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聽眾 ：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希望聽到你的意見，以提昇我們的廣播服務。首一百位提交人士有機會獲得普通話台

紀念品一份。 

基本資料 

a) 姓名 (姓氏即可)：________________ 性別：□ 男  □ 女

b) 請問你收聽普通話台有多長時間？

□ 少過一年    □ 一至五年     □ 五年以上     □ 十年以上     □ 二十年以上 

c) 你習慣用什麼方式，或在什麼環境下，收聽普通話台？（可  多項）

□ 收音機 □ 互聯網   □ 手機或手機程式 □ 網上重溫   □ 乘車途中

d) 除了收聽普通話台，你還會透過什麼方式得知普通話台資訊？（可  多項）

□ 普通話台 facebook   □ 普通話台網站 □ 海報 □ RTHK Mine 應用程式

e) 過去，有否向普通話台表達意見？

□ 有 □ 沒有

如有，曾用以下什麼方法：（可  多項） 

□ 熱線電話 □ 信件 □ 電郵 □ 台長熱線 □ 普通話台 facebook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 你的年齡是：

□ 20 歲或以下    □ 21 歲-30 歲    □ 31 歲-40 歲    □ 41 歲-50 歲    □ 51 歲-60 歲

□ 61 歲或以上



 

 

問題 

 

(一)  節目（節目內容、節目設計以至節目宣傳等） 

 

a) (i) 請你用 0-10 分 為下列的音樂節目評分，0 代表不欣賞，10 代表非常欣賞，並提出有助優化節

目的建議。 

節目 評分 沒有收聽 建議 

音樂早點 _____分   

活‧樂‧12 點 _____分   

音樂抱抱 _____分   

月夜樂逍遙 _____分   

跳躍音符 (周六、日) _____分   

絕代芳華 (周六) _____分   

樂宇宙 (周六) _____分   

音樂之光 (周六) _____分   

621 金曲專門店(周日) _____分   

影視留聲 (周日) _____分   

Sunday 隨想曲 (周日) _____分   

 

(ii) 你認為普通話台的音樂節目是否能達到以下目的？（可  多項） 

激發創意和原創性 促進文化及藝術活動 培育人才 提供資訊及娛樂 

    

 

  



 

b) (i) 請你用 0-10 分 為下列的新聞及財經資訊節目評分，0 代表不欣賞，10 代表非常欣賞，並提出

有助優化節目的建議。 

節目 評分 沒有收聽 建議 

午間新聞 / 財經 
_____分 

  

 

晚間新聞 / 財經 

 
_____分 

  

e 線金融網 
_____分 

  

 

 

(ii) 你認為普通話台的新聞及財經資訊節目是否能達到以下目的？（可  多項） 

提供即時新聞及財經消息 內容準確持平 讓聽眾了解本港社會/國家/世界情況 

   

 

c) (i) 請你用 0-10 分 為下列的雜誌式節目評分，0 代表不欣賞，10 代表非常欣賞，並提出有助優化

節目的建議。 

節目 評分 沒有收聽 建議 

新紫荊廣場 
_____分 

  

 

寰聽世界 
_____分 

  

 

孟想淇談(周六) 
_____分 

  

 

孟想運動周刊(周日) 
_____分 

  

 

魅力中國(周日) 
_____分 

  

 

飛越大中華(周日) 
_____分 

  

 

 

 



(ii) 你認為普通話台的雜誌式節目是否能達到以下目的？（可  多項）

讓聽眾更了解 

「一國兩制」及國家

發展 

培養對公民/ 

國民身分的認同 

提高對不同文化、

語言、宗教和種族

的認識與包容 

促進文化及 

藝術活動 

提供資訊 

及娛樂 

d) (i) 請你用 0-10 分 為下列的教育/推普節目評分，0 代表不欣賞，10 代表非常欣賞，並提出有助

優化節目的建議。

節目 評分 沒有收聽 建議 

U秀幫 
_____分 

新人類大世界(周六) 
_____分 

普出校園精彩(周六) 
_____分 

U秀幫 (周日版) 
_____分 

(ii) 你認為普通話台的教育/推普節目是否能達到以下目的？（可  多項）

鼓勵學習 推廣普通話教育 推廣創意科普 推動青年發展 

e) 整體而言，你認為普通話台的節目：（可  多項）

娛樂資訊 

多元化 

音樂節目 

好歌連連 

時事財經 

即時豐富 

適合不同年齡

人士收聽 

傳遞正面

訊息 

聯繫全球

華人 

推廣 

普通話 



你最喜愛的普通話台節目是： 

節目名稱 ： 原因： 

(二) 主持人

a) 你最喜愛/最有印象的普通話台主持人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你最欣賞他 / 他們什麼？（可  多項）

□態度誠懇 □ 有內涵 □ 音樂知識豐富

□ 見識廣博 □ 其他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除上述主持外，你對其他普通話台主持人有什麼意見？

姓名 意見 



(三) 活動

你或家人，有否曾參與過 2020 / 2021 年普通話台舉辦的活動？ 

□ 有，我參加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沒有，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短片

你知道香港電台普通話台有拍攝短片上載 RTHK Mine 應用程式/網站嗎？ 

□知道 □不知道

□ 普通話台 facebook □ 普通話台網頁 □ 普通話台節目 □ Mine 應用程式

（如知道）你曾收看過普通話台哪一段短片?  有什麼意見 ? 

(五) 其他意見 / 有什麼類型節目建議在普通話台增設：

（如知道）請問你從甚麼渠道得知普通話台推出短片？（可  多項） 



請於 2021 年 11 月 2 日前，將填妥的問卷郵寄至： 

九龍廣播道 30號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聽眾問卷調查」收 

你亦可選擇以傳真或電郵交回問卷，傳真號碼：2339 6542；電郵地址：am621@rthk.hk 

如果你想獲得紀念品，請清楚填寫以下資料。每位手提電話號碼持有人最多獲贈一份紀念品。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閣下提供的個人資料，只供本活動之用，資料將於活動完畢後銷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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