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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HAB159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1873)  

總目：  (74) 政府新聞處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2) 本地公共關係及公眾資訊  

管制人員：  政府新聞處處長  (聶德權)  

局長：  民政事務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11)：  

鑑於作為「第五權」的民間網絡媒體日漸普及，其監察政府施政及推動社會運動的角色對大眾至為

重要。網絡媒體必須擁有足夠新聞及採訪自由，方能全面有效地監察政府及報道社會時事。 新聞處

有否內部指引，如何決定讓網絡媒體(非主流新聞機構)採訪政府官員及出席記者會？如有，指引詳情

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會否盡快制訂相關指引，以配合社會發展需要？以及，媒體工作者是否必

須為香港記者協會會員，才獲准採訪及出席記者會？如是，理據為何？如否，處方根據甚麼準則接

受網絡媒體採訪？ 
 
提問人：毛孟靜議員  

答覆：  

 香港特區政府十分重視傳播媒介的功用，一向致力透過傳媒向市民大眾發放與施政有關的各項

資訊，並盡可能為新聞傳媒的採訪工作提供方便。 

 

2. 政府在舉辦公開活動時，相關部門會根據整體情況，包括場地條件、保安要求和現場秩序等因

素，通盤考慮最合適的採訪安排，盡量配合新聞界的需要。政府各部門秉持公開及高透明度的原

則，會盡可能接受新聞傳媒採訪，以便市民大眾可透過傳媒報道更了解政府的工作。 

 

3. 一般而言，進場採訪活動或出席記者會的，都是報道新聞的傳媒，包括： 

 

(i) 註冊印刷報刊、期刊 

根據《本地報刊註冊條例》 (香港法例第 268 章) ，已經向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註冊的

報刊、新聞期刊，以及關聯的網站。 

 

(ii) 電台 

政府資助的電台廣播機構；及持有根據《電訊條例》(香港法例第 106 章)發出的聲音廣播牌照

的電台廣播機構。 

 

(iii) 電視台 

政府資助的電視廣播機構；及持有根據《廣播條例》(香港法例第 562 章)發出的本地免費電視

節目服務牌照或本地收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或持有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的商營電視廣播

機構；以及持有根據《電訊條例》發出的固定電訊網絡服務牌照、有限制固定傳送者牌照、或

綜合傳送者牌照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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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新聞通訊社 

根據《本地報刊註冊條例》，已向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註冊的新聞通訊社，以及政府

新聞處海外公共關係組編製的「駐港外地記者」名單上所列載的新聞通訊社、報章、雜誌及電

視／電台廣播機構。 

 

4.   政府了解到資訊科技和互聯網的發展突飛猛進，大大降低了開設傳媒的門檻，幾乎任何人都可

以設立媒體網站。加上社交網站日新月異，層出不窮，在網上發放信息的渠道五花八門，數目難以

準確掌握，運作方式亦各師各法，未必依循主流新聞媒體的傳統規範。 

 

5. 由於目前社會上對網上媒體未有一致的定義或清晰的界定，也沒有如上述主流媒體那樣一套依

法規定的註冊或發牌制度，我們實在難以在眾多「網媒」中作出區別，但實際情況又不可能開放讓

所有自稱「網媒」的都進場採訪。 

 

6. 政府會密切留意資訊科技的發展和傳媒的變化，讓廣大市民以最有效方式接收政府的資訊。所

以，政府會利用互聯網加強溝通，例如透過香港政府一站通上載政府的新聞稿件、圖片及新聞短

片，方便公眾人士二十四小時檢索和閱覽；在政府網頁直播主要的記者會整個過程；以及設立網上

廣播資料庫，供翻查有關的記者會和其他新聞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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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HAB423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5777)  

總目：  (74) 政府新聞處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香港以外的公共關係  

管制人員：  政府新聞處處長  (聶德權)  

局長：  民政事務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244)：  

於 2014-2015 年度，政府當局有沒有就世界不同區域或洲份制訂公共關係開支的分配比例；若有，有

關比例的詳情是甚麼；有關比例與過去三個財政年度的開支比例作如何比較；政府當局可否說明

2014-2015 年度的開支比例出現／沒有改變的原因和理據是甚麼？ 

 

提問人：陳家洛議員  

答覆：  

 

政府每年調撥予不同區域或洲份作公關及宣傳計劃的撥款都不相同，主要是按香港駐世界各地政府

辦事處的推廣項目、要求以及高層官員的外訪計劃行程等因素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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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HAB424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5778)  

總目：  (74) 政府新聞處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3) 輿論  

管制人員：  政府新聞處處長  (聶德權)  

局長：  民政事務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245)：  

近年透過網上媒體或網絡社交平台向政府當局提出意見或評論的市民不斷增加，處方在這綱領下的

工作計劃和開支預算，將如何因應上述環境的轉變而作出調整；若處方決定作出調整，有關的詳細

工作計劃和分項開支分配的詳情是甚麼；若不會進行調整，原因是甚麼？ 
 

提問人：陳家洛議員  

答覆：  

 

特區政府十分重視民意，各政策局和部門會按工作需要透過不同方式和渠道收集市民的意見。政府

新聞處密切留意透過傳媒表達的輿論，本處現無問題所述的專項開支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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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HAB425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5845)  

總目：  (74) 政府新聞處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2) 本地公共關係及公眾資訊  

管制人員：  政府新聞處處長  (聶德權)  

局長：  民政事務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741)：  

鑒於新媒體(新聞網站、網上電台、即時新聞平台) 近年發展迅速，當局會否研究新公關守則及成立

登記制度，確保新媒體的待遇與傳統媒體一樣(包括獲政府新聞處發稿及邀請採訪等服務)？開支是多

少？ 
 
提問人：陳家洛議員  

答覆：  

 
香港特區政府施政以民為本，十分重視傳播媒介的功用，一向致力透過傳媒向市民大眾發放與施政

有關的各項資訊，並盡可能為新聞傳媒的採訪工作提供方便。 

 

政府了解到資訊科技和互聯網的發展突飛猛進，大大降低了開設傳媒的門檻，幾乎任何人都可以設

立媒體網站，加上社交網站日新月異，層出不窮，在網上發放信息的渠道五花八門，數目難以準確

掌握，運作方式亦各師各法，未必依循主流新聞媒體的傳統規範。 

 

由於目前社會上對網上媒體未有一致的定義或清晰的界定，也沒有如主流媒體那樣一套依法規定的

註冊或發牌制度，我們實在難以在眾多「網媒」中作出區別，而在實際情況下亦不可能開放場地，

讓所有自稱「網媒」進場採訪。 

 

政府會密切留意資訊科技的發展和傳媒的變化，讓廣大市民以最有效方式接收政府的資訊。政府會

利用互聯網加強溝通，例如透過香港政府一站通上載政府的新聞稿件、圖片及新聞短片，方便公眾

人士二十四小時檢索和閱覽；在政府網頁直播主要的記者會整個過程；以及設立網上廣播資料庫，

供翻查有關的記者會和其他新聞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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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HAB426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5439)  

總目：  (74) 政府新聞處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2) 本地公共關係及公眾資訊  

管制人員：  政府新聞處處長  (聶德權)  

局長：  民政事務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66)：  

政府新聞處的其中一項工作是安排政府官員出席電台直播節目及電視台的公共事務節目。請以列表

方式列出過去一年，處方為各問責官員安排出席電台或電視台節目的次數及開支為何；預計二零一

四至一五年度的有關開支為何？ 
 
提問人：林大輝議員  

答覆：  

政府新聞處在二○一三年安排行政長官及各司局長出席電台直播節目及電視台公共事務節目共 206

次。詳情如下： 

 

主要問責官員在二○一三年出席電台直播節目及電視台公共事務節目次數 

 

主要問責官員 出席電台直播節目及電視台公共事務節目次數 

行政長官 8 

政務司司長 12 

財政司司長 4 

律政司司長 7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24 

民政事務局局長 4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13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19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12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4 

保安局局長 4 

教育局局長 16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1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49 

環境局局長 14 

發展局局長 15 

總數 206 

 

安排官員出席電台直播節目及電視台公共事務節目不涉及額外的財政資源和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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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HAB427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5440)  

總目：  (74) 政府新聞處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3) 輿論  

管制人員：  政府新聞處處長  (聶德權)  

局長：  民政事務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67)：  

政府新聞處會編撰傳媒報道摘要、譯稿、報告、官員的談話全文及剪報，然後送交有關決策局和部

門，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內，政府新聞處將會繼續密切留意在報章、雜誌、電子及新媒體發表的

輿論。有否統計各問責官員過去一年的報道數目為何，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涉及人

手及開支分別為何？ 
 
提問人：林大輝議員  

答覆：  

 

政府新聞處編撰傳媒報道摘要、譯稿、報告、官員的談話全文及剪報的目的，是讓特區政府知悉市

民透過傳媒表達的意見，以及公眾對政府政策及措施的反應，因此沒有統計各問責官員的報道數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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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HAB428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6025)  

總目：  (74) 政府新聞處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2) 本地公共關係及公眾資訊  

管制人員：  政府新聞處處長  (聶德權)  

局長：  民政事務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887)：  

1. 請告知 “綱領( 2 )本地公共關係及公眾資訊” 中的人手編制如何？就有關人手編制，本年度（即 
2014-15 年度）的薪酬開支預算（每名計）分別為多少？ 
 

職位／職級 人數 薪酬預算（每名） 註 
 
2.   在 2011 年至 2013 年，請問在該三年中分別有多少次負責的官員是以引述政府消息人士進行?  有
多少個可引述政府、政策局或部門發言人?  有多少次是不設記者問問題的環節？ 
 
3  不少外國政府也會將民間媒體列在認可的傳媒名單，請問當局會否將香港的民間媒體、網上媒

體、學生網體也列入名單，讓他們可以參與政府的記者會、簡報會、訪問、參觀及公開活動等？ 如
否，請告知有沒有詳細研究後的原因以及有否參考外國例子。 
 
提問人：梁國雄議員  

答覆：  

 

1 .  在 2014-15 年度，綱領( 2 )的編制為 247。本綱領在 2014-15 年度的薪金開支預算分析如下 - 
 

職級 人數 薪金開支預算 (元) 平均每名 (元) 
首長級人員、 

新聞主任職系人員及

其他支援人員 
 

247 152,912,588 619,079 

 
 
2.  2011 年政府安排了 1 073 個記者會及簡報會，當中 33 個為背景簡介會，其中 14 個傳媒可引述政

府消息人士，19 個可引述政府、政策局或部門發言人。 

 

2012 年政府安排了 1 372 個記者會及簡報會，當中 32 個為背景簡介會，其中 12 個傳媒可引述政

府消息人士，20 個可引述政府、政策局或部門發言人。 

 

2013 年政府安排了 1 699 個記者會及簡報會，當中 27 個為背景簡介會，其中 8 個傳媒可引述政

府消息人士，19 個可引述政府、政策局或部門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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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特區政府施政以民為本，十分重視傳播媒介的功用，一向致力透過傳媒向市民大眾發放與施

政有關的各項資訊，並盡可能為新聞傳媒的採訪工作提供方便。 

 

政府了解到資訊科技和互聯網的發展突飛猛進，大大降低了開設傳媒的門檻，幾乎任何人都可以

設立媒體網站，加上社交網站日新月異，層出不窮，在網上發放信息的渠道五花八門，數目難以

準確掌握，運作方式亦各師各法，未必依循主流新聞媒體的傳統規範。 

 

由於目前社會上對網上媒體未有一致的定義或清晰的界定，也沒有如主流媒體那樣一套依法規定

的註冊或發牌制度，我們實在難以在眾多「網媒」中作出區別，但實際情況又不可能開放讓所有

自稱「網媒」的都進場採訪。 

 

政府會密切留意資訊科技的發展和傳媒的變化，讓廣大市民以最有效方式接收政府的資訊。政府

會利用互聯網加強溝通，例如透過香港政府一站通上載政府的新聞稿件、圖片及新聞短片，方便

公眾人士二十四小時檢索和閱覽；在政府網頁直播主要的記者會整個過程；以及設立網上廣播資

料庫，供翻查有關的記者會和其他新聞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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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HAB429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5275)  

總目：  (74) 政府新聞處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沒有指定  

管制人員：  政府新聞處處長  (聶德權)  

局長：  民政事務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51)：  

2014 至 2015 年度政府新聞處到中國大陸作公務考察或交流的預算為何？請告知計劃於 2014 至 2015
年度進行的中國大陸公務考察或交流的主題。有關當局如何避免公務外訪出現與公務無關的活動？

有關當局又如何避免更改造訪地點的申請變得徒具形式？ 
 
提問人：黃毓民議員  

答覆：  

 
2014-15年度政府新聞處人員會因應工作需要，包括支援高層官員外訪以便傳媒作出報道，以及加強

與對口單位的合作和交流等進行公務外訪，暫時未有具體計劃。 

 

公務外訪的開支如由公帑支付，會受到有關規例及指引規管，以確保有效監管及公帑用得其所。有

關規管包括必須在運作上有充分理由才可進行公務外訪；所有公務外訪必須事先獲得正式批准，並

避免包含非公務性質的事項；有關人員在遞交申請時，必須盡量提供有關擬進行外訪的一切所需資

料；如有關的外訪安排其後有變，有關人員必須盡快通知審批人員，而審批人員亦須評估是否需要

重新考慮該項申請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