參與廣播」

時段中播出  

 

由衛生署提供，以小數族裔語言錄製的衛生訊息，向小

數族裔社群發放有關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的資訊。

目前播放的少數族裔語言包括 Nepali、Punjabi、Thai、  

Hindi、Bahasa Indonesia、Tagalog 及 Ur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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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電台節目  

 

(ii) 政府資訊  

36.  政府澄清訊息（配

以手語 )及訊息分

享「睇真 D 知多

D」  

 

電視節目  

 

電視 32 

 

播放由政府新聞處提供的政府澄清訊息並為其配以手

語及訊息分享「睇真 D 知多 D」。  

37.  2021 立法會換屆

選舉資訊短片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10 月 20 日起播

出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定於 2021 年 12 月 19 日舉行，今次

選舉方式及選舉產生辦法跟過往有所不同。本節目將從

不同層面解釋這次選舉的各項要點。  

 

38.  M+開幕傳媒預覽  

 

電視節目  

 

電視 32 

2021 年 11 月 11 日

16:00-16:25 播出  

 

位於香港西九文化區，亞洲首間全球性當代視覺文化博

物館 M+於 2021 年 11 月 12 日正式開放予公眾參觀，港

台電視 32 現場直播開幕儀式。  

 

39.  2021 年立法會換

屆選舉網上候選人

簡介會  

 

電視節目  

 

電視 32 

2021 年 11 月 19 日

19:30-21:00 

港台電視 32 直播立法會換屆選舉網上候選人簡介會。  

 

40.  選戰 2021-功能界

別論壇  

電台第一台  

2021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節目為《2021 年立法會選舉》功能組別候選人提供參選

理念、政綱介紹及辯論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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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電台及電視節目  

 

月 18 日，逢星期一至五

17:00-18:00；逢星期六

0800-0900 播出，集數視

乎競逐情況而定  

 

電視 31 

2021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8 日  

逢星期一至五播出  

(直播 ) 17:00-18:00 

(字幕版 ) 21:30-22:00 

 

逢星期六播出  

(直播 ) 08:00-09:00 

(字幕版 ) 19:05-20:00 

 

41.  選戰 2021-地區直

選論壇  

 

電台及電視節目  

 

電台第一台  

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14

日，逢星期一至五

08:00-09:00 播出，共 10

集  

 

電視 31 

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14

日，逢星期一至五播出  

(直播 ) 08:00-09:00 

節目為《2021 年立法會選舉》地方選區候選人提供參選

理念、政綱介紹及辯論的平台。節目會以直播、字幕版

及烏都語版在不同時段播出。每個選區一個論壇，共十

集，每集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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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字幕版 ) 19:05-20:00 

(烏都語版 ) 2021 年 12

月 2 日至 15 日 09:30 - 

10:30 

 

42.  選戰 2021-聽其言  

 

電台及電視節目  

 

電台第一台  

(i) 地區直選及功能界別  

2021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8 日，逢星期一至

日，每日每集播出三次  

 

(ii) 選舉委員會界別  

2021 年 12 月 5 日及 12

月 12 日，逢星期日

17:00-18:00 播出，總集

數視乎競逐情況而定  

 

電視 31 

2021 年 12 月 6 日至 17

日  

 

逢星期一至五播出  

(功能界別 ) 

10:55-11:00，21:15-

21:20 

(地方選區 ) 

《2021 立法會選舉》候選人政綱介紹，每集三分鐘，包

含的選區或界別數目視乎競逐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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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15:00-15:05，21:20-

21:25 

 

逢星期六、日播出  

(選舉委員會 ) 

11:45-12:00，21:15-

21:30 

 

43.  2021 施政報告特

備網頁  

 

香港電台網站  

 

特備網頁提供施政報告發表及記者會之直播和重溫，並

網羅相關香港電台新聞及電台電視時事節目，全面報道

行政長官最新一份《施政報告》內容。  

 

44.  2021 立法會換屆

選舉特備網頁  

香港電台網站  

 

特備網頁結集香港電台製播有關 2021 立法會換屆選舉

的資訊及新聞節目，讓市民了解立法會的組成與產生辦

法及各候選人理念，為投票前作好準備。  

 

C. 提供平台，鼓勵和方便社區參與廣播  

45.  Hashtag# Hong 

Kong 

 

電台節目  

 

電台第三台  

逢星期日 08:15-08:25 播

出  

邀請不同法定機構或非牟利組織代表分享資訊。  

46.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

(CIBS)第 34 季 -創

科女將  

 

電台普通話台  

逢星期一至四 20:00-

22:00  

星期五至星期日 20:00-

隨著社會進步，傳統被男性主導的創科行業，亦不乏女

性加入，當中亦有不少女性創業者。節目會為大家探討

新時代創科女性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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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電台節目  23:00 播出  

47.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

(CIBS)第 34 季 -加

油吧！香港排球

人！  

 

電台節目  

 

電台普通話台  

逢星期一至四 20:00-

22:00  

星期五至星期日 20:00-

23:00 播出  

排球在香港一直沒有太多人關注，或者需要帶路者才能

夠認識排球的熱血故事。節目希望讓聽眾認識在不同層

面努力、奮鬥、發光發熱的排球人。  

48.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

(CIBS)第 34 季 -拉

丁節拍  

Latino Beats  

 

電台節目  

 

電台普通話台  

逢星期一至四 20:00-

22:00  

星期五至星期日 20:00-

23:00 播出  

拉丁美洲就像一個大熔爐，受非洲、西班牙及原住民的

文化影響，各種音樂風格和流派在此地相遇、結合。有

性感的莎莎、激情的探戈、甜蜜的巴薩諾瓦。拉丁美洲

的音樂種類多不勝數。節目以英語及西班牙語播出。  

49.  CIBS AWARDS 社

區參與廣播節目大

賞 2021 

 

電台及電視節目  

 

電台第一台  

2021 年 12 月 26 日

21:00-22:00 播出  

 

電視 31 

2021 年 12 月 27 日

21:30-22:00 播出  

 

為肯定 CIBS 製作人對社區及廣播界的貢獻，香港電台

舉辦《CIBS AWARDS 社區參與廣播節目大賞 2021》，

以表揚及嘉許優秀的 CIBS 電台節目。所有 CIBS 第二

十一季至第三十季節目均具參賽資格。結果預計於 12 月

公布。  

D. 鼓勵社會共融及多元化，增加不同文化、語言、宗教和種族的認識與包容  

50.  大師對談  

 

電視 31 

逢星期四 20:00-20:30 播

節目由李燦榮及傳燈法師主持。每集按不同主題，由主

持人分享人生智慧和生命內在操練。另外，音樂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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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電視節目  出  

 

陳明憙每集透過音樂分享平靜心靈妙法。  

 

51.  聽出好戲勢  

 

電視節目  

電視 31 

逢星期五 09:30-10:30 播

出  

 

香港電台繼續製作一系列口述電視節目，以生動旁白敘

述影像，重新配音，將影片中的視覺成分，如空間佈景、

場景、人物表情、動作等用語言加以解釋與描述，視障

人士可與家人朋友共同觀賞節目。促進共融。  

 

52.  聽出好戲勢 -共融

版  

 

口述影像手機應用

程式  

 

電視 31 

逢星期六 18:00-19:00 播

出  

 

讓視障人士可透過應用程式與健聽的家人朋友同步欣

賞一系列電視戲劇節目。  

 

53.  演藝盛薈：共融舞

台劇《逆風而行

2.0》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11 月 28 日

13:00-14:35 播出  

 

共融舞台劇《逆風而行 2.0》是糊塗戲班「賽馬會無障礙

劇團『心影聲動』共融教育推廣計劃」的年度大型演出。

超過七十位擁有不同的能力的演員，包括有視障、動障、

心障及健全人士，在經過三個月緊密的排練，克服了身

體和心理限制後演出。  

54.  夢想號啟航  

 

電台節目  

電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 10:00-11:00 播

出  

一個收集和分享夢想故事的節目，主持黎穎瑜 Jade 希望

藉此平台，尋找現實中在各領域追尋及實踐夢想的人，

為聽眾提供同路人的追夢故事，一起體會當中的堅持和

智慧。  

 

55.  Language 

Academy-德文  

 

電台第二台  

2021 年 12 月 5 日起，

每集因應特定主題，教聽眾講德文之餘，亦讓聽眾對德

國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打破大家對德國的刻版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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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電台節目  

 

逢星期日 20:00-20:30 播

出  

 

56.  Operation Santa 

Claus 

 

電台活動  

 

電台第三台  

受惠機構代表訪問環

節，2021 年 11 月 3 日

起，於不同節目中播出  

由香港電台第三台與南華早報攜手合辦的年度籌款活

動「愛心聖誕大行動」，揭幕禮於 11 月 3 日舉行。今年

活動以「表演藝術」為主題，透過 18 家受惠團體的服務

計劃，為香港的弱勢社群提供援助。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應邀出席活動。  

 

大行動今年所籌得的善款將資助 18 家受惠團體的慈善

項目，服務範圍涵蓋兒童及青少年、長者、身體傷殘及

智障人士等。  

 

57.  光影無限 like 

 

電台節目  

 

電台第五台  

每月第一個星期日

18:45-21:00 播出  

將電影、舞台劇及電視節目製作為口述影像節目，服務

視障人士。例如：電影《一念無明》、《點五步》、《非

同凡響》、《男人四十》、《小 Q》；舞台劇《有飯自

然香》、《梨花夢》、「孔子•回首 63」；電視劇《獅

子山下》2020、《義想天開》及《星星的孩子》。  

 

58.  東華三院 E 大調合

奏團：歲月如歌音

樂會  

 

電台節目  

 

電台第五台  

2021 年 11 月 5 日

16:30-18:00 播出  

推動「長幼共融，黃金承傳」為主軸，聯合製作“東華

三院 E 大調合奏團：歲月如歌音樂會”。  

E 大調合奏團與年青及資深歌手攜手，以經典歌曲重溫

香港昔日情懷，為長者注滿正能量，以樂觀心態迎接未

來不同挑戰，共同展望未來發展。  

59.  工展會 2021  推廣香港歷史最悠久、規模最龐大及入場人數最多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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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電台第一台 :守下

拍旅遊．工展樂悠

悠  

 

電台第五台 :戲曲

天地 -喜粵大格鬥  

 

電台普通話 :動感

聖誕大家 Fun 

 

電台節目  

 

電台第一台  

2021 年 12 月 25 日

16:00 

 

 

電台第五台  

2021 年 12 月 27 日

13:00 

 

電台普通話台  

2021 年 12 月 27 日

14:00 

 

型戶外嘉年華。支持本地工業，鼓勵在港商界。  

E. 提供教育資訊及資源，鼓勵各階層及不同年齡人士終身學習  

(i)長者節目   
60.  出耆好玩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11 月 19 日

21:30-22:30 及 2021 年

12 月 24 日起，逢星期

五 21:30-22:30 播出  

 

《出耆好玩》以長者觀眾為目標，內容包括現場遊戲、

音樂環節、生活小貼士等等，並輔以外景專題，希望每

星期都能帶給長者觀眾歡笑、資訊和話題。  

 

61.  香江暖流  

 

電台電視同步播放  

 

電台第五台及電視 31 

逢星期一至五 11:00-

12:00 播出  

電台電視同步直播的遊戲節目，集腦力、智力、創造力

於一身，帶來最貼近銀髮一族嘅生活、醫學、消閒資訊。 

 

將樂齡科技融入節目的遊戲中，以輕鬆的方式，提供重

要的長者及健康資訊，亦透過與長者於節目中的互動，

促進長幼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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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62.  長者港鐵安全運動

2021 

 

電台及電視節目  

 

電台第五台及電視 31 

2021 年 11 月開始  

香港電台第五台與港鐵再合辦「長者港鐵安全運動」，

向「老友記」宣揚鐵路安全貼士。電視版本《香港暖流》

將加插小遊戲「極速 15 秒」，在 11 月 17 日至 30 日播

出。  

 

63.  長者年度十大要聞

回顧  

 

電台及電視節目  

 

電台第五台及電視 31 

2021 年 12 月 22 日

11:10-12:00 播出  

為鼓勵市民大眾關注長者事務，推動銀髮族的優質生

活，香港電台第五台將繼續舉辦「長者年度十大要聞回

顧」，選出年度要聞，冀能提升社會人士關注長者福利

需要。  

64.  樂齡是敢的  

 

電台節目  

 

電台第五台  

逢星期五 20:00-21:00 播

出  

今時今日的長者，充滿活力，對世界充滿好奇。節目邀

請長者們一齊衝破障礙，多作嘗試，探究不同的可能

性！  

 

65.  耆力量  

 

電台節目  

 

電台第五台  

逢星期六 10:00-13:00 播

出  

 

連結網頁與電台互動式長者節目，鼓勵長者增加自信、

發揮潛能。  

66.  寵愛物語  

 

電台節目  

 

電台第五台  

逢星期六 17:00-18:00 播

出  

 

以長者及寵物愛好者為目標聽眾，每集從不同角度，或

邀請嘉賓，分享餵養寵物的資訊，同時帶出寵物為長者

良伴的訊息，從而提升大眾關注關愛長者和寵物的概

念；讓公眾認識寵物對人類健康的作用，如解除焦慮，

改善免疫系統等，並提升公眾對寵物權益的關注。  

 

67.  第五台長進課程  電台第五台  以長者及其照顧者為目標聽眾，每集邀請臨床心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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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心”愛著你》  

 

電台節目  

 

2021 年 10 月 4 日至

2022 年 3 月 28 日，逢

星期一 20:00-20:30 播

出，共 26 集  

 

從不同角度出發，剖析長者及其照顧者常見的情緒問

題，並建議及提供保持心理健康的方法，從而加強長者

精神健康的教育。  

68.  長者道路安全考考

你問答遊戲  

 

電台節目  

 

電台第五台  

2021 年 10 月 18 日至 12

月 10 日  

與道路安全議會合辦的交通安全有獎問答遊戲，藉以向

長者宣傳道路安全訊息。環節將於節目《香港暖流》和

《有你同行》內播出。  

(ii)其他節目  

69.  醫生與你  

 

電視節目  

 

 

電視 31 

逢星期一至五 19:35-

20:00 播出  

現今都市人日漸注重生活質素，而身體狀況乃決定一個

人的生活質素水平，所以健康醫療資訊尤為重要。《醫

生與你》以多角度、全方位讓觀眾認識各類疾病的病徵、

病理根源、醫治方案以及預防方法等，務求令觀眾可以

對各種疾病有更深了解，以減輕對疾病的擔憂及恐懼。  

 

70.  大自然生態人第二

季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8 月 7 日至 12

月 18 日，逢星期六

23:20-23:30 播出  

 

香港有不少生態硏究員長年從事有關科硏的工作，節目

透過介紹生態硏究員的工作及他們背後的故事，讓市民

更明白他們的努力和成果。  

71.  一齊闖天下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9 月 20 日起，

逢星期一 22:00-23:00 播

出  

帶領觀眾遊歷世界各地，細味異地文化及迷人景色，讓

觀眾即使安坐家中也能看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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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優悠在四方 -出位

家族 2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9 月 23 日至 11

月 4 日，逢星期四

22:00-23:00 播出  

電視節目主持暨製作人史黛斯杜莉將會帶領觀眾走訪

六個英國家庭，親身經歷他們的日常生活，帶出了各人

對愛情、關係、宗教、育兒方式及金錢等議題的獨特見

解。  

73.  香港故事 -忘憂‧

日常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9 月 27 日至 11

月 29 日，逢星期一

20:00-20:30 播出  

 

介紹香港不同界別及階層的市民，經歷過疫情的來襲

後，通過不同的方法、形式，撫平自己的傷痛，為未來

的生活注入重新動力。  

 

74.  做個健康快活人

(第三季 )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10 月 4 日至 11

月 2 日，逢星期一至五

19:35-20:00 播出  

 

一連 20 集的《做個健康快活人 (第三季 )》關心觀眾的健

康和營養飲食，「鬆 Easy 特訓班」有健身教練 Aggie 為

不同能力人士設計一系列體能訓練；「健康講場」由主

持 Lily 和註冊營養師 Anson 拆解食物的迷思。  

75.  歷史二三事–深海

尋船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10 月 5 日至 11

月 16 日，逢星期二

22:00-23:00 播出  

 

憑藉最先進的技術和最先進的設備，在危險和不確定性

中，拍攝團隊深入探索世界上六處最壯觀的沉船災難的

遺跡。  

76.  大自然逐樣解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10 月 19 日起，

逄星期二 20:00-20:30 播

出  

 

大自然逐樣以雜誌式，透過不同環節、專家去拆解香港

大自然的種種現象。  

77.  優悠在四方–超級 電視 31 節目主持人魯爾將會去到不同國家，拜訪居住在地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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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  

 

電視節目  

 

2021 年 11 月 11 日起，

逢星期四 22:00-23:00 播

出  

 

最偏僻的角落，擁有獨特的基因，能夠在極端環境及氣

候下生存的「超級人類」。透過與當地人的交流，魯爾

亦會明白到全球氣候變化，怎樣影響到這班超級人類的

日常生活。  

 

78.  歷史二三事–致命

一擊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11 月 23 日起，

逢星期二 22:00-23:00 播

出  

 

節目透過法醫研究和實證理據來探索我們這個時代一

些最著名、最獨特和最不尋常的暗殺事件。  

79.  香港故事–世紀物

語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12 月 6 日起，

逢星期一 20:00-20:30 播

出  

 

今輯《香港故事》，我們會由昔日的人、物、事開始，

一個上世紀的磨草藥工具，一個金屬打票機，一個上百

年的玻璃奶瓶，每一件保留下來的東西都有它的原因與

故事，透過不同的小故事，讓我們一起看我城今昔前後

的改變。  

 

80.  科學為民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起，

逢星期五 20:00-20:30 播

出  

今年適逢「科學為民」服務巡禮十五周年，為了讓市民

進一步了解參與服務巡禮部門的創新科技項目，「科學

為民」團隊與香港電台電視部合作製作三集電視節目，

從「智慧城市」、「共享數據」及「綠色可持續發展」

等科技命題，探討各政府部門如何善用創新科技應對未

來的挑戰。  

 

81.  知情識趣 31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12 月 /2022 年 1

月播出  

以輕鬆形式，提升學生及大眾的知識水平及國民身份認

同，《知識識趣 31》全港初中生問答比賽。邀請全港初

中學生以隊伍形式參與問答比賽，爭奪冠軍寶座。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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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主題包括：語文、生活、歷史、數理、地理、成語、

國民教育等。  

 

82.  一分鐘閱讀  

 

電台節目  

 

電台第一台  

逢星期一至五播出  

節目中各主持暢談他們的讀書心得，分享他們從書中獲

得的知識。希望大家每天用少許時間，讓閱讀豐富人生。 

為了擴闊聽眾群、讓書單更多樣化，除原有主持外，雙

數月份將邀請另外四位不同年齡、不同背景的文化人 /作

家加入團隊，介紹不同種類的好書。  

 

83.  一起走過 II 

 

電台節目  

電台第一台  

2021 年 11 月 6 日，逢

星期六 20:20-24:00 播出  

第一季節目深受聽眾歡迎，於第二季，楊紹鴻將夥拍同

樣是電視台出身的藝人寶珮如，透過輕鬆的訪談，讓嘉

賓道出在演藝界發展的心路歷程。  

 

84.  終身美麗  

 

電台節目  

 

電台第二台  

2021 年 11 月 13 日，逢

星期六 16:00-17:00 播出  

節目旨在激發生活動力，鼓勵年輕人積極自我增值，從

自己做起，建立健康自信人生。年輕人經常缺乏自信，

不懂待人接物，但只要認識自身特點，可以增強自信，

邁向成功之路。潮流並不是花大錢，走在流行尖端，亦

不是標奇立異，只要有創意，知道其中道理，誰人都可

以成為潮流達人。  

 

85.  與文字約會  

 

電台活動及節目  

 

電台第五台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2

月於不同時段播出，並

於「與文字約會」  特備

網頁定期上載相關內容  

 

與香港公共圖書館合辦的文化活動，鼓勵大眾積極閱

讀。除了在不同時段轉播有關活動外，亦會於「與文字

約會」網頁定期上載書籍選節的文字及聲音檔，讀者登

記其閱讀過程可獲得紀念品。此外並設有書籍佳句插畫

創作比賽、讀書會及作家和名人閱讀心得影片等多項網

上互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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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F. 激發市民創意，積極引起市民對文化藝術活動的興趣  

86.  《文化日常》時段

-Bang Bang 聲：

樂天派對  

 

電視節目  

 

電視 31 

逢星期一 19:10-19:35 播

出  

以小型音樂會邀請不同樂隊或組合，與觀眾來個音樂交

流，帶給觀眾現場震撼感受。  

87.  《文化日常》時段

-呼吸美學（第二

季）  

 

電視節目  

 

電視 31 

逢星期二 19:10-19:35 播

出  

與香港藝術館合作，以藝術欣賞為主的美學教育節目。

透過藝術工作者及學者對畫作的介紹，讓觀眾更深入地

了解一些中外名畫的優美及其背後所表達的意思。  

88.  《文化日常》時段

-藝坊  

 

電視節目  

 

電視 31 

逢星期三 19:05-19:35 播

出  

採訪不同藝術、音樂、文學、電影以及其他相關活動，

展現香港的藝術文化面貌。  

89.  周末港藝力  

 

電視節目  

 

電視 31 

逢星期六 19:05-20:00 播

出  

一小時雜誌式直播節目，介紹城中每週舞台演出、藝術

展覽、電影舞蹈演藝活動，更會請來台前幕後藝術表演

工作者與你分享創作心得。  

90.  《文化日常》時段

-演藝盛薈‧音樂

盛宴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7 月 23 日至 11

月 19 日，逢星期五

19:05-19:35 播出  

廣邀民間高手，用音符交織美妙樂章，譜出美妙樂曲，

給身邊的人打氣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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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文化日常》時段

-演藝盛薈．開放

舞台：貝多芬誕辰

250 周年  

香港巴羅克室樂團

與張緯晴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11 月 6 日

13:00-14:10 播出  

由香港作曲家葉浩堃擔任主持，帶領大家欣賞香港巴羅

克室樂團，為慶祝貝多芬誕生 250 周年，於香港文化中

心音樂廳舉行的音樂會。  

92.  《文化日常》時段

-演藝盛薈．開放

舞台：貝多芬誕辰

250 周年  

天空交響曲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11 月 13 日

13:00-14:25 播出  

《天空交響曲》音樂會，以演奏加合唱配以影片播放的

跨媒體模式進行，由音樂家梁建楓擔任音樂總監及總指

揮的香港樂團，演奏貝多芬的七段精選作品樂章，配以

攝影師李秀恒在肯尼亞及坦桑尼亞拍攝的相片及影片，

用非一般角度俯視貝多芬的名曲，極盡視聽之娛。  

93.  《文化日常》時段

-演藝盛薈．開放

舞台：Wong Way 

Down 爵士音樂會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11 月 20 日

13:00-14:10 播出  

Wong Way Down 是香港前衛藝術性搖擺樂隊，以演奏節

奏快，精力充沛的爵士音樂著稱。樂隊這次在糅合中西

之美的一級歷史建築虎豹樂圃，為樂迷締造一個獨特又

難忘的爵士之旅。  

 

94.  《文化日常》時段

-粵樂薪傳  

 

電視 31 

2021 年 11 月 26 日起，

《粵樂薪傳》會展現當代香港作曲家粵樂作品，有系統

地以植根傳統的理念來建構粵樂的脈絡。專業樂團竹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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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節目  

 

逢星期五 19:10-19:35 播

出  

 

小集在節目內演奏十五首粵樂作品，包括九首樂團委約

作品，其中三首更是 2021 年的新作。節目中，主持郭嘉

瑩會訪問作曲家的創作理念、曲風、技巧、特色等，令

觀眾對當代粵樂作品有多一層的認識。  

 

95.  《文化日常》時段

-演藝盛薈．開放

舞台：遊弦活樂唱

南音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11 月 27 日

13:00-14:05 播出  

本集《演藝盛薈．開放舞台》帶大家到虎豹樂圃，在一

級歷史建築內，欣賞美妙的「南音演唱  x 椰胡 x 三弦拍

和」音樂地方選區會，讓樂迷走進音樂、文化和歷史的

世界。胡琴演奏家李家謙、新進粵劇演員郭啟輝，以及

三弦演奏家蕭穎芝會為大家帶來《遊十殿》、《中山狼

傳》及廣東小曲《花間蝶》。其中《遊十殿》唱出夢遊

地府十王殿的情景，與昔日虎豹別墅萬金油花園裏的

「十王殿」浮雕壁畫互相呼應。雖然萬金油花園已於

2004 年拆卸，觀眾仍可透過音樂細味這段珍貴的集體回

憶。  

 

96.  《文化日常》時段

-演藝盛薈．開放

舞台：  

本地樂團    

久．候音樂會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12 月 4 日

13:00-15:00 播出  

今集節目由本地樂團 (Ponte Orchestra)於香港大會堂音

樂廳舉行的音樂會，為觀眾演奏多首耳熟能詳的古典及

音樂劇名作，希望以音樂作橋樑為大家打氣。  

97.  《文化日常》時段

-演藝盛薈．開放

電視 31 

2021 年 12 月 11 日

城市當代舞蹈團的舞蹈作品 RE-MARK，是舞蹈家桑吉

加延續於意大利佛羅倫斯「法比加藝術節」的創作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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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  

RE-MARK 

 

電視節目  

 

13:00-14:15 播出  與一眾舞者發掘對城市的記憶，重新描繪城市的痕跡。

RE-MARK 大量以手連繋的意象編進作品當中，在張弛

有度的舞蹈動作間，及在音樂家龔志成的原創音欒配合

下，去表達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張力，互相支持及互相排

擠的情景。桑吉加連同十三位舞者透過 RE-MARK，貫

徹對身體、城市空間和記憶的思考，以「關愛」及「互

助」重新尋找、記錄屬於香港的印記。  

 

98.  《文化日常》時段

-Art like 有條路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12 月 16 日起，

逢星期四 19:10-19:35 播

出  

 

《Art Like 有條路》希望邀請觀眾來一場文藝散步：由

藝術家的介紹為起點，透過他們的作品追溯創作過程，

分享他們的尋藝之路；一段回憶、一場對話，不單可以

豐富藝術創作，也可以讓生活得以更新、滋潤和充實。

喜愛藝術，由此開始。  

 

99.  《文化日常》時段

-演藝盛薈．開放

舞台：致明日音樂

會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12 月 18 日

13:00-14:10 播出  

《致明日音樂會》是一場以爵士形式純樂器演奏流行曲

的網上音樂會，演出的音樂人有 CY Leo（口琴）、Joyce 

Cheung（鍵琴）、Justin Siu（低音大提琴）、Blue Kwok 

（鼓）。  

100.  《文化日常》時段

-觸感•色彩共融

慈善音樂會 2021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12 月 19 日

20:00-22:00 播出  

《觸感•色彩共融慈善音樂會 2021》演出團體有香港共

融樂團，也邀請來自新加坡的樂團及其他國家的演奏家

參與演出，當中包括視障人士，殘疾人士及健全人士。

藉此提升大眾對殘疾人士的關注之餘，亦希望為香港的

殘疾人士帶來一個不分國界領域的音樂晚會上，通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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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走得更遠。  
 

101.  《文化日常》時段

-演藝盛薈：甩隙

咔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12 月 26 日

13:00-14:35 播出  

城市當代舞蹈團的合家歡舞蹈作品《甩隙咔》，是編舞

伍宇烈以經典芭蕾舞劇《胡桃夾子》 nutcracker 作為藍

本，編寫關於製造士兵公仔的老工匠故事。現代港版《演

藝盛薈：甩隙咔》探討「團聚」，老工匠希望能與家人

共度佳節。一個人，一個屋企，多個紙箱，伴隨著柴可

夫斯基的音樂，帶大家走一趟穿越夢境回憶之旅。  

 

102.  《文化日常》時段

-美樂說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12 月 31 日，逢

星期五 19:10-19:35 播出  

每集會邀請音樂人深入訪談，天南地北，了無邊際，訪

談內容可以是作品特色、演奏技巧，也可以是一些音樂

故事等。除了訪談之外，也會即場演奏或就著訪談內容

示範演奏技巧，為觀眾帶來一個既輕鬆又充滿音樂氣色

的晚上。  

 

103.  獅子山下好音樂  

 

電台及電視節目  

 

電視 31 及電台第二台  

2021 年 12 月 /2022 年 1

月播出  

 

 

全新音樂節目，將錄影移師香港電台的天台舉行，以本

地流行音樂為主題，除了介紹最新歌曲外，亦會邀請歌

手出席分享歌曲製作過程及作現場演出。為了增加觀眾

欣賞演出的可觀性，節目演出部份，會以現場演奏為主。 

104.  戲曲天地：演藝承

傳林家聲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12 月 /2022 年 1

月播出  

《戲曲天地：演藝承傳林家聲》共 27 集，其中播放一集

由馬浚偉主持之林家聲特輯及二十六集經典戲寶，讓大

眾重溫林家聲於梨園界的精彩演出。  

105.  我們之間  

 

電視 31 

2021 年 12 月 /2022 年 1

四個關於愛的小單元，組合成一輯四集的温馨浪漫的電

視小品，當中包含了親情和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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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電視節目  

 

月  四個單元分別是：《我是中女》、《牆上的兩點豉油跡》、

《字條》、《七十》。  

 

106.  講東講西  

 

電台節目  

 

電台第一台  

逢星期一至五 22:30-

24:00；周日版逢星期日

10:30-12:00 播出  

 

以輕鬆、風趣、淺顯的態度講述不同題材，擴闊知識領

域，網羅文化通識。  

107.  哈林奭失眠  

 

電台節目  

電台第一台  

逢星期日 00:00-02:00 播

出  

三位青年主持，來個文化及科技大碰撞，以文化及科技

角度，加上各自的音樂選擇，介入每個議題，看看會得

出什麼化學反應。  

 

108.  太陽底下新鮮事  

 

電台節目  

 

電台第一台  

逢星期日 17:00-18:00 播

出  

 

介紹香港的科研發明，以及如何將這些科研發明產業

化。主題包括醫療科創、環境／環保科創、基建／建築

科創、AI 應用與科創等。  

109.  知識會社   

 

電台節目  

 

電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 06:00-09:00 播

出  

一週間，社會國際發生各式事件，節目尋找稀奇趣怪人

和事，探究箇中原由根據，發掘誘人小故事，當中包括

推介科技有關的活動或團體。  

 

110.  二台院線  

 

電台節目  

 

電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 10:00-12:00 播

出  

為聽眾提供最新及最全面的電影資訊，以多元及深入角

度欣賞電影。  

111.  漫動作  

 

電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 14:00-16:00 播

動漫文化影響深遠，節目為大家介紹動漫背後的故事；

動漫新聞及新番速遞；解構動漫作品大事件。除了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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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電台節目  

 

出  

 

動漫外，節目亦會邀請嘉賓講解近年本土動漫的發展面

貌。  

 

112.  「情」歌 18.22 首  

 

電台節目  

 

電台第二台  

於  「音樂情人」 (逢星

期一至五 21:00-22:00) 

和「恬淡情懷」(逢星期一

至五 20:00-21:00) 

節目內播出  

 

第二台四十周年台慶的特備環節。「音樂情人」和「恬

淡情懷」的主持人從過去 40 年內，挑選 40 首中外經典

歌曲與聽眾分享。  

 

113.  2000 靚歌真經

典‧18.22 再重聚  

 

電台節目  

 

電台第二台  

2021 年 7 月至 11 月，

每月最後一個星期日

21:00-24:00 播出  

 

第二台四十周年台慶的特備節目。主持區瑞強將邀請第

二台的新舊主持人、唱片騎師和歌手朋友等等，一同以

歌會友。  

114.  2 台樂事 40 年  

 

電台節目  

 

電台第二台  

2021 年 7 月 26 日至 12

月 5 日，每周一集，共

20 集，每集一分鐘  

 

第二台四十周年台慶的特備環節。一連 20 個星期，每周

將會和聽眾回顧第二台過去 40 年所發生的點點滴滴開

心事和難忘回憶。  

115.  弦來是這樣的  

 

電台節目  

 

電台第二台  

2021 年 11 月 13 日，逢

星期六 17:00-18:00 播出  

 

結他是現代流行音樂不可或缺的一部份，無論是民歌小

清新的木結他配唱、電結他標誌性的前奏及扣人心弦的

solo，到 finger style 木結他的 one man band，一支結他

落在高人手中，能奏出無限可能。結他手甚至是樂隊中

的靈魂，可以比主音歌手更為搶鏡。本節目旨在介紹以

結他為主的音樂，透過不同環節向聽眾介紹結他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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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音樂及文化。  

 

116.  Pete’s Magical  

Mystery Tour 

 

電台節目  

 

電台第三台  

逢星期一至五 22:00-

01:00 播出  

節目形式承襲 Uncle Ray 的長壽節目，第一小時播放 60 

及 70 年代金曲，第二小時播放 50 及 60 年代金曲，最

後一小時播放 40 及 50 年代的精選金曲。  

117.  James Ross: 

Greatest Hits of 

Music 

 

電台節目  

 

電台第三台  

逢星期六 18:10-20:00 播

出  

電台第三台推出的其中一個新節目，播放由 60 年代至

今的經典英文金曲。  

118.  歌劇世界   

 

電台節目  

 

電台第四台  

逢星期日 14:00-17:00 播

出  

每星期，男高音譚天樂先生 (每月首星期日 )和資深歌劇

監製盧景文教授 (餘下星期日 ) ，為聽眾精選一套歌劇精

品。  

 

119.  親親童樂日  

 

電台節目  

 

電台第四台  

逢星期日 17:00-18:00 播

出  

每周日下午，羅乃新約定聽眾一齊聽音樂，一齊聽故事。 

 

120.  Remembering 

Bernard Haitink 

 

電台節目  

 

電台第四台  

2021 年 11 月 5 日

20:00-22:00 播出  

紀念在 2021 年 10 月 21 日去世的偉大指揮家 Bernard 

Haitink 的特備節目，分享這位偉大指揮家的生平和錄

音。  

121.  Beethoven’s Piano 電台第四台  貝多芬全套鋼琴奏鳴曲，可視為他的三十二段人生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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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atas: A 

Musical Joruney 

(貝多芬的三十二

段人生詩篇 ) 

 

電台節目  

 

2021 年 11 月 8 日起，

逢星期一 20:00-22:00 播

出，共五集  

影，涵蓋不同時期的創作與人生經歷，串連起來，便是

這位偉大作曲家的藝術演進全紀錄，當中亦可窺見貝多

芬於二十七年間，創作這三十二首不朽作品的心路歷

程、風格蛻變，以及藝術昇華。  

 

在這五集專談貝多芬鋼琴奏鳴曲的節目裡，我們試從文

化角度縱論整套鋼琴奏鳴曲，為不諳樂理的愛樂者作導

讀式簡介。另選來其中十五首稍作停駐討論，並推介錄

音，與眾樂樂，一起踱步於貝多芬的心靈之旅。  

 

122.  Remembering 

Gruberova 

 

電台節目  

 

電台第四台  

2021 年 11 月 26 日

20:00-22:00 播出  

紀念在 2021 年 10 月去世的著名女高音歌劇演唱家的特

備節目。  

123.  Discovering Saint-

saens 

 

電台節目  

 

電台第四台  

2021 年 12 月 5 日起，

逢星期日 10:00-11:00 播

出，共 4 集  

為紀念法國作曲家 Saint-saens 逝世百周年的專題節目，

介紹他的生平及重要作品。  

124.  International 

Rostrum of 

Composers 

 

電台節目  

 

電台第四台  

2021 年 12 月 6 日起，

逢星期一 20:00-22:00 播

出，共 4 集  

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辦的國際作曲家論壇。其歷史更

加悠久，自 1954 年起，來自世界各地的傳媒工作者和作

曲家，每年都會走在一起聆聽各自帶來的新作品，然後

選出得獎者。  

125.  戲曲之夜  

 

電台第五台  為顧及平日需要上班的聽眾，《戲曲之夜》安排在每個



- 32 -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電台節目  

 

逢星期一至日 22:20-

02:00 播出  

晚上播放粵曲，以地方語言介紹京劇、潮劇、越劇等；

務求以同一語言介紹同一劇種，望能令廣大聽眾有更親

切的感受。  

 

126.  舞台進行式  

 

電台節目  

 

電台第五台  

逢星期五 21:00-22:00 播

出  

節目介紹香港的多元文化藝術表演項目，聚焦舞台演

出，廣邀藝術愛好者，親自剖析其創作內容重點，讓聽

眾同步分享。  

127.  戲曲天地 -粵講越

Chill 

 

電台節目  

電台第五台  

2021 年 8 月 4 日至 11

月 17 日，逢星期三

13:30-14:00 播出，共 16

集  

 

以輕鬆對談的方式，專訪劇團的成員，了解他們從藝以

及生活點滴。由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主管（戲曲）

鍾珍珍為嘉賓主持。  

128.  寰聽世界 -寰球會

客室  

 

電台節目  

 

港台普通話台  

逢星期一 15:00-15:30 播

出  

透過訪問，介紹文化藝術節目。  

129.  新人類大世界

「STEM總動員」

環節  

 

電台節目  

 

 

港台普通話台  

逢星期六13:05-15:00新

人類大世界節目內播出  

每周請來中小學分享 STEM 新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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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體育節目  

130.  香港超級青年聯賽

2021-22 

 

電視節目  

 

電視 32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

逢星期五 18:35-22:40 播

出  

香港超級青年聯賽成立於 2020-2021 球季，是香港足球

總會的全新青年聯賽制度，分 U14、U16 及 U18 三個組

別。  

 

香港電台是 2021-22 年度香港超級青年聯賽的官方合作

媒體，港台電視 32 會直播部份「香港超級青年聯賽」賽

事。  

 

131.  超青足球小將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10 月 10 日起，

逢星期日 19:05-20:00 播

出  

「超青足球小將」將會為觀眾送上「香港超級青年聯賽」

的部份比賽精華片段，節目亦會有部份球員的個人專

訪，以增加觀眾對本地青少年球員的認識。  

 

本輯節目提供口述足球影像，視障人士可使用「聽出好

戲勢」流動應用程式選擇同步收聽口述影像旁述。  

 

132.  走在運動的路上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1 年 11 月 9 日至 29

日，逢星期一至四

21:30-22:00 播出  

香港運動員在東奧及殘奧的表現，引發一場全民狂歡，

然而運動員的成績並非成於一朝一夕，除多年苦練的成

果，更是一代又一代運動員將其精神傳承、累積之功。

節目將邀請多位體壇名將，娓娓道出他們的奮鬥故事，

祈盼以運動員拼搏精神為觀眾帶來能量，鼓勵大家培養

堅毅精神；透過眾運動員的分享，節目同時為香港體壇

留下重要紀錄。  

 

133.  港台體壇 123 

 

電台第一台及電視 31 

逢星期一至五 15:00-

每日介紹體壇最新消息，邀請運動專家教大家每天三點

三做運動，同時邀請不同體育界別人士分享體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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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台及電視節目  16:30 播出  

 

134.  十項全能  

 

電台節目  

 

電台第一台  

逢星期六19:00-20:00播

出  

 

體育雜誌式節目，提倡廣學通識的人生態度，在學習多

方面知識的同時，依據興趣與潛能發展出個人專長。節

目內容包括：體壇熱點新聞、體育文化、運動科學、NBA、

全港運動會等。  

 

135.  孟想運動周刊  

 

電台節目  

 

電台普通話台  

逢星期日16:00-17:00播

出  

主持小孟及嘉賓總結一週賽事，運動員訪問及下週賽事

推介。  

 

136.  體壇直播32網頁  

 

香港電台網站  

 

網頁提供「香港超級青年聯賽」精彩賽事重溫，一起支

持本地足球小將及香港運動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