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廣播及電影業對本港經濟貢獻良多。我們應致力進一步

發揮這些行業的潛力，助其爭取更好的成績。

現今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種種新的科技，也趨於互

相 流，為娛樂、資訊、教育和商業開創了前所未有的發展

契機，更可為整個社會帶來無可限量的經濟利益。政府要面

對的挑戰是：我們必須確保本港的電訊和廣播規管架構，能

夠與資訊新紀元同步發展。

香港憑 本身的有利條件，可以從資訊新紀元所帶來的

機會中受惠。我們擁有達世界水平的資訊基建設施，而且在

廣播、電影、出版、資訊和廣告業方面人才濟濟，不乏世界

一流的服務機構。更重要的是，我們擁有一個有利營商的環

境，有助這些行業得以持續發展和成長。

本局及轄下行政部門，包括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電

訊管理局和香港電台的同事，會同心協力落實這本小冊子所

載列的施政方針。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鄺其志



一

廣播及電影服務

我們的施政方針是促進廣播及電影業的發展及提升香港

作為廣播及電影製作中心的地位。

為了落實這項施政方針，我們的目標是：

擴闊電視觀眾的節目選擇及促進引入嶄新的廣播服務

吸引對本地廣播服務的投資及鼓勵把業務範圍擴展至區

域市場

鼓勵和促使廣播服務與電影製作行業採用先進科技

透過扶助和促進電影業的發展，鞏固香港作為世界主要

電影製作和出口地的地位



二

成效重點

第三頁

第七頁

第九頁

為了貫徹這項施政方針，我們必須在以下主要工作範圍

取得成績：

一 提供一個具透明度、可預

測和均衡的法律和規管架

構

二 為廣播業建立一個開放和

奉行競爭的市場

三 促進本地廣播和電影業的

發展

四 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廣播及

電影製作中心
第十一頁

本小冊子分為多個部分，分別闡釋以上各個主要成效重

點的重要性，概述我們的工作，並列出用以衡量工作成效的

指標。此外，每部分亦臚列為貫徹該施政方針而新制定的主

要措施，並註明負責的機構，以及擬達到的具體目標。



三

通訊科技發展迅速。在技術上，各種媒體已可利用形式

各異的輸送方式，即電話線、同軸電纜、光導纖維及無線電

頻譜等傳達信息。不論是在技術或服務層面，廣播業、電訊

業及資訊科技業都逐漸朝 互相 流的方向發展。因應這些

發展，電訊、廣播和電腦網絡之間的分野顯得愈來愈模糊及

不必要。

鼓勵和提倡廣播及電訊網絡相互通達，是全球大勢所趨。

應用數碼科技和鋪設光導纖維，已紓緩了對頻譜資源的壓力，

並提供了推出新廣播服務的機會，例如數碼聲頻廣播、數碼

地面電視等。

為配合這些發展，我們會檢討本港的現行法例，並作出

所需的修訂，以確保廣播業的規管架構提供公平、開放和技

術中立的規管環境，從而促進業內的投資、加快科技轉移及

鼓勵推出嶄新服務。

在迎接新的「資訊年代」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維護

公眾道德，以及保障表達自由和獲取資訊權利的重要性。為

此，我們在《電影檢查條例》內訂定電影分級的明確法律架

構。我們會不時檢討電影分級的準則，以配合不斷改變的社

會標準。我們也會檢討《電影檢查條例》，使其更便於應用

和有利於經營電影業務。

一 提供一個具透明度、可預測和均衡的法律

和規管架構



四

我們會繼續與所有本地廣播界人士合作，確保廣播內容

符合業務守則所列的標準。

印刷媒介方面，我們會繼續提倡及倚賴出版商實行自我

規管，以及維持讓出版商自行決定呈交物品作類別評定的制

度。我們也會檢討《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以期加強

其成效。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

廣播服務的嶄新發展，將為消費者提供更多選擇和推動

香港成為區域性廣播中心

公眾認同規管制度是公平、穩健和易於明暸的

提供一個切合時宜的規管架構，俾能協助服務供應商採

用先進科技和鼓勵其投資

設立一個既能切合業界需要，又能達到政府在安全和保

安方面的政策目標的新規管制度，以管制在製作電影時

有關危險品的使用

《電影檢查條例》既便於應用又有利於經營電影業務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最新的規管措施



措施 目標

就引進數碼聲頻廣播的規管

架構，諮詢業內和社會人士

的意見，並制訂一套合適的

架構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

當數碼聲頻試播完滿結

束後，便會在一九九九

年展開諮詢，以期在

二零零零年或之前制訂

一套規管數碼聲頻廣播

的架構

探討是否可在香港引進數碼

地面電視
與業內人士擬定計劃，

在一九九九年進行數碼

地面電視的技術測試

藉 國際電信聯盟分配給香

港的 4 條高功率廣播 星頻

道，引進「直達用戶家庭服

務」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

探討引進「直達用戶家庭

服務」的可行性，以及市

場對這項服務的接受程

度，以期在一九九八年年

底或之前敲定政策建議

更新現有的法例，以提供一

個公平、開放及技術中立的

規管環境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提交有關的法例修

訂事項給立法會審議

檢討電視節目及廣告的現行

業務守則，以配合電視廣播

的新政策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

在一九九九年完成檢討

*  括號內為該措施的主要負責機構

五



措施 目標

制定一套新的規管架構，管

制在製作電影時有關危險品

的使用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就煙火技術員的

新發牌制度，以及管制

在製作電影與電視節目

時發放煙火和其他危險

品的許可證制度，進行

公眾諮詢

檢討《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

條例》，以改善其運作和成

效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

在一九九八年年底或之

前完成公眾意見調查，

以及在一九九九年第一

季制定政策建議，俾能

進行公眾諮詢

透過防範性質的巡查和執法

行動，以確保《淫褻及不雅

物品管制條例》獲得遵守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

在一九九九年，把巡查

報紙檔和漫畫與影視光

碟零售店的次數增加

16% 至 21 000 次

藉 播放宣傳短片、派發宣

傳單張，以及為目標組別舉

辦講座，加強教育市民和增

進他們對《淫褻及不雅物品

管制條例》的條文的認識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

在一九九八年年底製

作一套新的電視宣傳

短片

為家長、學生及青少

年機構舉辦關於《淫

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

例》的講座數目會增

加一倍，由一九九八

年的 25 個增至

一九九九年的 50 個

六



在已發展的經濟體系中，開放電訊及廣播業已是大勢所

趨。為配合這種趨勢，我們承諾開放電視市場，引進更多競

爭。我們已實施了一系列措施，開放 星廣播市場。我們亦

已批出了全球首項商營自選影像節目服務牌照。我們會繼續

借助先進技術和科技 流帶來的好處，以減低對廣播機構的

技術限制及增加信息傳送容量，俾能向大眾提供更優質的多

媒體服務。

我們相信開放和自由競爭的電視市場可以吸引投資、鼓

勵創新，以及為公眾帶來更多選擇。我們會提供有利於營商

的環境、盡量減少參與經營的障礙、保障公平競爭，以及確

保消費者可以享用新服務，藉此繼續促進這個行業的增長。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

電視市場競爭有所增加

為社會提供的廣播服務更多元化、質素更高

電訊和廣播網絡的開放程度

電訊和廣播服務市場之間的擴展和滲透程度

二 為廣播業建立一個開放及奉行競爭的市場

七



措施 目標

檢討現時就本地收費電視和

自選影像節目服務暫停發牌

的有關安排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

在一九九八年年底之前

公布有關開放收費電視

和自選影像服務市場的

政策決定

研究當香港國際電訊有限公司

的 星上行設施服務專營權於

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屆滿後，

應否准許 星電視廣播持牌機

構利用其傳送設施為其他機構

提供 星上行服務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

在一九九八年年底或之

前公布有關的政策決

定，以期在二零零零年

或之前制定有關的規管

程序

透過改善大廈內電視線路的

擠迫情況，俾能盡量增加服

務方面的選擇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

考慮利用新科技和採取

立法途徑，以解決容量

受限制的問題，並在

一九九八年年底或之前

公布有關的政策決定

八



廣播及電影業對於本港經濟和發展本地文化特色方面，

都很重要。我們明白到規管必須切合業界的需要，以及須提

供適當的撥款資助，以促進業界的進一步發展。

在越趨開放和競爭劇烈的市場中，為協助降低服務供應

商的經營成本，我們會檢討對廣播業持牌營辦商按訂戶費收

入及廣告收入所徵收專營權費的政策。

為協助本地電影業，我們會提供撥款，鼓勵在人才方面

的投資和發展先進的後期製作科技。我們也會縮短和簡化申

請拍攝電影外景的程序，並推行措施，令香港成為更方便攝

製電影的地方。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

盡快完成有關收費專營權費及廣告宣傳專營權費的檢討

成立電影發展基金的時間

高等教育院校為電影界制訂新課程及培訓計劃的數目

促進本地廣播及電影業的發展三

九



措施 目標

成立電影發展基金，對有利

本地電影業發展的計劃提供

財政支援，例如協助電影業

掌握更多特別技能、增進他

們的科技知識和採用先進的

後期製作科技等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財政年度內成立電影發

展基金

與高等教育院校一起探討舉

辦培訓計劃的可能性，以期

增進本地電影業的科技知識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

協助籌組於一九九九年

四月舉辦的數碼科技座

談會，以及於一九九九

年七月為電影業舉辦的

數碼剪接科技短期培訓

計劃

十



香港有潛力發展成為世界主要的電影製作及廣播中心。

這方面的發展不單可吸引國際專業技術和資金來港，更提供

了寶貴的機會，讓本地才俊展露才華。為 支持香港發展成

為廣播及電影製作中心，我們會檢討和簡化目前規管非香港

居民和跨媒體擁有權的規則，以促進服務多元化、吸引投資

和鼓勵跨國企業參與本地市場。

我們一向有在國際市場推廣香港電影，並會繼續在這方

面努 力 。 在 一 九 九 七年 ， 我 們 曾 在 歐 洲及 美 國 4個 城 市 舉

辦香港電影節，吸引了超過 7 600 名人士入場觀賞。我們會在

一九九八年在歐美及澳洲各大城市舉辦香港電影節。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主要的成效指標是國際投資

在香港的本地廣播和源自香港的區域廣播的投資款額。

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廣播及電影製作中心四

十一



措施 目標

適當地簡化和放寬管制非香

港居民和跨媒體的擁有權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

在一九九八年年底或之

前，擬定一套新的規

則，以規管非香港居民

和跨媒體的擁有權，並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提交有關的法例修

訂事項

推廣香港電影以及促進香港

成為電影製作地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

在一九九九年在華盛頓

及悉尼舉辦香港電影節

在一九九九年的一個國

際會議中，推廣香港電

影及鼓勵在港攝製電影

繼續舉辦香港國際電影展覽

會，使成為每年一度的盛事

並鼓勵公司參與展出和購買

影片

(香港貿易發展局 )

維持參與一九九九年香

港國際電影展覽會的公

司數目於一九九八年的

水平

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