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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 

 

1. 世界已經進入以短片視頻為主要傳播工具的時代。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

不同理解是香港回歸以來眾多政治爭議的重要原因，坊間的研究對於短片視頻的

分析卻甚少。本研究旨在審視回歸以來有關“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宣傳短

片，包括內容、風格、形式、受眾、傳播渠道等方面，並對如何在香港面對嚴峻

局勢的環境下，加强宣傳效果（尤其在社交媒體）提出建議。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宣傳短片特點 

2. 本研究所收集和分析的短片包括政府和民間兩類。政府方面包括政府新聞處製作的

電視宣傳短片（API，Announcement of Public Interest），長度在 30 秒到 3分

鐘左右。本研究在政府新聞處網站、《基本法》網站、政府 YouTube頻道搜集了

20條代表性短片作爲分析對象，並分為四類主題：“政改方案”、“《基本法》

宣傳”、“回歸和《基本法》周年紀念”和“一地兩檢”。與上述四類主題相對

應的 9條民間製作短片是從 YouTube頻道中選出的每個主題下點擊率最多、時長

在四分鐘以下的短片。 

 

3. 總體而言，“政改方案”和“一地兩檢”兩組短片的性質類似，所涉及的都是“一

國兩制”原則下的新實踐，牽涉立法會在限期內通過法律，需要市民支持，因此

這兩組短片具有時效性，較為動態。“《基本法》宣傳”和“回歸和《基本法》

周年紀念”並不牽涉通過法案，更多是以教育為主，影片比較靜態。 

 

短片內容 

4. 時效性短片的民間製作較多是針對政府短片，呈現針鋒相對的形態。在“政改方

案”的 9條宣傳片中，“2012年政改方案”時期推出的故事性短片以母女商量製

作裙子比喻市民和政府在協商中確定政改方案。反對派的動畫短片是對政府短片

的二次創作，解讀為政府強迫市民接受政改方案。“2017年政改方案”短片則著

重以動畫形式和邀請主事官員介紹政改方案和解釋《基本法》第 45條。另一個突

破是政府短片中直接播放遊行示威的場面，並反問市民是否真的拒絕普選的選

票。而反對派製作的短片則通過模擬經典片段、動畫製作、資訊圖表三種拍攝手

法吸引觀眾，諷刺地指出政府方案的缺點。 

 

5. “一地兩檢”的 4條政府短片都由旁白或主持人陳述高鐵的發展機遇或“一地兩

檢”的程序，配以錄像或動畫畫面。反對派的民間短片以桌上遊戲大富翁為拍攝

橋段，推銷“福田一地兩檢”方案。建制網媒則使用了大量的動畫及圖像講述有

關先例，支持政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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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偏靜態的短片以提供資訊為主，政府和民間短片之間的互動較少，但製作手法更多

元。“《基本法》宣傳”的 3條短片選自“一切源於《基本法》”電視宣傳短片

系列，通過權威人士、家人對話和小學生問答比賽宣傳條文內容，以輕鬆生活化

爲主，既强調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好處”，但也强調香港和內地的差異甚

至分隔。民間短片以“懶人包”方式講述香港回歸以來經歷的多次釋法過程，引

導觀眾思考香港的法治狀况。 

 

7. 4條“回歸和《基本法》周年紀念”短片中的 2條是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紀念短片，

廣東話短片的用字生活化，畫面只引用香港景象。唯一用普通話配音的短片描述

了內地和香港的關係和合作，用字偏向內地風格，受眾是內地人民。《基本法》

頒布二十五周年短片以年輕人成長比喻基本法在香港的落實，三十周年短片則用

動畫形式强調實行“一國兩制”的憲制基礎。建制民間短片則以動畫形式講述香

港回歸前一百多年來的經歷。 

 

8. 本研究也選取了 2條瀏覽量較高的其他政府短片作為參考，短片採用“個案採訪”

的拍攝手法，也有使用暗喻表達主題，文本內容較少，節奏較為輕快。 

 

媒介和受眾 

9. 政府宣傳短片的主要傳播媒介為電視，現時政府也有將短片上載到網上平台。本研

究分析的“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宣傳短片的受眾為全港市民，並沒有針對特

定群組而採取不同的製作方式，只有個別短片嘗試面向青少年。面對海外受眾，

短片通常備有廣東話和英語配音版本，英語電視宣傳短片採用英文字幕。面對內

地受眾，大多數短片也備有簡體字幕，但幾乎没有普通話配音。 

 

10. 民間製作短片的發佈平台是 YouTube，民間組織大部分都活躍於不同社交平台

上，與本地受眾互動，只有個別配合國際環境進行宣傳。本研究分析的民間製作

短片有以下特點：第一是習慣香港本土文化，包括使用香港人熟悉的俚語和模仿

熱門電影場景及流行廣告作二次創作；第二是習慣速食文化，以“懶人包”的形

式用最短時間整合複雜的社會/政治事件及法律理據，以簡明扼要的方式講解。 

 

比較與分析 

政府短片之間的比較 

11. 政府的時效性短片只有在“2012年政改期間”添加故事元素，其餘都是陳述資訊

為主。政府與市民的關係是 2012年政改短片中的重點，希望獲得市民信任，但短

片中較少提及《基本法》條文和“一國兩制”的憲制基礎，即使短片勸說市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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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政府方案，在市民缺乏對國家憲制和《基本法》的正確認識下也難以實現。這

種宣傳手法和宣傳效果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情况，在 2014 年前，社會和政府傾向把

政改局限爲香港本地的事務。2017年政改短片吸取了上次政改的經驗，改爲直接

爲公眾諮詢做配套短片，讓 “政改諮詢專責小組”的主事官員粉墨登場，透過他

們來重點推廣和解釋《基本法》第 45條。而在“佔中”後，政府製作了革新短片

直接回應社會聲音，與市民產生互動。 

 

12. “一地兩檢”短片重點為介紹高鐵的效益和消除公眾的疑慮。“一地兩檢”是

“一國兩制”的重要實踐，但短片中幾乎沒有提到制度層面的信息，失去了一次

令公眾瞭解“一國兩制”的機會，也忽視了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是通過國家大力推

動的，相信這與一地兩檢系列的短片都由運輸及房屋局製作有關。另外，社會對

一地兩檢的法理依據存在較大疑慮，但短片中並沒有提及相關的安排是根據《基

本法》的哪些條文執行，難以釋除疑慮。總括而言，不少政府的時效性短片忽視

對《基本法》框架、“一國兩制”原則作出詳細解釋，不利於推動政策落實。 

 

13. 偏靜態的短片中，“《基本法》宣傳”短片較重基本權利，輕一國元素，並無突

出回歸帶來的影響和改變，這容易令觀眾忽視國家因素，認爲所享權利是“理所

當然”的。《基本法》作爲香港的憲制文件，是中國作爲主權國家根據歷史原因

把“一國兩制”方針制度化、法律化，“兩制”的前提是“一國”，恢復行使主

權是制定《基本法》的先决條件。只講“權利”不講 “權力”，就不能提升觀眾

對“一國兩制”的理解以及他們的家國情懷，也不能準確地理解自身作爲中國公

民的權利和義務。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回歸和《基本法》周年紀念”短片中，

其中兩條短片只描述香港和《基本法》在本地的情況，令觀眾不瞭解回歸後香港

與國家的關係，也不瞭解香港與內地在哪些領域合作。只有針對內地受眾的短片

中說明了香港的“超級聯繫人”角色以及兩地合作。去年推出的《基本法》紀念

短片更強調“一國”概念，以及《基本法》和“一國兩制”背後的憲制基礎。這

個明顯的轉變，一定程度上是回應香港近年發生的社會事件。 

 

與民間短片比較 

14. 總括而言，民間短片有以下三個特徵，並可以與政府短片作出比較。第一，民間

支持政府的短片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宣傳上並不到位，對制度差異或

《基本法》條文的解釋不如政府短片全面、詳細和權威，因此宣傳效果一般。民

間建制力量的短片的製作手法也與政府短片相似，用字、語氣偏向面對大眾，拍

攝風格缺乏故事性或有趣的元素。第二，相比政府而言，反對派在社交媒體上更

活躍，與支持者的互動更多，因此更瞭解支持者的態度、憂慮和困惑。反對派在

製作短片時，可以使用觀眾期待的拍攝方法，或針對觀眾想瞭解的《基本法》中

的條文、概念進行解釋。反對派短片便能準確地從這些角度入手進行闡述，或者

只對個別概念進行偏頗的解釋，淡化政府信息的合理性。第三，不同於政府需要

保持正經的形象，反對派對維護形象的要求並不高，因此拍攝手法的選擇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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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更大。他們可以迎合社會上的潮流用語、流行主題或拍攝風格來編寫故事，

也可以直接對政府短片進行二次創作，對政府作出各種諷刺，這些內容通常令觀

眾感到有趣，宣傳效果更好。 

 

社交媒體發展新趨勢 

15. 在網絡世界，網民趨向根據自己的價值觀、政治取態或共同興趣，在社交平台組

成信念類同的群體，這些大眾群體的意見會推向兩極，形成“網絡巴爾幹化”

(cyberbalkanization)，即是我們常常提到的“圍爐取暖”。如今，政治精英已

由過去的政客變為由藝人、網上傳媒、學生組織及網上評論員擔任關鍵意見領袖 

(KOL, Key Opinion Leader)，提供“政治提示”。建制網媒近年表現突出，最主

要的原因是建制派的頻道具組織性，塑造成功的網絡中介角色，互相推薦友好的

頻道，進而把不同小群體連結成一個大群體。其次是建制派頻道的內容較有針對

性，緊貼近期政治相關議題作出回應。 

 

16. 進入新媒體的時代，要全面地回應公眾及發布權威資訊，政務上的新媒體的成立

是不可或缺的。內地政府近年設立視頻平台，使用短視頻軟件“抖音”作爲政府

機關建設“網絡政府”的重要渠道。現今，內地幾乎所有省和大型的城市都加入

了政務媒體。在海外，歐美國家的領導人和權力機關也在社交媒體設立賬號，融

入國家政策和政治。在面向國際推廣方面，特區政府雖有透過社交媒體平台發放

訊息，但特區政府對於國際和內地的網絡討論“風向”仍欠缺重視。 

 

成功要素和局限 

17.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短片的成功要素首先包括權威性和專業性，相關短片

主要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負責，政府新聞處在短片製作上提供意見和後勤支援。

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也負責為推廣《基本法》的整體策略和主要範疇的計劃提

供意見和指導。其次是製作質量，政府宣傳短片可以由政府新聞處自行製作，也

可以外判予廣告公司製作，資源豐富且擁有專業的製作團隊。 

 

18. 政府短片的局限和挑戰在於拍攝手法，“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宣傳短片在解

釋《基本法》時需要回歸條文，較難避免刻板的拍攝模式。在傳播媒介上，電視

的影響力已降低，政府在網上也沒有專門宣傳“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平

台，宣傳短片的瀏覽量並不高。政府電視宣傳短片的時效性也相對較弱，使政府

在社會議題上處於較被動的位置。最後，政府短片的受眾是全體香港市民，並沒

有把受眾區分為特定的年齡組別和政治群組，因此針對性較低。 

 

 



5 
 

建議 

本研究提出以下針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宣傳片的具體建議。 

 

建議 1：在網絡平台上設立專門宣傳“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頻道 

19. 政府需要在符合港人瀏覽習慣的網絡平台上設立專門的視頻頻道，只上載“一國

兩制”和《基本法》相關的短片，形成一個指定的視頻學習平台。 

 

建議 2：系統地培訓社交媒體專家 

20. 本研究建議特區政府就與“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議題有關的政府部門有系統

地培訓社交媒體人員，培養各政府部門明白網絡文化、提升編寫內容和製作視頻

的能力。社交媒體專業培訓項目可以邀請頂尖的媒體權威人士為政府部門中高層

人員進行定期的培訓。 

 

建議 3：拍攝手法和內容更符合社交媒體習慣和風格 

21.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宣傳短片在拍攝手法上應符合本地市民的文化和習

慣，以及符合社交媒體的文化，對話、著裝、背景、色彩等方面都應該更多元

化，甚至利用本地文化的元素。而政府也應該製作原創動畫，爲公眾提供“懶人

包”等 30秒至 2分鐘的短視頻。 

 

建議 4：拍攝手法和內容需針對不同群組 

22. 政府發佈的短片可以針對個別年齡群組和政治群組進行製作。針對青少年發布的

宣傳短片的內容要與青少年的學習能力相匹配，也要符合社交媒體的製作風格。

政府也要重點向“反對派”群組呈現正確的信息，相關的宣傳短片應針對被扭曲

的概念和條文進行解釋。 

 

建議 5：設立“快速回應短片”系列解釋相關事件 

23. 近月來政府有關“一國兩制”相關事件的回應都只見到澄清和宣傳性質的圖片，

而沒有短視頻直接快速地回應。本研究建議政府設立的“一國兩制”與《基本

法》的網絡頻道中，應增設“快速回應短片”系列，滿足公眾對“快餐文化”的

需求。就網絡上回應的速度，本研究建議於 24 小時內進行為佳，不應超過 48小

時。 

 

建議 6：政府相關部門形成傳播網絡，提高中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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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政府部門可以以十三個決策局爲主體，各自建立自己的視頻頻道，專門宣傳該決

策局的相關資訊。政府决策局可以參考建制派頻道的合作模式，參與轉發“一國

兩制”和《基本法》宣傳短片，提高中介度，形成傳播網絡。 

 

建議 7：加強內地社交媒體傳播 

25. 本研究建議特區政府設立內地通用社交媒體賬號，與內地政府機關、大灣區地方

政府、內地主流媒體機構等加強合作，讓內地城市同步掌握香港的最新民生情況

和施政方向，提高對“一國兩制”方針的理解以及對香港和大灣區共同發展的信

心。短片的製作手法需要迎合內地居民的習慣和文化，內容也不應只强調香港的

獨特性，要更多地從國家層面出發，令內地居民瞭解 “一國兩制”方針對國家發

展的作用。 

 

建議 8：更積極在海外社交媒體平台發聲 

26. 政府應在 YouTube、Twitter、Instagram等海外通用社交媒體設立專門宣傳“一

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視頻頻道,幫助海外人士瞭解相關資訊、消除誤解。面對

海外受眾的短片應以第三視角出發，描述香港在國家大局下實行“一國兩制”和

《基本法》的情況，並針對海外人士關注的概念解釋香港的獨特地位。 

 

 

 

 

贊助：基本法推廣研究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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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研究分析之短片 

 

政府短片 

編號 類別 標題 年份 

G_A1 政改方案 2010香港政府政改廣告(信任讓夢想成真) 2010 

G_A2 政改方案 起錨 2010 

G_A3 政改方案 行政長官曾蔭權_我哋齊齊為香港起錨 2010 

G_A4 政改方案 齊來支持 2012 政制方案 2010 

G_A5 政改方案 有票，梗係要! 2014 

G_A6 政改方案 有票 真係唔要? 2014 

G_A7 政改方案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動畫篇）（一） 2014 

G_A8 政改方案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2014 

G_A9 政改方案 2017: 一定要得! 2015 

G_B1 《基本法》宣傳 一切源於《基本法》(金融發展) 2008 

G_B2 《基本法》宣傳 家國 - 基本法 2012 

G_B3 《基本法》宣傳 權利自由 – 基本法 2012 

G_C1 回歸和《基本法》

周年紀念 

[香港廣告](2017)香港回歸 20周年 2017 

G_C2 回歸和《基本法》

周年紀念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三十秒 A版本) 2017 

G_C3 回歸和《基本法》

周年紀念 
《基本法》頒布二十五周年 

2015 

G_C4 回歸和《基本法》

周年紀念 

《基本法》頒布三十周年 2020 

G_D1 “一地兩檢”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 — 多一線 多相見 2018 

G_D2 “一地兩檢”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一地兩檢” 更快捷 

更方便 

2018 

G_D3 “一地兩檢”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連繫更遠 成就更多可

能 

2018 

G_D4 “一地兩檢” 廣深港高速鐵路“一．兩個問題”宣傳短片（第二

集） 

2018 

 

  

https://www.basiclaw.gov.hk/tc/multimedia/video/BL_30s_Master_HD_Chi_wmv.wmv


8 
 

民間短片 

編號 類別 標題 年份 製作者 

P_A1 政改方案 政改宣傳 1：信你“阿爺”有

條裙．信你“阿媽”係當奴曾 

2010 新婦女協進會 

P_A2 政改方案 公民警訊 – “袋住先”世紀

騙案 

2014 公民黨 

P_A3 政改方案 瞬間看普選：篩選篇 2014 True Democracy 

Alliance 

P_A4 政改方案 90秒看懂 2017政改方案 2015 政改拆大台 

P_B1 《基本法》宣傳 基本法重溫 20年來經歷過啲

咩? 【時事懶人包】 

2017 懶懶懶人包 

P_C1 回歸和《基本法》

周年紀念 

香港回歸故事 (上集) 2017 dotdotnews 點新聞 

P_C2 回歸和《基本法》

周年紀念 

香港回歸故事 (下集) 2017 dotdotnews 點新聞 

P_D1 “一地兩檢” 【真係無其他方案？】一地兩

檢在福田 

2017 公民黨 

P_D2 “一地兩檢” “一地兩檢”知多啲_ 2017 dotdotnews 點新聞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7P94mecEM3V6pi1pir5F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