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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委員會文件第 4/2022 號 

2022 年 6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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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至6月的節

目安排，詳情請參閱附件。  
 

 

 
 
 
 
香港電台  
202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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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台節目匯報  
(2022 年 5 月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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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灣區全媒睇  

 
電視節目  
 

電視 31 
逢星期一至五 19:00-19:30
播出  
 
(廣州市廣播電視台亦會安

排播放 ) 
 

《灣區全媒睇》是由廣州廣播電視台駐香港記者站與香

港電台共同出品的新聞資訊類節目，澳門廣播電視有限

公司（澳廣視）在 2022 年 3 月亦加入聯合製作。節目在

香港電台轄下頻道頻率播出，同步供澳廣視及“圈傳

播”新媒體管道播發，並於 2022 年 5 月 9 日，正式於

廣州廣播電視台播出。  

2.  立法群英再出發  
 
電視節目  
 

電視 31 
逢星期二、四 11:00-11:05
播出  
 

本節目介紹本屆立法會全體 90 名議員，讓大眾了解立

法會議員對其工作的展望，強化大眾對立法會的認識。  

3.  議事論事  
 
電視節目  
 

電視 31 
逢星期五 20:00-20:30 播出  

《議事論事》內容主要環繞議員及官員在立法會會議上

的答問和訪問，並以民生議題作重點。論事部份由主持

負責討論該週議會上的題目。  

4.  國劇夜場：叛逆

者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3 月 17 日至 5 月

18 日，逢星期一至五

22:00-23:00 播出  
 

國劇《叛逆者》合共 43 集，講述復興社特訓班學員林楠

笙參加抓捕潛伏在復興社的地下黨任務，經過艱苦鬥爭

和生死考驗，並為黨和國家做出了突出貢獻的故事。  

5.  追夢者  
 

電視 31 節目將著眼於環境保護、法治改革、科技創新、一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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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5 月 6
日，逢星期五 23:00-00:00
播出  

路、民生建設等五大領域，並以這些領域內近五年所取

得的巨大成果為創作內容，選取其中的典型人物和事

件。通過他們在工作和生活中切身的經歷和感受，折射

出國家改革開放 40 年來所取得的成就。  
 

6.  國劇周末影院：

功勳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4 月 10 日至 7 月 3
日，逢星期六、日 11:00-
12:30 播出  
 

國劇《功勳》講述 8 位功勳人物故事，包括《于敏》、

《申紀蘭》、《孫家棟》、《李延年》、《張富清》、

《袁隆平》、《黃旭華》和《屠呦呦》。  

7.  稻之道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4 月 14 日至 5 月

26 日，逢星期四 23:00-
00:00 播出  
 

大型紀錄片《稻之道》，充分挖掘並解讀了一粒稻米背

後的故事。六集內容以“稻”為主線，串聯起了從農業

到科學、歷史、人類學再到一飯一蔬的日常生活的方方

面面。  

8.  「全民國家安全

教育日 2022」特

備節目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4 月 15 日 09:00-
09:05 播出  

本節目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國家安全」的各範疇

及重要性。  

9.  全民國家安全教

育日 2022：微電

影「網絡安全洩

密事件」  
 

電視 31 
2022 年 4 月 15 日 21:30-
22:00 播出  

由香港警務處、油尖旺民政事務處、油尖旺推廣「一國

兩制」委員會合辦，家安全人發展協會製作。節目以網

絡安全的查案故事作藍本以製作微電影，微電影將會結

合選擇解難題目，觀看者將會以第一人稱扮演政府偵查

人員的角色，一同找出真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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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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與祖國同行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5 月 2 日至 5 月 6
日，星期一至五 19:30-
20:00 播出  

《與祖國同行》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港澳與祖國命運與

共、取得輝煌成就的大型電視紀錄片。紀錄片將用詳實

的歷史資料、豐富的影視畫面和大量當事人採訪，深刻

闡述“堅持「一國兩制」，推進祖國統一”的重大現實意

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11.  五四運動升旗禮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5 月 4 日 21:55-
22:00 播出  

為紀念五四運動 103 周年，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動委員會

及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分別於灣仔金紫荊

廣場及其學校禮堂舉行升旗禮，目的是加強香港青少年

的民族自豪感，同時亦希望年輕一輩知古鑒今，認識百

年來中華民族為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矢志奮鬥的歷程，

秉承「五四精神」。  
 

12.  國劇重溫：星辰

大海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5 月 6 日至 6 月 2
日，逢星期一至五 14:30-
16:00 播出  
 

節目重温國劇《星辰大海》，講述時代浪潮裏四個年輕

人的奮鬥故事，期間伴隨着個人命運與時代浪潮的起

伏，夾雜着親情、友情、愛情等嚴峻的人生考驗。  

13.  行政長官選舉候

選人李家超「我

和我們同開新

篇」見面會  
 
電視節目  

電視 31 及 32 
2022 年 5 月 6 日 16:00-
16:55 播出  
 

直播行政長官候選人造勢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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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14.  國劇 830：怪你過

份美麗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5 月 6 日至 5 月 31
日，逢星期一至五 20:30-
22:00 播出   

國劇《怪你過份美麗》是一部都市職場劇，講述「鐵血

經紀人」莫向晚的職場生活，夾雜與她的藝人、老闆、

同事、合作方、傾心相愛的男人和真心相待的朋友的故

事。  

15.  2022 年行政長官

選舉點票直擊  
 
電視及電台節目  
 

電視 31、32 及電台第一台  
2022 年 5 月 8 日 11:30-
13:00 播出  
 

直擊行政長官選舉點票最新情況。  
 

16.  行政長官當選人

記者會  
 
電視節目  
 

電視 31 及 32 
2022 年 5 月 8 日 13:10-
14:00 播出  
 

直播行政長官當選人李家超記者會。  

17.  行政長官與行政

長官當選人記者

會  
 
電視節目  
 

電視 31 及 32 
2022 年 5 月 9 日 10:30-
11:00 播出  
 

直播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與行政長官當選人李家超記者

會。  

18.  習近平主席出席

共青團成立百周

年大會發表講話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5 月 10 日 10:00-
11:00 播出  
 

直播習近平主席出席共青團成立百周年大會發表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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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19.  國劇夜場：摩天

大樓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5 月 19 日至 7 月

20 日，逢星期一至五

22:00-23:00 播出  
 

國劇《摩天大樓》共 16 集，由陳正道、許肇任、吳中天

執導，郭濤、楊子姍領銜主演的都市女性懸疑網劇。講

述在一幢摩天大樓中，兩個警察在抽絲剝繭之間聯手破

案，發現正義與美好的故事。  

20.  春天的味道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6 月 2 日至 6 月 23
日，逢星期五 23:00-00:00
播出  
 

《春天的味道》將以“春日尋鮮  ”為主題，味道調查員

會帶領觀眾領略全國各地的春景和豐富多彩的春季特

色美食。  

21.  國安法事件簿  
(英文版 )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6 月 7 日至 6 月 24
日，逢星期二至五 07:00-
07:30 播出  
 

節目於 2022 年 1 月首播，從專業的法律角度，引用歷

史事例或外國例子，並邀請來自不同界別的嘉賓詳加說

明，加深巿民對國家憲法、基本法與國安法的認識。為

加強推廣致社會不同界別人士，節目將會加上英文字幕

於電視 31 播出。  
 

22.  開心教室之放眼

大灣區  
 
電台節目  
 

電台第一台  
逢星期五於「開心日報」

節目時段內 11:00-11:30 播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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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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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五十年後  
 

電台第一台  
逢星期六 14:00-15:00 播出  

清談節目，嘉賓葉國華談談國家與香港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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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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政壇新秀訓練班  
 
電台節目  
 

電台第一台  
逢星期六 15:00-16:00 播出  

節目讓來自不同背景的年青人，跟各方政治人物及社會

人士，一同討論大眾所關心的議題。在「全民國家安全

教育日」翌日，節目就國安教育邀請了法學專家分享如

何推動國家安全意識給年輕人。  
 

25.  基本法 1 分鐘  
 
電台節目  
 

電台第一台  
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播放

三次 (播放至 5 月 27 日 ) 
 
 

共 15 條每條長約 1-2 分鐘的短訊，透過不同場景介紹基

本法條文，並邀請嘉賓作簡單解說。主要介紹與日常生

活相關的條文，包括來自第三章「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

務」，第五章「經濟」，第六章「教育、科學、文化、

體育、宗教、勞工和社會服務」，及第七章「對外事務」。 
 

26.  外交二十問  
 
電台節目  
 

電台第一台、第二台、第

五台及普通話台  
2022 年 3 月 14 日至 5 月 6
日播出  
 

由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明天會更好基

金、教育局主辦的第十四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於

今年復辦。香港電台於比賽前後，製作二十則短訊，宣

揚「香港盃」盛事。節目內容圍繞外交知識、基本法、

大灣區等等，以擴展香港人的視野，培養他們成為具國

家觀念、香港情懷的新一代。  
 

27.  擇升之路  
 
電台節目  
 

電台第一台  
2022 年 4 月 17 日起，逢星

期日 20:30-21:00 播出  

節目由文教組製作，讓香港青年人深入了解多個升學選

項，掌握更多資訊，從而踏上更適合自己和更超值的「擇

升之路」。節目集中介紹內地升學情況及出路，每集邀

約嘉賓，例如曾在內地就讀學者、升學專家、顧問及機

構，介紹和分享內地升學的相關資訊，包括所需條件、

準備功夫、學科介紹、出路前景、銜接情況、生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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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以至文化差異和正向心理等。  
 

28.  細數 25 年  

 

電台節目  

電台第一台  
2022 年 6 月 13 日至 7 月

15 日，逢星期一至五，每

日播出兩次  

配合香港特區政府成立 25 周年，公共事務組製作 25 條

約 3 分鐘的短訊，從香港不同範疇細數 25 年來的發展。

主要取材自政府統計署及香港年報等資料，涵蓋人口、

經濟、環境、教育等多個範疇。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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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灣區粵韻  
 
電台節目  

電台第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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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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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飛越大中華  
 
電台節目  
 

電台普通話台  
逢星期日 13:0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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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國劇」專頁  香港電台網站  新增《叛逆者》及《功勳》等多套國劇。網上專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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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詳盡故事內容及角色介紹，觀眾可隨時網上重溫收看，

多角度了解國家發展面貌。  
 
此外，網頁「國劇跟播」將優先播放國內最新電視劇集，

包括《突圍》及《輸贏》。  
 

34.  「外交二十問」

特備網頁  
 

香港電台網站  
 

增設網上問答遊戲，圍繞外交知識、基本法、大灣區等

內容，提供相關聲音檔及視像版，培養香港市民的國家

觀念及世界視野。  
 

B. 為市民提供資訊  
(i) 防疫資訊  
35.  港台電視 32 防疫

資訊台  
 
電視頻道  
 

電視 32 
由 2 月 18 日起播放  

自 2022 年 2 月 18 日開始，港台電視 32 作為「防疫資

訊台」，直播不同的防疫抗疫記者會和專訪、專題報道

等。在電視 32 螢幕上的滾動資訊，港台亦不斷提供防疫

抗疫包括強檢安排的更新資訊。  
  

36.  防疫抗疫資訊板

及圍封強檢資訊  
 
 
螢幕右方上下兩

格及豎條字幕訊

息  
 

電視 32 
 

港台電視 32 全日 24 小時提供防疫抗疫的重要訊息，讓

市民在觀看節目的同時，可繼續接收最新的防疫抗疫資

訊，並加入 QR code 方便市民查閱詳細資料。內容包括

最新防疫抗疫政策及措施、流動採樣站及疫苗接種中心

資料、檢疫安排、接受家居檢疫人士的注意事項等。  

37.  香港電台抗疫電 電視 32 為加強發放抗疫資訊，港台製作多條抗疫宣傳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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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視宣傳片  
 
電視短片  
 

包括居安抗疫、安老院舍須知、初步確診或確診人士在

家須知、快速抗原測試包、疫苗通行證等等，部份包括

英語、普通話，更特別製作少數族裔語言 Nepali、Sinhala、
Thai、Hindi、Bahasa Indonesia、Vietnamese、Tagalog、
Bengali、Urdu 以及手語，向少數族裔社群及聽障人士發

放有關最新的抗疫資訊。  
 

38.  介紹政府內外各

項抗疫工作電視

短片  
 
電視短片  
 

電視 32 與相關政策局及部門，例如食物及衞生局、民政事務局、

公務員事務局、房屋署、民政事務總署、環境保護署及

社會福利署等，透過此平台向市民交代政府最新防疫抗

疫工作進展。  
 

39.  抗疫治癒系電視

短片  
 
電視短片  
 

電視 31 及 32 在防疫抗疫的同時，港台製作了不同題材的短片，讓市

民放鬆緊張心情。  
 
「抗疫社區篇」為觀眾帶來社區與疫情有關的不同資

訊，包括：資訊真偽、卡通小劇場、各界社區抗疫消息

等。  
 
「抗疫音樂篇」邀請不同歌手以歌聲陪伴市民抗疫。  
 
「抗疫資訊 -大師對談」幫助市民在抗疫時期平靜心靈，

促進身心健康。  
 

40.  「同舟共濟  一齊

撐落去」內地愛

電視 32 
 

短片記錄了由「全港抗疫義工同盟」、「全港社區抗疫

連線」與「灣區安全應急產業創新聯盟」發起的「同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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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心禮包捐贈儀式  
 
電視短片  
 

共濟  一齊撐落去」內地援港愛心禮包捐贈儀式及愛心

禮包派發的情況。  
 

41.  清真寺疫苗接種

活動  
 
電視短片  
 

電視 32 
 

短片記錄了由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全力支持，3 月 19 日在

九龍清真寺舉辦的疫苗接種活動情況，當中包括為伊斯

蘭女性安排的專場。  
 

42.  內地醫療團隊來

港協助抗疫短片  
 
電視短片  
 

電視 32 
 

港台製作了不同的短片，記錄內地援港醫療團隊來港協

助香港穩定疫情的過程，包括「內地撐港，同心抗疫」、 
「第 12 次出征「德叔」援港抗疫記」、「廣東省內地醫

療團隊援港」、「向來港支援的醫護人員致敬」、「向

白衣天使捨己為人服務的護士們致敬」、「向新一代年

輕醫護人員加入香港抗疫工作致敬」以及「向年輕中醫

師參與香港抗疫致敬」。  
 

43.  同心抗疫永不倒  
 
歌曲及音樂錄像  

電視 31 及電台各中文台  
 
 

與廣州廣播電視台共同製作抗疫的音樂錄像，廣邀大灣

區各界人士、奮戰在抗疫一線的媒體工作者等一同參

演，以經典旋律結合振奮人心的歌詞，憑歌寄意表達灣

區人民心手相牽，同心抗疫的情誼。有關音樂錄像於 9+2
大灣區各媒體及多個內地駐港媒體平台同步播發。  
 

44.  2019 冠狀病毒病

個案最新情況簡

報會  

電視 32 及電台第一台  
每日下午 16:30 直播  
(視乎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直播記者會，報導最新 2019 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及檢

疫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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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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否安排記者會 ) 

45.  抗疫快訊  
 
電視節目  
 

電視 32 
每日播出  

「抗疫快訊」由節目主持人每小時向市民報導抗疫的最

新訊息，亦會介紹一些有關的實用資訊，包括最新防疫

抗疫政策及措施、流動採樣站及疫苗接種中心資料、檢

疫安排、接受家居檢疫人士的注意事項等。  
 

46.  防疫速遞  
 
電視節目  

電視 32 
每日 18:30-19:30 播出  
 

節目邀請不同嘉賓包括政府官員、專家及醫生，為香港

市民提供最新及準確的防疫資訊，包括最新防疫抗疫政

策及措施、檢疫安排、接受家居檢疫人士的注意事項等。 
 

47.  向世界歌唱之泰

港同心齊抗疫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4 月 17 日 20:30-
21:30 播出  

由泰國香港總商會主辦，由居泰港人發起，以音樂向香

港打氣，齊心抗疫。  

48.  香港故事–疫情下

的暖流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5 月 2 日至 7 月 4
日，逢星期一 19:30-20:00
播出  
 

節目以訪談形式，分享被訪嘉賓於疫情期間對有需要人

士雪中送炭的故事，以及他們的願景心志和所見所聞。  

49.  行政長官出席內

地醫護歡送儀式  
 
電視節目  
 

電視 31 及 32 
2022 年 5 月 5 日 14:30-
15:00 播出  
 

節目直播行政長官出席內地醫護歡送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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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50.  香港電台抗疫快訊  

 
電台節目  
 

電台第一台  
《精靈一點》逢星期一至

五 13:00-15:00 
 
 
電台第五台  
《香江暖流》逢星期一至

五 10:00-13:00 
 
電台普通話台  
《新紫荊廣場》逢星期一

至五 09:30-12:00 
 

《精靈一點》提供最新疫情資訊、討論疫情議題，主持

人與全港醫護和健康專業人士攜手，組織最強的醫學網

絡，提供實用醫療健康資訊。每星期並會於節目內加插

疫情篇，討論防疫抗疫的工作和市民關心的課題。  
 
除了提供最新的防疫抗疫資訊外，第五台於《香江暖流》

節目內加插小遊戲環節，鼓勵長者盡快接種疫苗。  
 
 
每天在《新紫荊廣場》防疫 GO GO GO 環節，邀請醫護

專家向聽眾送上最新抗疫資訊。  

51.  「全城 DaDaDa」
宣傳聲帶  
 
電台宣傳聲帶  
 

電台第一台、第二台、第

五台及普通話台  
每日播出  
 
 

名人呼籲市民齊齊打疫苗，保護家人及自己。  
 

52.  抗疫最新資訊宣傳

聲帶  
 
電台宣傳聲帶  
 

電台第一台、第二台、第

五台及普通話台  
每日播出  

醫護專家就疫情對特定人群的建議與呼籲。  

53.  我們在乎你  
 
電台節目  
 

電台第一台、第二台及第

五台  
每日播出每段約 1 分鐘的

小環節  

分享抗疫溫情小故事，為社會注入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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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54.  「預防 2019 冠狀

病毒疫苗」衞生

訊息 (少數族裔語

言版 ) 
 

電台宣傳聲帶  
 

電台第一台、第二台及第

五台  
每日播出 3 次  
 
電台普通話台  
逢星期五至星期日 20:00-
23:00「社區參與廣播」時

段中播出  
 

由衞生署提供，以少數族裔語言錄製的衞生訊息，向少

數族裔社群發放有關預防 2019 冠狀病毒及疫苗注射的

資訊。目前播放的少數族裔語言包括 Nepali、Punjabi、
Thai 、 Hindi 、 Bahasa Indonesia 、 Tagalog 、 Urdu 及

Vietnamese。  

55.  強制檢測公告  
 
電台節目  
 

電台第一台、第二台及第

五台  
逢星期一至六 08:00-
18:00，星期日 11:00-18:00
每小時於交通消息後播出  
 

第一台、第二台及第五台於每小時交通消息後，報讀當

日強制檢測公台之指明地點。  

56.  COVID Update 
 
電台節目  
 

電台第三台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
09:00 播出  

因應疫情迅速發展，第三台推出節目，帶來有關全球疫

情和本地情況的最新消息。每集邀請嘉賓包括健康專家

交談，並邀請聽眾提出問題和發表意見。  
 

57.  「香港電台  同行

抗疫」特備網頁

及 Youtube 頻道  
 

香港電台網站  
 

特備網頁持續更新內容，網羅香港電台相關新聞專題、

電台及電視節目，提供最新防疫抗疫及康復資訊和短

片。  
 

(ii) 政府資訊及其他資訊  
58.  微電影「友毒 . 

毒誘」  
電視 31 
2022 年 4 月 20 日 20:00-

本節目由香港警務處毒品調查科提供，透過微電影，以

真實個案、過來人及其家人現身說法，分享吸食及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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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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 播出  毒品帶來的禍害。節目同時有毒品調查科總警司吳頴

詩，提醒大家涉及毒品及販毒的趨勢，以及提醒有關案

件的嚴重性。  
 

59.  防騙攻略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5 月 9 日起，逢星

期一 22:55 播出  
 

香港電台與香港警務處聯合製作「防騙攻略」，此節目

透過漫畫的形式揭露不同騙案手法，增強市民防騙意

識，令騙徒無機可乘。  
 

60.  港台電視 32 綜合

資訊直播台  
 
電視頻道  
 

電視 32 
 

港台電視 32 將會定位為「綜合資訊直播台」，包括《港

式速遞》短視頻，提供不同種類的訊息、《凝聚香港》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點正，集合時事、政府政策、市民

生活等熱門話題的雜誌式節目，除了與市民息息相關的

資訊，亦會提供日常生活上的小貼士，了解各部門政策

對民生的影響等。  
 
港台電視 32 於佈告欄  (bulletin board)，提供大眾關注

的資訊。  
 

61.  「香港特區成立

二十五周年」特

備網頁  
 

香港電台網站  
 

特備網頁結集香港電台製作的香港特區成立 25 周年相

關節目及活動，讓公眾能透過網頁隨時隨地收聽收看。  

C. 提供平台，鼓勵和方便社區參與廣播  
62.  Hashtag#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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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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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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社區參與廣播服

務 (CIBS)第 36 季

-行得正、企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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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會討論不同人士走路的問題，探討形成的原因及影

響，亦會分享解決方法，令聽眾可以「行得正，企得正」。 

64.  社區參與廣播服

務 (CIBS)第 36 季

-而我不知道可以

這樣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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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旅行方式愈來愈多元化，亦興起以專項作為遊歷視

點的主題旅行。節目會邀請主題旅行達人，分享他們在

旅遊中如何深入探索、發揮所長或貢獻社會，啟發聽眾

對旅行的想像。  

65.  社區參與廣播服

務 (CIBS)第 36 季

-Hong Kong 
Nepalese in Hong 
Kong Sports : 
Hamra 
Kheladih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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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港體壇發展之初，啹喀兵都有過傑出貢獻。節目會

帶出香港尼泊爾裔運動員的聲音，並鼓勵年輕一代參與

體育活動，過健康生活，亦會提供香港相關設施和服務

的資訊。節目將以英語及尼泊爾語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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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66.  社區參與廣播服

務 (CIBS)第 36 季

-居港日本人與香

港的日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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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港外地人不只來自西洋，亦有東亞各地包括日本。這

些膚色與本地主要族裔相近的「隱身外地人」，甚少為

人察覺。節目會探討居港日本人的故事及帶來的日本文

化，讓聽眾接觸另一面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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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睇得見。聽得到  

 
電視節目  
 

電視 31 
逢星期二 18:30-19:00 播出  
 

觀眾可透過節目了解殘疾人士以及少數族裔人士在香

港社會的共融情況。擁有不同能力、種族背景的嘉賓會

在節目中走在一起交流，讓殘疾人士以及不同少數族裔

人士更全面和更立體地被社會「睇得見、聽得到」，做

到打破與社會主流的隔膜，彼此接納、欣賞和尊重。  
 

68.  大師對談  
 
電視節目  
 

電視 31 
逢星期六 19:30-20:00 播

出，2022 年 6 月 27 日起，

逢星期一 20:00-20:30 播出  
 

節目由林以諾牧師及司徒永富主持。每集按不同主題，

由主持人分享人生智慧和生命內在操練。  
 

69.  非凡搖滾樂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5 月 18 日 23:00-
00:00 播出  
 

節目拍攝了波蘭的一隊搖滾樂隊 On The Top，當中一半

成員是殘障人士，部分居於復康中心。多年前，當部分

成員還是小孩的時候，樂隊的主音華捷就發掘他們，把

他們帶上舞台。身體缺陷並沒阻礙他們的發揮和對音樂

的熱愛。  
 

70.  大城小事  電台第一台  邀請旅居世界各地的香港人，以感性角度去分享他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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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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5 月 29 日起，逢每

月第五個星期日，07:00-
08:00 播出  

處國家或城市的文化、生活、社會上的故事。逢每月第

五個星期日會加入新主持，分享來自葡萄牙、德國及印

尼的大城小故事。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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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好心情經理人  
 
電台節目  
 

電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 14:00-16:00 播出  
 

主持人與嘉賓暢談如何建立好心情，推動正向思維，就

算身處逆境，都要常存感恩的心，永不放棄希望和樂觀

的心情，並為聽眾提供充滿正能量和愉悅的中外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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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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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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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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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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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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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第五台長進課程

《居家百子櫃》  
 
電台節目  

電台第五台  
2022 年 4 月 4 日起，逢星

期一 20:00-20:30 播出，共

26 集  
 

本課程旨在介紹中醫藥膳的基本知識，以深入淺出的方

式建立長者對中醫藥膳的正確理解，並應用一些簡單易

行的藥膳保健方法。另會製作中醫藥膳短視頻於《香江

暖流》及 YouTube 頻道播出。  
 

77.  第五台長進課程

《爵士‧學》  
 
電台節目  
 

電台第五台  
2022 年 4 月 4 日起，逢星

期一 20:30-21:00 播出，共

26 集  

研究指出玩樂器、唱歌、律動等不同音樂活動都能激發

長者們腦部活動，以及預防及改善認知障礙症。長者睡

前聽慢節奏柔和的爵士樂，能夠改善睡眠。本節目旨在

普及長者爵士樂教育，每集介紹爵士樂的歷史起源、爵

士樂家的音樂故事，推介長者必聽爵士樂曲歌手，品味

當中的魅力。  
 

(ii)其他節目  
78.  醫生與你  

 
電視節目  

 
 

電視 31 
逢星期一至四 20:0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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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大自然逐樣解  
 
電視節目  

電視 31 
逢星期六 20:00-20:25 播出  
 

大自然逐樣解以雜誌式，透過不同環節、專家去拆解香

港大自然的種種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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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異國人生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3 月 28 日至 5 月 9
日，逢星期五 23:00-00:00
播出  
 

《異國人生》一連 12 集，帶領觀眾前往多個精彩國家，

欣賞令人驚嘆的美景，挑戰觀眾的想像力。  

81.  做個健康快活人 -
淨•聽生活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30 日，逢星期一 13:00-
13:05 播出  
 

曾文通是一位頌缽藝術家，他將會一連六集，介紹頌缽

的起源與歷史，並教大家如何揀選合適自己的頌缽、如

何演奏頌缽等等。  

82.  企劃未來  第二季  
疫之蛻變  
 
電視節目  
 

港台 31 
2022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4
日，逢星期三 20:00-20:30
播出  
 
2022 年 5 月 11 日起，逢星

期三 19:30-20:00 播出  
 

一連 13 集的「企劃未來」第二季「疫之蛻變」將會帶大

家走訪不同中小企業的代表，了解各行業如何面對疫情

的衝擊，並在營銷策略上作出轉變，一起展望後疫情時

代的企劃未來。  

83.  蝙蝠超能力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5 月 3 日 23:00-
00:00 播出  
 

本集節目從泰國、德州山洞到佈滿蝙蝠的法國鐘樓，以

至世界各地的實驗室，訪問多位致力拆解蝙蝠超能力的

科學家。  

84.  城市演化的科學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5 月 4 日 23:00-
00:00 播出  
 

生活在城市化的時代：都市、道路和大廈不斷擴張，人

類佔據了動植物的自然棲息地，導致牠們的數量不斷下

降。節目會探討面對生物多樣性不斷減少，大自然會如

何回應，以及不同的生物會如何發揮牠們的求生意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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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成為城市中適者生存的一群。  
 

85.  神秘粒子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5 月 10 日 23:00-
00:00 播出  
 

節目團隊會聯同一班來自世界各地的中微子獵人，嘗試

捕捉中微子的第四形態，而調查結果或會逼使科學家重

新繪製亞原子世界的藍圖、重新定義物理學的標準模

型，及改變我們對宇宙運作的認知。  
 

86.  蟹柳真面目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5 月 11 日 23:00-
00:00 播出  
 

蟹柳源於日本，當地人稱蒲鉾，又叫「魚板」，至今已

有超過九百年歷史。現今市面上的蟹柳，從五星級的高

貴食材，到工業製的平價小食都有。節目會從六百米深

的海底開始講述其製作秘密。  
 

87.  甜睡 BB 瞓冧 D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5 月 13 日至 5 月

27 日，逢星期五 20:00-
20:30 播出  
 

「睡眠」佔據人生重要的部份，充足且具質素的睡眠不

單有利健康，亦有助日常生活的工作。《甜睡 BB 瞓冧

D》邀請不同專家，分享睡得好的妙法，同時會帶大家走

進不同睡房，了解不同陳設，對睡眠質素的影響。  
 

88.  北岸搜救隊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5 月 16 日至 6 月

13 日，逢星期一 23:00-
00:00 播出  
 

一連 5 集的節目實地追蹤搜救隊攀山涉水，深入叢林市

郊，見證一個又一個搜救任務，並貼身追訪拯救隊義工，

讓觀眾一睹加拿大志願拯救隊的英雄風采。  

89.  IP 新機遇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5 月 17 日至 7 月

26 日，逢星期二 19:25-
19:30 播出  

與知識產權署合作，每集介紹一個已取得專利或商標註

册、並以本港為研發、營銷基地的海內外企業、以至擁

有豐富版權資源的創意產業，如何善用香港獨有的資源

與優勢，又或利用香港的知識產權專業服務，開拓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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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灣區及國際的商機。  

 
90.  精神病學新里程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5 月 17 日 23:00-
00:00 播出  
 

節目會為大家介紹精神病的最新知識和最先進的療法，

又會看看接受腦深層刺激手術病人的情況，與及醫生如

何糅合氯胺酮和現代電療來治病。  

91.  細菌神醫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5 月 24 日 23:00-
00:00 播出  
 

節目介紹與微生物組相關最新的科研發現。這方面的科

研結果目前進入臨床應用，從懷孕、分娩到童年的腸道

菌群，以至老年期的重病，但同時亦愈來愈多人認為人

體細菌會構成健康威脅。  
 

92.  奪命珠峰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5 月 25 日至 6 月 1
日，逢星期三 23:00-00:00
播出  
 

節目團隊會拍攝及訪問有關攀登珠穆朗瑪峰的故事，探

索到底是甚麼令這些人不惜冒險，去「勇闖」珠峰。  
 

93.  Human Hearts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5 月 31 日 23:00-
00:00 播出  
 

節目特地跟進有助心臟再生的相關技術發展，同時也會

分享一些病人的治療故事。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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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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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人生學堂 II 

 
電台節目  

電台第一台  
逢星期六 21:00-22:00 播出  

第二季節目將會請來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李子建擔任

主持。節目透過生命教育的不同面向和議題，邀請特邀

嘉賓分享他們寶貴的人生經驗和故事，期望聽眾一同思

考人生的價值和繪畫自己的人生旅程。  
 

96.  一起走過 II 
 
電台節目  

電台第一台  
逢星期六 22: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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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終身美麗  
 
電台節目  
 

電台第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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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非常時期心理戰  
 
電台節目  
 

電台第二台  
2022 年 5 月 7 日至 7 月 30
日，逢星期六 21:00-21:30
播出，共 13 集  
 

疫情持續令很多香港人出現抗疫疲勞及心理健康問題，

「非常暑假」也可能對學童、家長及照顧者等加重了壓

力。節目針對這個非常時期出現的現象，拆解人們背後

的心理，提供正面應對方案，在心理上戰勝疫境。  
 

99.  Language 
Academy-英語  
 
電台節目  
 

電台第二台  
2022 年 6 月 5 日至 11 月

27 日，逢星期日 20:00-
20:30 播出  

為進修、為工作、為消閒，英語能力可讓我們得到更佳

的發展機遇，也有助了解不同文化。本節目參考教育局

英語學習定位介紹，制訂一系列的英語篇，將以富趣味

和知識性的包裝，提供適合普羅香港人一起學習的英語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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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All Being Well 

 
電台及電視節目  
 

電台第三台及電視 31 
逢星期六 14:30-15:00 播出  
 

第三台製作的電視電台節目，由主持人和嘉賓現場訪

問，圍繞總體主題 “幸福 ”—感覺健康和快樂。訪門內容

包括健康和醫療、食物和營養、運動、鍛煉、瑜伽、心

理健康、育兒、健康老齡化等。  
 

101.  「家 凝聚愛」特

備網頁  
 

香港電台網站  
 

提供家庭教育資訊和節目，推廣仁愛家庭的文化。  

F. 激發市民創意，積極引起市民對文化藝術活動的興趣  
102.  藝坊、藝坊星期

天  
 
電視節目  
 

電視 31 
逢星期六 16:00-16:30 播出

以及逢星期日 16: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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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戲曲天地：演藝

承傳林家聲  
 
電視節目  
 

電視 31 
逢星期六 16:30-18:00 播出  

《戲曲天地：演藝承傳林家聲》共 27 集，邀請不同粵劇

名伶及曾受林家聲影響之名人，分享林家聲作品之點

滴，亦讓大眾重溫林家聲於梨園界的精彩演出。  

104.  周末大電影  
 
電視節目  

電視 31 
逢星期六 (21:30)、日

(22:00)播出  
 

周末連環送上大電影，讓你安坐家中，欣賞精彩好戲。  

105.  第 73 屆香港學校

音樂節優勝者比

賽精華  
 

電視 31 
2022 年 4 月 23 日至 5 月

14 日，逢星期六 13:00-
14:00 播出  

節目共有十一個不同組別獲選得獎者的演出項目，包括 :  
鋼琴協奏曲 (13 歲或以下 )、小提琴協奏曲 (13 歲或以下 )、
長笛獨奏 (中學 -高級組 )、鋼琴獨奏 (通利琴行獎學金 )、  
小提琴 (八級 )、低音大提琴獨奏 (高級組 )、中音薩克斯管



- 25 - 

 節目名稱  播放頻道、日期及時段  節目簡介  

電視節目  
 

 獨奏 (小學 -高級組 )等。  
 

106.  貝多芬的鋼琴世

界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4 月 23 日至 7 月 9
日，逢星期六 20:30-21:00
播出  
 

11 集的《貝多芬的鋼琴世界》由香港電台及香港演藝學

院聯合製作。香港演藝鋼琴家會娓娓道來演奏時的心路

歷程，讓觀眾更認識貝多芬這位偉大的音樂家。  
 

107.  一起走過  音樂旅

情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4 月 24 日至 9 月

11 日，逢星期日 20:30-
21:30 播出  
 

每集邀請不同歌手現場演繹不同作品，帶大家走進六十

分鐘音樂旅程。  

108.  演藝盛薈 :粵劇   
龍鳳爭掛帥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5 月 29 日 13:00-
15:05 播出  
 

故事講述上官雲龍與司徒文鳳同為漢朝大將，二人雖互

相傾慕，但各恃功績，互不相讓。後漢帝封文鳳為御妹，

雲龍為一字並肩王，賜金殿成婚。時北狄又再入侵中原，

雲龍、文鳳即趕往校場爭奪帥印。出戰期間，雲龍戰況

不利，文鳳率兵解圍，並破北狄，二人和好團圓。  
 

109.  夢紅船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6 月 25 日 13:00-
15:05 播出  
 

粵劇《夢紅船》講述了上世紀三十年代粵劇藝人為了繼

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戲曲，堅持夢想。  

110.  講東講西  
 
電台節目  
 

電台第一台  
逢星期一至五 22:30-
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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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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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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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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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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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弦來是這樣的  

 
電台節目  
 

電台第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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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音樂及文化。  

 

115.  阿郎戀曲  
 
電台節目  
 

電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 22:00-24:00 播出  
 

由著名資深電台 DJ 倪秉郎主持，細味歷久常新經典、

60s 中至 90s 中，三十年內粵 /普 /外語金曲。為聽眾提供

優美及高質的華語歌曲，並分享其他音樂知識。  

116.  Sun 生活  
 

電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 10:00-12:00 播出  

疫情之下所有人的生活方式和習慣都有了不少改變，

《Sun 生活》提供最新的香港文化、藝術活動、生活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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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台節目  
 

 
 

訊，讓香港人透一口氣，重新生活在陽光空氣中。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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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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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會播放由 60 年代至今的經典英文金曲。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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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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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The Tuneful 25 
Years 
 
電台節目  
 

電台第四台  
2022 年 6 月 5 日至 7 月 31
日，逢星期六 10:00-11:00
播出，共 9 集  

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25 週年，第四台將回顧自

1997 年以來香港古典樂壇的發展。  

122.  戲曲之夜  
 

電台第五台  
逢星期一至五 22:35-

為顧及平日需要上班的聽眾，《戲曲之夜》安排在每個

晚上播放粵曲，以地方語言介紹京劇、潮劇、越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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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台節目  
 

02:00，星期六至日 22:20-
02:00 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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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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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寰聽世界 -寰球會

客室  
 
電台節目  
 

電台普通話台  
逢星期一 15:00-15:30 播出  

透過訪問，介紹文化藝術節目。  

125.  新人類大世界

「STEM總動員」

環節  
 

電台節目  

 

電台普通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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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新時代奮鬥

者」特備網頁  
香港電台網站  特備網頁將報道入圍學員最新動向及訓練經過，展露他

們各方面的才藝，讓公眾同步見證他們實踐演藝夢想。  
 

G. 體育節目  
127.  體壇無極限  

 
電視節目  
 

電視 31 
逢星期日 19:00-20:00 播出  
 

《體壇無極限》以報導一周本地體壇消息為主，串連一

周體壇賽事、本地體育消息及專題，節目內容包羅萬有，

盡攬本地體育界的人和事，為觀眾提供一站式的本地體

育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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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亞洲聯賽冠軍盃  

2022 
 
電視節目  
 

電視 31 
2022 年 4 月 16、19、28 日

2022 年 5 月 1 日播出  
 

播出四場亞洲聯賽冠軍盃 (AFC Champions League)賽
事，包括傑志 (HKG) 對清萊聯 (THA)、神戶勝利船 (JPN) 
對傑志 (HKG)、清萊聯 (THA)對傑志 (HKG)及傑志 (HKG) 
對神戶勝利船 (JPN)。  
 

129.  港台體壇 123 
 
電台及電視節目  

電台第一台  
逢星期一至五 15:00-16:30
播出  
 
電視 31  
逢星期一至五 16:30-18:00
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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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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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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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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