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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支持改革港台 挽公眾信心

港台顧問委員會主席林大輝表
示，檢討報告把編輯管理和投訴處
理機制的流弊和漏洞，一針見血地
充分反映出來，報告亦顯示出不少
編輯管理上的工作和向顧委會提交
的報告是馬虎的。他認為，一些編
輯管理和投訴處理機制的流弊存在
已久，日積月累甚至已出現 「日久
失修」 的情況，必須盡快作出糾
正。他指出，港台過去沒有向顧委
會充分匯報投訴事宜，令顧委會的
角色一直被削弱。他說，檢討報告
提出多方面建議，包括加強編輯管
理、加強培訓、改善處理投訴的機
制等，顧委會將盡快開會，詳細討
論檢討報告並向港台提出意見。

擾亂抗疫 煽動民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

長吳秋北認為，港台一直以來並沒
有履行《港台約章》中列明的目的
和使命， 「有港台一貫表現作證，
單是這麼一項，便已必須整頓」 。
他說，現時的港台存在 「管理混
亂、腐敗透頂、公然資敵，把公帑
當私人小金庫，抹黑政府、擾亂抗

疫、扭曲事實、煽動民怨，走在反
中亂港的最前線」 等弊病，相信社
會各界都關注檢討報告出爐後，政
府會如何處理相關問題。

勿把編輯自主與管治混淆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認

為，是次檢討報告清晰闡釋出港台
過往完全陷入 「無王管」 的狀況，
任由前線人員 「自把自為」 ，收到
各式各樣投訴卻忽視有關意見，亦
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情況令人匪夷
所思，已嚴重損害了公眾對港台的
信任，希望新任廣播處長能撥亂反
正，助港台重回正軌。葛珮帆直
言，港台工會是否願意作出改善，
影響到港台未來能否完善架構、管
治， 「工會不應把編輯自主、新聞
自由與港台的管治及管理混為一
談」 。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說，
政府必須處理過去兩年來港台相關
的七宗投訴。廣播處長要兼顧專業
及港台作為公營電台的角色，期待
新人事新作風帶來新的改革熱潮，
相信市民都渴望有一個好的港台。

特區政府昨日公布香港電台的管治及管理檢討報告，
希望港台在編輯管理、投訴處理機制、員工管理等方面作
出改善。港台顧問委員會（顧委會）主席林大輝表示，一
些編輯管理和投訴處理機制的流弊存在已久，甚至已出現
「日久失修」 的情況，必須盡快作出糾正。有政界人士指
出，不應把編輯自主、新聞自由與港台的管治及管理混為
一談，公眾現時對港台的信任已遭嚴重損害，希望新任廣
播處長能撥亂反正，助港台重回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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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梁家榮：去留無意

市民：佔茅廁不拉屎
政府與廣播處

長梁家榮提前解

約。梁家榮昨早發

電郵向港台員工告別稱： 「驪駒在

門，同舟相隨五載半，激流盪；相

濡相忘，銘感五內。」 他又指：

「寵辱無驚，去留無意，也無風雨

也無晴。」
有市民認為，梁家榮任內對港

台不加約束，黑暴時期更放任港台

抹黑政府及警隊，他自稱 「寵辱無

驚，去留無意」 ，恰好說明其不作

為。有網民則立即對梁家榮的感言

作二次創作，改為： 「走狗在門，

佔着茅廁五載半，不作為；放任黃

屍，助美反中。」 「落籍番邦，有

恃無恐，禍國亂港太無情。」
大公報記者 高仁

◀梁家榮本月底執包袱。昨離開港台

時向記者揮手。 大公報記者馬丁攝

英美多年來監管廣播 不斷調整機制
港台亂象不斷，長

期被批 「無王管」 。事
實上，英美等西方國家

早已建立對廣播電視、電訊、互聯網等的
監管機制，並因應時代發展不斷調整政
策。

英國議會2002年3月批准《通訊辦公
室法案（2002）》，正式開始籌建英國
通訊辦公室。2003年7月，英國議會批准
《2003通訊法案》，令通訊辦公室全面
取代原來的廣播電視委員會（BSC）、獨
立電視委員會（ITC）、電訊辦公室
（OFTEL）、廣播管理局（R Auth）和

廣播通訊代理局（RA）五個部門，正式
對廣播、電視和電訊等部門行使管理權。
通訊辦公室內部組織按照通訊業務功能劃
分各部門。

至於美國，在1934年根據《1934通
訊法案》，建立了一個永久性的具有綜合
管制功能的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此後，根據《1996電訊法
案》，FCC從交通部接管其互聯網監管工
作，開始對廣播電視、電訊和互聯網全面
實行統一監管。2006年5月，FCC宣布成
立一個新的公共安全和國土安全局，將分
散在FCC下屬其他部門負責處理公共安全

通訊、緊急報警系統、911緊急呼叫、災
難管理以及網絡安全等工作的職能整合納
入這個新部門。

去年4月，美國之音（VOA）被白宮
批評每年花費約兩億美元，卻沒有 「講好
美國故事」 。據美國媒體Axios報道，時
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在2020年4月15日的新
聞發布會上，稱美國之音的報道 「令人感
到噁心」 （disgusting）。值得注意的
是，成立於二戰期間的美國之音，屬美國
新聞署的對外廣播系統，一直作為美國政
府的喉舌在全世界推廣所謂 「自由民
主」 。 大公報記者龔學鳴

港台長期搞對抗 為亂港派撐腰
已有93年歷史的

香港電台，自回歸以
來屢屢肆意歪曲事實

甚至胡編亂造，攻擊中央政府、特區政
府，抹黑建制派、香港警察，為「台獨」
「藏獨」張目、為反對派撐腰。社會各界
均對港台所作所為感不滿，指責、投
訴、抨擊乃至怒罵更是不絕於耳。

1928年6月，當時的港英政府接手
經營民間廣播 「香港無線電廣播社」 ，
以GOW為台號啟播，成為香港電台的
前身。1948年，電台正式命名為香港
廣播電台（Radio Hong Kong）。
1976年，香港廣播電台正名為香港
電台（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從成立至香港回歸祖國前，港台從
未對港英政府說半個不字。但此後20多
年來，港台卻肆意攻擊中央政府、特區
政府，為 「台獨」 「藏獨」 張目、為亂
港分子撐腰，引起各界長期不滿。

1998年全國兩會期間，時任全國
政協常委徐四民公開批評港台的《頭條
新聞》 「陰陽怪氣」 ，指責港台拿政府
公帑，卻污衊國家、辱罵特首。

污衊警方止暴抗疫工作
2019年黑暴亂港期間，港台記者

挑釁警方甚至涉嫌參與暴亂，而港台多
個節目更是污衊警方依法止暴制亂。其
中，2019年11月20日播放的《左右紅
藍綠》，被裁定違反《電視節目守則》

第3章和第9章的相關規定，通訊局就此
向港台發出嚴重警告；2019年9月4
日、10月7日、10月15日、11月13日播
放的《左右紅藍綠》，亦被裁定違反
《電視節目守則》第9章的相關規定，
通訊局向港台發出警告。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來襲，港台
屢次挑釁、抹黑警隊在抗疫期間的工
作。大量市民就港台管理、報道及部分
節目的內容偏頗失實等向政府投訴。

今年2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立
法會行政長官答問會上指出，在不足兩
年內，港台有七宗投訴被通訊局裁定成
立屬難以接受，亟需改善，政府已派
專責小組檢討。

大公報記者冼國強

▲2019年11月，警方招待會遭六名記者搗亂。港台記者李大偉（戴警字頭盔
者）有份搞事，港台視點31主持黃雅文（右前）則在旁起哄。

▲2020年2月，《頭條新聞》暗諷警員
是垃圾。通訊局裁定各界投訴成立。

▲2019年11月，《左右紅藍綠》主持指
警方血腥圍攻兩大學。通訊局發警告。

記者搗亂

言論偏頗

抹黑警方

網上熱話

各界不滿

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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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黑心醫護破壞抗疫港台沉疴難起 亟需刮骨療毒


龍眠山

人們常用 「白衣天使」 來形容醫
護人員，然而，穿着白衣的並不一定
就是善良的天使。早已劣跡斑斑、近
日又妖魔化 「安心出行」 的 「醫管局
員工陣線」 ，就是破壞特區抗疫、罔
顧市民福祉的邪惡醫護組織。

政府有條件放寬食肆營業限制，
市民入場消費前需掃碼或留下簡單資
料，實行 「抗疫與營商兩不誤」 ，受
到市民歡迎，這從 「安心出行」 下載
量激增至一百三十多萬可見一斑。但
攬炒派見不得香港抗疫形勢好轉，更
見不得市民配合政府抗疫， 「玩嘢」
手法層出不窮。 「醫管局員工陣線」
連日在街頭設街站，聲稱 「安心出
行」 的目的不是抗疫，而在於 「監視
市民的一舉一動」 ，讓市民 「習慣於
生活在沒有私隱權利的極權社會」 云
云，叫囂杯葛 「安心出行」 。

一個軟件的安全性如何，資訊科
技界的專業人士才有發言權，黑心醫
護組織政治掛帥， 「外行充內行」 ，
胡說八道，只能自暴其醜，枉做小

人。正如創科局發言人指出， 「安心
出行」 通過了獨立第三方的風險評
估，符合私隱保障條例的有關規定，
根本不存在侵犯私隱的問題。發言人
強調，絕不認同部分醫護人員的失實
指控，要求他們停止發放錯誤資訊，
以免誤導公眾。

有關部門及時發聲有正本清源之
效，但要求黑心醫護停止抹黑何異於
與虎謀皮？對於那些刻意發放歪曲訊
息的人或組織，應追究其誹謗責任，
以儆效尤。再說，破壞抗疫就是破壞
公共衞生安全，危害社會安寧，或有
觸犯國安法之嫌。

前年黑暴後，攬炒派為實現 「奪
權三部曲」 而大量成立組織，掛 「工
會」 羊頭，賣攬炒狗肉， 「醫管局員
工陣線」 是其中之一，去年初曾發起
「罷工」 行動阻撓抗疫。該組織冠以
「醫管局」 之名，很容易讓人以為是

醫管局的轄下機構。醫管局對轄下員
工妖言惑眾，豈能坐視
不理？

香港電台更換管理層，民政事務
局副秘書長李百全將出任台長，取代
提早半年解約的梁家榮。檢討港台管
治及管理的專責小組發表報告，直指
港台犯下多宗罪，包括編輯管理有缺
失、處理投訴存在利益衝突及人力資
源重疊等，必須在制度、執行及監察
上作出改善。港台被整頓是一件好
事，市民期待港台從此脫胎換骨、煥
然一新，但也不無憂慮。

港台百孔千瘡，是特區政府肌體
上的毒瘤。回歸之初，港台就以鮮明
的反政府立場而引人側目，被愛國愛
港人士斥為 「陰陽怪氣」 、 「低級趣
味」 ，但港台有恃無恐，變本加厲。
特別是在前年 「修例風波」 中，港台
完全倒向反中亂港勢力陣營，詆毀警
方、支持黑暴、為 「台獨」 張目等，
引起投訴如潮。港台問題固然是長期
積累所致，但梁家榮尸位素餐甚至包
庇縱容，更是難辭其咎。可笑的是，
梁家榮不知反省，反而 「拋書包」 以
蘇東坡自況，何止引喻失義，更反映

他擇錯固執、意圖推卸責任。
烏煙瘴氣的港台早該整頓，管理

失職的梁家榮早該問責，但為什麼有
關行動一拖再拖，延至今日？原因不
難理解，港台有兩大 「卸責金牌」 ，
一曰 「編輯自主」 ，二曰 「新聞自
由」 ，令有關主管部門動輒得咎，投
鼠忌器。長期 「和稀泥」 的結果，就
是姑息養奸，尾大不掉。

香港電台是政府機構，大部分員
工是政府公務員， 「編輯自主」 再怎
麼重要，也不可能凌駕於一般新聞倫
理規範及港台約章。約章寫得清清楚
楚，港台需要宣傳 「一國兩制」 及基
本法，報道須客觀持平。但港台某些
人視一切規章制度為無物，其立場之
偏頗，報道之不公，比打正旗號的黃
媒有過之而無不及。有人諷刺，特區
政府每年花費十億元公帑養一隻不守
家門卻專咬主人的 「惡犬」 ，何苦來
哉？

新聞自由也並非絕對，最起碼不
能偏離事實、社會道德及法律規範。

然而，港台濫用了新聞自由，將之變
成造謠誹謗鼓吹暴力的自由、配合西
方反華勢力妖魔化中央及特區政府的
自由。香港電台早有 「亂港平台」 之
名，豈是無因。

可見 「編輯自主」 也好， 「新聞
自由」 也罷，決不是放棄新聞操守、
推卸責任的藉口，更不是與特區政府
唱對台戲、背叛國家利益的擋箭牌。
美國之音去年播出一篇認同中國抗疫
措施的報道，本來是客觀中肯，但被
特朗普政府批評為 「幫中國宣傳」 ，
台長被即時 「炒魷」 ，這就是西方
「新聞自由」 的真相。如果香港按照

美國的那一套新聞規範，港台管理層
早該捲鋪蓋了，還有機會吟詩？

千呼萬喚之下，政府終於正視港
台問題，但也要看到，這些年來要求
整頓港台的聲音不絕，港台管理層也
換過多次，可惜次次雷大雨小，不了
了之。說到底，港台 「日久失修」 ，
沉疴難起，唯有徹底刮骨療毒，動大
手術，方有重生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