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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榮簡歷
年齡 62歲
1975年 在報章擔任記者
1978年 加入電視廣播有限公

司(無綫)擔任記者
1982年至1990年 出任編輯主任；擔任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
KTSF（26台）國語新
聞的編輯主任一職3年

1994年 重返無綫出任新聞部
主管達5年

2000年至2005年 創辦擁有90名員工的
網上電視財經新聞台
ETVision Limited，並
兼任經濟日報出版社主管，兩者均為香港經濟日報集團轄
下的機構

2007年至2011年 出任亞洲電視有限公司副總裁/高級副總裁(新聞及公共事
務)

2011年後 從事顧問工作及於大學任教
2015年8月 獲特區政府委任為廣播處長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梁家榮接任港台一哥今履新
40年傳媒從業經驗 各方認同合適人選

通訊局研顯「+」號 防海外來電騙案 成報「劫後」復刊
《忽周》告別讀者

空姐智破「機艙鼠」獲航空公司嘉許

新聞界老將 為亞視「誤報」辭職
今日接任廣播處長掌管香港電台的梁家

榮，被視為本港新聞界老將，他早在上世紀
70年代中加入新聞界，先後在佳藝電視、無
綫等擔任記者及主播，90年代初一度移居美
國，數年後回流，重返無綫管理新聞部，後
轉職香港經濟日報集團。2007年，他加入
亞洲電視，翌年成為新聞部副總裁。2008
年，現任港視主席王維基入主亞視成為行政
總裁期間，梁家榮曾辭任新聞部副總裁一
職，但同月決定留任。

在梁家榮的傳媒生涯中，以他因亞視錯
報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死訊而「引咎辭職」
一事最為矚目。2011年7月，亞視傍晚新

聞誤報江澤民死訊，引起軒然大波，最終
令當時掌管新聞部的梁家榮「引咎辭
職」，據其解釋是「盡一切努力都無法阻
止報道出街」。

當日的亞視晚間新聞報道梁家榮辭職消息
時，加插畫面，在梁家榮圖片旁加上「新聞
良心」四字。梁家榮同年9月離開亞視，臨
別寄語同事須謹記社會責任，「新聞操守守
唔住，就無資格做新聞」。梁家榮後來於立
法會會議解釋誤報風波時
指，當日是「誤信消息人
士」，與亞視管理層施壓無
關。 ■記者 李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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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自明）
特區政府委任梁家榮接任廣播處
長，昨日離任的現任處長鄧忍光
讚揚梁家榮是非常有經驗的專業
媒體人，相信他會領導港台遵照
《約章》，做好公共廣播。回顧
任內工作，鄧忍光強調，社會能
看到港台出品，觀眾過去4年對
港台的公正、公信力、節目質素
等評價都非常高。
特區政府4年前委任時任勞工

及福利局副秘書長鄧忍光為廣
播處長，是首位政務官出任這
個職位。鄧忍光昨日向港台員
工發電郵道別，指對擔任廣播
處長一職4年感到榮幸，又說與
港台同事合作期間，在數碼電
視頻道、數碼電台廣播等範
疇，以及為港台下一代管理層
提供培訓等方面作出準備。他
感謝港台員工的支持，深信大
家會支持梁家榮。

信梁依《約章》做好公共廣播
鄧忍光昨日在離任前會見傳媒

指，深信梁家榮憑藉豐富的專業
背景和深厚的管理能力，一定能
夠繼續帶領港台，依據《香港電
台約章》做好公共廣播。至於如
何評價自己過去4年在港台的表
現，他說市民可從港台播出的節
目看到成果，強調觀眾過去4年
對港台的公正和公信力評價非常
高，《香港電台約章》有關編輯
自主的部分也毫不含糊。他已經
向梁家榮充分介紹港台工作，但
拒絕回應自己是否將接任海關關
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有本港航空公
司昨日舉行頒獎禮，有16名員工和5組機組
人員因工作上表現卓越獲表揚。有機艙服務
員利用自己公餘的時間協助在異地病倒的老
婆婆；也有機智機艙服務員偵破「機艙老
鼠」的詭計，成功協助警方將其繩之以法。
其他獲獎員工的行為包括：協助家屬運送遺
體、尋找失散家人、協助拯救隊前往災區

等。

婆婆機艙勁咳 空少下班探望
國泰航空和港龍航空昨日舉行「Betsy

Awards 2015員工嘉獎禮」，16名員工和5
組機組人員獲獎。機艙服務員Joel Tuquib去
年在前往溫哥華的航班上，發現一名老婆婆
有嚴重咳嗽，遂於抵埗後將該名老婆婆送往

醫院接受治療。他下班後仍然擔心婆婆的健
康狀況，專誠前往醫院探望，並為婆婆同行
的妹妹安排入住在醫院毗鄰的酒店，並留下
自己的電話號碼，以便提供協助，減少她們
在異地的徬徨，充分表現其愛心和體貼。
另一名獲獎的機艙服務員金葉在廈門來港

的航班上，留意到一名黑衣男乘客將行李放
在較遠的儲物櫃內，但當時附近的空置儲物

櫃多，令她生疑，遂即時向機艙事務長林芳
怡和高級事務長朱仲衡匯報，以加倍留意航
班安全。
其後，朱仲衡看到該名黑衣乘客打開自己

座位上的儲物櫃，從黑色背包中取去一疊鈔
票。到達香港後，朱仲衡看到一名年輕乘客
拿着黑色背包，便立即詢問背包是否屬於
他、有沒有同行友人和失去財物，該乘客經
檢查後發現鈔票不翼而飛。朱陪伴該乘客落
機跟蹤疑人，並報警求助，最後成功協助警
方將其繩之以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有市民就香港電視娛樂
（港娛）獲發半條數碼電視頻譜一事申請司法覆核，通訊
事務管理局主席何沛謙昨日指該局會審視對方的理據及等
候法庭審核，但認為事件不會影響指配頻譜的程序。而針
對近日電話騙案頻頻，部分海外來電以本地號碼顯示，誤
導市民接聽，何沛謙指當局正研究在來電顯示上加入如
「+」號以作識別。

港娛申頻譜須補充投資計劃
何沛謙透露，雖然坊間消息指亞視有股權變動，但當局
至今仍未接獲亞視的通知，而亞視現時擁有的1.5條數碼電
視頻譜，將在明年4月屆滿後被收回，當局上周已公佈將
0.5條頻譜以附帶條件方式編配予港娛。他指出，頻譜覆蓋
率達90%，而港娛本來只申請以固網形式廣播，頻譜廣播
原則要求港娛再提交相稱的投資計劃及節目編排等，現正
等候對方答允條件及補充資料。

他補充，根據港府發牌條件，港娛必須在明年3月下旬
前向市民提供固網電視服務，因此即使有市民提出司法覆
核，現階段港娛仍需按法例履行發牌承諾。

頻譜不會配給無牌照電視台
被問到餘下的一條頻譜是否最可能由奇妙電視或無綫瓜

分，何沛謙指奇妙電視基本上只獲准使用固網廣播，並非
正式發牌機構，當局絕不會將頻譜配給沒有牌照的電視
台，當局同時認為無綫使用1.5條頻譜作廣播已很足夠，除
非該台有新廣播計劃，否則應不會獲得額外頻譜編配。至
於永升及香港電視申請免費電視牌照，何稱已收到港視遞
交資料，當局會按既定程序審視資料，稍後再尋找顧問研
究新電視台加入對市場競爭的影響。
對於近日電話騙案頻頻，部分海外來電以本地號碼顯示，

誤導市民接聽，何沛謙指當局正研究在來電顯示上加入如
「+」號以作識別，現待營辦商同意加入，相信便可成事。

8月6日(第15/091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8月8日

頭獎：—
二獎：$521,290 （4注中）
三獎：$85,540 （65注中）
多寶：$19,215,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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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歲的梁家榮，早年畢業於浸會學院傳理系，有近40年新聞經驗，曾任職信
報、無綫電視、亞洲電視等機構，目前在中
文大學任教。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張雲正對梁
家榮的任命表示歡迎。他說：「梁家榮具備
豐富的專業知識和卓越的管理才能，加上他
在傳媒界的豐富經驗，我深信他定能帶領香
港電台面對未來的挑戰，並繼續為市民提供
優質服務。」

港台歡迎率領發揮公營廣播角色
廣播處長主理香港電台，擔任港台總編
輯，保障其編輯自主。香港電台發表聲明
指，梁家榮出身傳媒專業，歷任多個本地和
海外廣播機構製作及管理崗位，歡迎他出任
廣播處長。港台發言人又指，相信梁家榮將
率領港台團隊，發揮港台公營廣播機構的角
色，以不偏不倚的精神堅守編輯自主方針，
在跨媒體年代融合電視、電台、網絡和各種
新媒體，提供資訊、教育、娛樂節目給香港
市民。
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主席蔡玉玲表
示，工會期望梁家榮秉持傳媒人的風骨和腰
骨，於任內維持港台的編輯自主，與員工建
立互信關係，工會今早會向梁家榮表達訴
求。她又指，梁家榮任職亞視新聞及公共事
務高級副總裁期間，曾發生誤報前國家主席
江澤民的死訊一事，工會期望他能汲取經
驗，並會繼續聽其言、觀其行。

馬逢國指傳媒人背景易受認同
社會各界對梁家榮主理港台反應正面。體
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立法會議員馬逢國

認為，梁家榮在傳媒界口碑不錯，相信他多
年來從事私人傳媒機構的經驗，對香港電台
長遠管理及提升效率有裨益。他又指，香港
電台面對很多爭議，由有傳媒背景人士出任
處長恰當，較容易取得港台員工的認同。
多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亦稱，由有傳媒背

景人士出任廣播處長，比由特區政府政務官
出任好。曾經與梁家榮在新聞界共事的劉慧
卿稱，今次委聘不再是政務官「空降」，希
望對港台來說是好事，又形容梁家榮是謙謙
君子，但擔心他頂不住外來壓力，希望他能
堅持自由自主地製作節目。

料改變政務官管理方式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毛孟靜稱，由熟悉傳媒運
作的人士出任廣播處長，感到驚喜，她形容梁
家榮有大將之風，相信他能夠做到面面俱圓，
希望他能夠抵住政治干預，守住新聞界的底線
和操守。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希望梁家榮能
憑着過往經驗，和港台員工合作，也希望特區
政府在資源上給予港台適當支持。
將於10月退休的港台節目主持人謝志峰認

為，梁家榮在新聞行業有數十年經驗，希望
他能改變政務官管理港台的方式。記協主席
岑倚蘭就指，梁家榮履新後作為港台的總編
輯，最重要是捍衞港台編輯的獨立自主，抵
住政治壓力。
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讚揚梁家

榮處理新聞經驗豐富，但強調處長置身於港
台作為政府部門及公共廣播機構之間的交叉
點，「社會上沒有人有光環」，今後要視乎
梁家榮的表現，才能確定資深新聞工作者能
否勝任處長一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自明）特區政府昨日宣佈，經公開和內部招聘後，

委任資深傳媒人梁家榮接替鄧忍光出任廣播處長，今日履新。香港電台對此

表示歡迎，深信梁家榮會率領港台團隊，發揮公營廣播機構角色，堅守編輯

自主方針。各方普遍認為梁家榮是合適人選，相信他從事私人傳媒機構的經

驗，有助提升港台管理和效率，也較容易取得港台員工的認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上月17日起因戶口
被凍結而暫停出版的《成報》昨日復刊，並換上由
董事局主席谷卓恒題字的新報頭，又以半版篇幅寫
上「雨過天青、成報復刊、廣招人才」，下半版刊
出報紙各版面的招聘廣告。
谷卓恒發表復刊感言時表示，對員工團結一致保

護《成報》感到相當感動，他認為這是《成報》的
核心價值，亦是公司最大的資產，「如果沒有一支
強大的編採和製作隊伍，就如沒靈魂一樣，徒具空
殼。」他十分感激一直長期支持《成報》的社會人
士及廣告客戶，在《成報》前景不明下仍給予百分
百信心。
除了《成報》暫停出版，近期相繼有《新報》

及《忽然1周》停刊。谷卓恒稱，雖然紙媒受網
絡多媒體的影響，改變市民的傳統閱報習慣，令
紙媒經營愈見困難，但他稱《成報》絕不會故步
自封，除鞏固報章質素外，亦朝向「報網合一」
的融合方式發展，集團亦將廣招人才以打造新方
向。
至於壹傳媒亦受印刷業務拖累，營業額及盈利均

錄得10%至30%虧損，其中銷量急跌的《忽然1
周》早前被宣佈停刊，昨日出版最後一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海關再度
展開招聘程序，今年目標為招募90名見習督
察，下周二凌晨截止申請。海關昨日表示，
過去數年平均每150人爭1名額，遴選由筆試
至面試共分6部分，最多人在考核中英文能力
的筆試及體能測驗中失手，雖然海關希望招
聘的男女比例為8：2，但要視乎實際空缺名
額及申請者是否適合海關工作。海關續說，
今年9月開始整個遴選程序，最快明年7月開
始入班，寄語有志者及早準備。
紀律部隊面臨退休潮急需請人填補，海關

今年6月接獲8,500份員佐級關員職位申請，
當中有640人通過遴選，另外新一輪見習督察
招聘程序即將開始，求職者由即日起至下周
二凌晨可遞交申請表。海關訓練學校校長范
子光昨日表示，今年海關目標為招聘90名見
習督察，往年平均每150人爭1名額，申請者
需進行6個項目的遴選程序，包括首部分測試
中英文及邏輯能力的筆試、小組討論、領導
才能測試、體能測試、次部分筆試及最後遴
選面試。

校長：考語文及邏輯「無得準備」

范子光指出，以往最多申請者在首項筆試
中失手，但由於該項筆試考核語文及邏輯能
力，可謂「無得準備，本身能力幾高就幾
高」，但其次的小組討論，只要申請者能表
現出良好的溝通、理解及表達能力，就可輕
易過關。他續說，討論題目多數圍繞時事，
申請者會抽籤討論，可考核他們對題目的理
解能力，建議申請者多留意新聞常識。
至於最多人關注的體能測驗，范子光指海

關網頁已詳列測試要求，申請者需在立定跳
遠、穿梯、靜態肌力測試及800米跑中，每個
項目至少取得1分，合共取得至少12分即可
合格，滿分為20分，建議申請者應及早訓
練。
范子光稱，新一批申請者將於9月開始進行

遴選程序，最快明年7月後開始入班，接受為
期24周的基礎訓練，屆時將在專業發展訓練
大樓內，接受貨倉、旅客通關、車底檢驗、
模擬法庭、船艙及住宅單位搜毒等情景訓
練，另外要學習步操及槍械操作等知識。他
表示，由於要視乎未來空缺情況及申請者是
否適合海關工作，成功通過遴選並獲選取的
申請者，會分批通知邀請入班訓練。

■何沛謙指港娛仍需按法例在明年3月底前向市民提
供固網電視節目。 袁楚雙攝

海關招海關招9090見習督察見習督察 英文體能易英文體能易「「失手失手」」

■■海關今年目標招海關今年目標招
募募 9090 名 見 習 督名 見 習 督
察察。。 郭兆東郭兆東攝攝

■■見習督察獲選者要進行為期見習督察獲選者要進行為期
2424周訓練周訓練。。 記者郭兆東記者郭兆東攝攝

■暫停出版3個星期的香港成報復刊。 中通社

■■梁家榮梁家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