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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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八八八八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記錄記錄記錄記錄 

(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年年年年八八八八月月月月十十十十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二二二二時時時時三十三十三十三十分於分於分於分於 

灣仔告士打道灣仔告士打道灣仔告士打道灣仔告士打道 5號稅務大樓號稅務大樓號稅務大樓號稅務大樓 41樓樓樓樓「「「「Idea 1」」」」會議室舉行會議室舉行會議室舉行會議室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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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事項四議程事項四議程事項四議程事項四：：：：顧問委員會提出的調查項目顧問委員會提出的調查項目顧問委員會提出的調查項目顧問委員會提出的調查項目 

 

1. 主席歡迎鍾庭耀先生和李偉健先生參與是次會議，以闡述議程事項四「顧問委員會

提出的調查項目」的調查結果。委員會首先討論該項議程。 

 

2. 伍曼儀女士表示，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二零一二年七月進行該項調查。調查的

目的，是就港台根據《香港電台約章》履行其公共目的及使命的整體表現，探討市

民的意見，並對市民就《香港電台約章》所載的公共目的及使命的優先次序評估港

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的期望。是次調查以電話訪問形式進行，對象為 18歲或以上

操粵語的香港居民，總共收集了 1 034份有效回覆。 

 

3. 鍾庭耀博士及李偉健先生闡述調查結果摘要(附錄 I)。 

 

[會後補註：調查報告(附錄 II)已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七日向委員會成員傳閱。] 

 

4. 主席感謝鍾庭耀博士及李偉健先生的講解，並建議就調查結果作詳細討論。 

 

5. 伍曼儀女士匯報，為回應委員會成員在上次會議建議除了抽象的評分外，調查也應

歸納出具體的資料作研究之用，調查已把有關港台按《香港電台約章》履行其使命

的表現的問題納入問卷中。為收集具體意見，訪問員會要求給予評分低於 50的受

訪人士提供理由。 

 

6. 委員會成員備悉，調查問卷問題 4至問題 6有關港台在電視節目、電台節目及新媒

體服務方面的服務質素，以 10分為滿分，市民的評分分別為 7.4、6.9及 6.5分。

調查結果反映市民普遍滿意港台的服務，尤其是電視及電台節目。 

 

7. 委員會成員亦備悉，問題 7至問題 11有關港台五個公共目的的重要性，市民評分

介乎 6.8至 7.5分之間，反映他們相當認同這五個公共目的。市民認為最重要的三

個公共目的為： 

(a) 「提供開放平台，讓公眾自由表達意見」，平均得分為 7.5分； 

(b) 「推動教育和鼓勵學習」，平均得分為 7.4分；及 

(c) 「鼓勵社會共融及多元文化」，平均得分為 7.3分。 

 

8. 委員會成員備悉，問題 13 至問題 30 有關港台五個使命的重要性，市民評分介乎

7.4至 8.3分之間，反映他們普遍認同這五個使命。市民認為最重要的三個使命為： 

(a) 「適時及不偏不倚報道本地及國際大事與議題」，平均得分為 8.3分； 

(b) 「提供自由表達意見的渠道」，平均得分為 7.8分；及 

(c) 「製作多媒體節目，為大眾提供資訊、教育及娛樂」，平均得分為 7.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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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委員會成員備悉，問題 13至問題 30有關港台履行使命的表現，市民評分介乎 66.9

至 72.1 分之間，反映他們普遍滿意港台的表現。委員會成員亦知悉，有關港台履

行各使命的表現，得分最高的三個使命同時是市民認為最重要的三個使命。調查結

果反映，市民普遍滿意港台在其認為重要範疇的表現。 

 

10. 委員會成員備悉，問題 13 至問題 30 有關港台履行使命的表現，給予評分低於 50

的受訪人士須提供理由作收集意見之用。不過，各個使命就低評分所收集的意見數

目只介乎 31至 64之間，與 1 034個調查樣本相比屬小數目，因此在統計上來說並

不顯著。 

 

11. 委員會成員備悉，從調查結果可見，雖然市民對港台履行「製作多媒體節目，為大

眾提供資訊、教育及娛樂」使命的表現頗為滿意(問題 13至問題 15 的平均得分為

70.4 分)，但問題 1 至問題 3所搜集的數據則反映新媒體服務仍有增加其滲透率的

空間。 

 

12. 委員會成員關注問題 1至問題 3有關電台及電視節目滲透率的事宜。戴健文先生表

示，有 69%受訪人士表示經常或間中收聽港台的電台節目，另有 91%受訪人士表

示經常或間中收看港台的電視節目，反映電台及電視媒體的普遍滲透率。新媒體節

目的低滲透率(26%)則反映這些節目的受眾仍主要為年青一代。 

 

13. 一名委員會成員關注，由於問題 4至問題 6沒有提供任何特定港台節目資料，會缺

乏評估基礎。鍾庭耀博士回應說，是次調查針對的是港台的一般服務，因此未能反

映市民對特定節目的意見。他續說，與二零零九年調查中問及受訪者對港台電視、

電台及新媒體節目喜愛程度的類似問題比較，市民對這三類節目的一般評分輕微上

升了 0.2分。 

 

14. 戴健文先生補充說，根據每季進行的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以 100分為滿分，港

台電視節目的平均得分通常介乎 71至 74分之間。電台節目方面，據每年就個別電

台頻道進行的電台聽眾人數調查顯示，以 10 分為評分系統，港台得分介乎 6.5 至

7.5分之間。 

 

15. 鍾庭耀博士告知，為盡量確保評分過程客觀，訪問員向每名受訪人士讀出問題 7

至問題 11時，有關《香港電台約章》載列的各個公共目讀出的先後次序均由電腦

隨機排列。從調查結果可見，各公共目的的得分有相當的差別，特別是最低平均分

6.8 及最高平均分 7.5 之間的差別。因此這次調查能客觀地反映各個公共目的在市

民眼中的重要性。 

 

16. 部分委員會成員要求就受訪人士的年齡及教育程度進一步分析調查結果。鍾庭耀博

士表示可提供有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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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補註：額外提供的分析資料載於附錄 III。] 

 

17. 部分委員會成員詢問新媒體節目的互動事宜。戴健文先生回應說，港台有直播電台

節目時同步進行網上聊天室的經驗，發現這種形式難於管理。另一方面，網上學習

節目則廣受歡迎，網上學習項目如「美味DIY」的點擊率維持在每月逾三百萬次。

其他網上學習節目如「古文觀止」、「中文一分鐘」及「英文一分鐘」亦很受歡迎。 

 

18. 主席感謝鍾庭耀博士及李偉健先生進行有關調查和為委員會闡述調查報告。 

 

19. 部分委員會成員建議，這類調查應由同一機構定期進行，並涵蓋相同問題或至少設

有相似問題，以便追蹤分析所得的數據，。鄧忍光先生亦希望可定期進行這類調查。

根據政府的投標程序，調查未必一定由同一機構進行。不過，為使各調查的結果可

互相比較，應採用標準的調查方法及抽樣法。 

 

 

議程事項議程事項議程事項議程事項一一一一：：：：通過上次會議記錄通過上次會議記錄通過上次會議記錄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20. 主席告知，是次會議是本屆委員會成員的最後一次會議。他感謝所有委員會成員在

過去兩年的貢獻，並歡迎接替周桂海先生擔任委員會秘書的劉一心小姐。 

 

21. 主席告知，秘書處已在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把上次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一日會議的

記錄擬稿傳閱，以徵詢委員會成員的意見。委員會成員沒有提出任何修改。因此，

上次會議記錄無須修改並獲通過。 

 

 

議程事項議程事項議程事項議程事項二二二二：：：：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 

 

22. 戴健文先生表示，港台在上次會議承諾向委員會提供聽眾收聽率／觀眾收視率的資

料作為參考。他向委員會成員匯報，港台節目聽眾收聽率／觀眾收視率的調查數字

總共分為四類： 

(a) 每週進行的電視節目收視率調查，在亞洲電視播放的港台節目收視通常為 2至

3點，而在無線電視播放的港台節目收視則通常為 12至 15點； 

(b) 每季進行的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 

(c) 每年進行的電台聽眾人數調查；及 

(d) 每月進行的網上流量(Webtrend)調查。 

 

23. 委員會成員沒有提出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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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事項議程事項議程事項議程事項三三三三：：：：社區參與廣播服務試驗計劃的進度社區參與廣播服務試驗計劃的進度社區參與廣播服務試驗計劃的進度社區參與廣播服務試驗計劃的進度 

 

24. 陳耀華先生表示，財務委員會(財委會)在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批准撥款 4,500

萬元以推行為期三年的社區參與廣播服務試驗計劃後，落實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的工

作隨即開始，目標是在二零一二年年底開展有關計劃。有關工作分為三大類，包括： 

(a) 擬備詳細指引、申請程序及規則、以及所有有關推行計劃的表格及報告； 

(b) 擬備港台與申請者所簽訂協議的條款及條件；及 

(c) 製作網上平台。 

 

25. 一名委員會成員詢問，申請與不申請財政資助的申請者的評審準則會否不同。陳耀

華先生在回應有關詢問時表示，所有申請，無論是否申請財政資助，都會按標準準

則及公平原則獲評審。 

 

26. 一名委員會成員關注，港台會因申請者節目招致索償而須承擔責任，以及申請者在

申請獲批後可更改原訂構思的程度。 

 

27. 戴健文先生告知，港台與申請者簽訂的協議會列明保障港台免受牽連的條款及條

件；而申請者對其節目作出的改動均受通訊事務管理局發出的標準及守則管制。 

 

28. 鄧忍光先生告知，容許申請者更改節目構思，但節目主題須維持不變。  

 

29. 陳耀華先生補充說，採用他人視聽資料的申請者須提供資料合法來源及資料使用權

的證明。此外，亦會採取靈活安排，容許申請者更改節目內容及構思，以鼓勵他們

發揮創意。所有改動應備有文件記錄，並獲港台書面批准。 

 

30. 主席詢問有關組成評審委員會的事宜及向申請者提供的培訓課程。 

 

31. 鄧忍光先生告知，目前正為計劃擬備詳細安排。評審委員會會由七位成員組成。有

關成員不會是港台員工，而是來自相關界別的專家，包括廣播專才及熟悉少數族裔

社羣的人士。 

 

32. 陳耀華先生在回應委員會成員有關推廣運動的提問時表示，多數的宣傳活動會透過

電台的平台進行，亦會舉行巡迴推廣。 

 

33. 一名委員會成員認為應定期安排比賽以培育相關人才，以鼓勵創意及提升節目質

素。 

 

34. 部分委員會成員關注社區參與廣播服務所製作節目的版權事宜，以及有關人士會否

為其知識產權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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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陳耀華先生回應說，社區參與廣播服務資助製作的節目，其版權全歸港台所有。不

過，港台會允許獲資助的申請者提交其節目參加其他比賽。 

 

36. 鄧忍光先生建議，在下次會議向委員會匯報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的進展詳情。 

 

 

議程事項議程事項議程事項議程事項五五五五：：：：香港電台新媒體發展計劃香港電台新媒體發展計劃香港電台新媒體發展計劃香港電台新媒體發展計劃 

 

37. 杜瑞緯先生介紹新媒體拓展組發展計劃(附錄 IV)。 

 

38. 一名委員會成員讚賞港台在社交網站 Facebook設立如「守下留情」及「音樂情人」

等網頁，並認為應用這方式推廣節目會較易為新一代接受。不過，從網上電台下載

Real Media檔案時會有困難。 

 

39. 杜瑞緯先生同意，現時社交媒體的目標對象為年青一代。網上電台的 Real Media

檔案會逐漸轉為跨平台適用的MP3及MP4格式。 

 

40. 一名委員會成員詢問，為何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調查與新媒體拓展組發展計劃簡

介所反映的新媒體受眾人數會出現顯著差別。杜瑞緯先生在回應時表示，香港大學

民意研究計劃調查所得的數字屬總數據，涵蓋所有年齡組別的受眾；新媒體拓展組

發展計劃所提供的數字則為現時新媒體使用者的登入次數，當中多數為年青人。因

此，相信兩者的差別可歸因於受眾羣不同。 

 

41. 一名委員會成員詢問有關網站版面設計的內部指引。杜瑞緯先生告知，新媒體拓展

組有內部格式指引。由於港台網站的資訊包羅萬有，為方便使用者瀏覽，會盡量簡

化網站的設計。 

 

42. 一名委員會成員詢問港台新媒體的發展。杜瑞緯先生回應說，港台目前發展新媒體

的目標並不是提供節目內容，而是保存媒體。由於新媒體與電視及電台節目內容互

相配合會帶來普通播放節目時沒有的效果，新媒體拓展組希望可積極參與節目製

作。例如「城市論壇」的應用程式可讓論壇製作人知道受眾的即時回應。杜先生亦

同意，聲音檔案如能加上視覺效果，通常更易於跨媒體發展。不過，不是所有聲音

檔案都需要配上視覺效果，聲音檔播放清單(audio playlist)正是一個好例子。 

 

43. 主席歡迎新媒體與電台及電視節目的整合。不過，他表示在刪除已下載的播客時會

有困難。杜瑞緯先生表示會提升系統以方便刪除已下載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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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部分委員會成員詢問與社交媒體的合作事宜。杜瑞緯先生確定，現時正與谷歌合作

採用其搜尋引擎的技術，並與 Facebook合作採用其分享工具及專頁。 

 

45. 戴健文先生補充說，現時港台亦設有微博及 Twitter賬戶。 

 

46. 主席詢問新媒體拓展組所面對的最大挑戰。杜瑞緯回應說，為追上新媒體的迅速發

展，港台在分享最新技術和經驗的承傳上都面對挑戰。 

 

47. 主席同意人事接任的策劃工作及內部培訓對新媒體發展的重要性。 

 

48. 一名委員會成員詢問，港台目前在新媒體發展上的情況。杜瑞緯先生回應，港台在

新媒體方面的革新可謂佔有領先地位，現時港台是香港唯一提供播客的廣播媒體。 

 

 

議程事項議程事項議程事項議程事項六六六六(a)：：：：季度匯報季度匯報季度匯報季度匯報(節目節目節目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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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12號號號號》》》》) 

 

49. 戴健文先生介紹有關文件，並補充說— 

(a) 數碼地面電視服務方面，慈雲山發射站的訊號傳送測試已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

日展開；及 

 

(b) 網上特備項目「歲月．．．．港台」將為大家帶來難忘的港台庫存節目。 

 

50. 主席談及不能重温港台超過一年前播出的節目。鄧忍光先生在回應時表示，網上特

備項目「歲月．．．．港台」將滿足有關需要。港台已獲立法會批准撥款一億元，用以

把四分之一的庫存節目數碼化及上載港台網站。上載網上的節目均具歷史價值，例

如在一九五零年代港督的演說、直播啓德機場開幕的片段、以及港台的精選節目

等。下次會議將介紹「歲月．．．．港台」項目。 

 

議程事項議程事項議程事項議程事項六六六六(b)：：：：季度匯報季度匯報季度匯報季度匯報(投訴投訴投訴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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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12號號號號》》》》) 

 

51. 戴健文先生介紹有關文件，委員會成員備悉文件內容。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52. 主席告知，張漪薇女士將加入委員會擔任新一屆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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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53. 主席告知，下次會議將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舉行，地點待定。 

 

54. 由於沒有其他事項提出討論，會議在下午五時三十分結束。 

 

 

 

 

 

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秘書處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秘書處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秘書處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秘書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