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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台電視節目外判計劃申請程序 

2019/20 年度電視節目外判計劃各招收類別之截止申請日期： 

招收類別 截止申請日期 

戲劇單元 (第三季) 

2019 年 9 月 6 日 (下午 5 時正) 

新導演戲劇單元 (第三季) 

新導演戲劇系列 (第三季) 

紀錄片單元 (第三季) 

紀錄片系列 (第三季) 

新電視模式系列 (第三季) 

  

A. 節目外判計劃  

節目外判計劃的目的是為香港的電視引入節目創意，並為獨立製作公司提供展示的平台，以協助

香港的獨立電視製作業發展。 

根據此計劃，香港電台 (下稱“港台”)將負責節目的全部製作費並擁有所有版權。 

港台外判節目的類型包括： 

1. 戲劇 

2. 紀錄片 

3. 新電視模式 

 

B. 資格  

1. 所有申請者須為香港註冊公司，其主要業務須與電影、電視節目製作有關。該公司不能擁有任

何廣播牌照，亦不可附屬於任何廣播機構。 

2. 新導演戲劇單元及新導演戲劇系列之申請資格 

除上述之申請資格，此項目旨在培育新晉導演。負責拍攝新導演戲劇單元之導演於申請此計劃前

必須從未執導 20 分鐘或以上之電視戲劇。負責拍攝新導演戲劇系列之導演於申請此計劃前必須

從來沒有執導每集 20 分鐘或以上的電視連續劇或連續主題的電視戲劇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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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外判計劃資金  

1.  單元節目 

1.1 戲劇單元、新導演戲劇單元及紀錄片單元 

 戲劇單元、新導演戲劇單元及紀錄片單元之主題由港台決定。戲劇單元每集之長度為

44.5 分鐘，新導演戲劇單元每集之長度為 26 分鐘，紀錄片單元每集之長度為 22 分

鐘。 

 戲劇單元(44.5 分鐘)製作預算不超過港幣 60 萬元；新導演戲劇單元(26 分鐘)製作預算

不超過港幣 20 萬元；紀錄片單元(22 分鐘)製作預算不超過港幣 20 萬元。 

 

2.  系列節目 

2.1  紀錄片系列 

 主題可由港台提供，也可由製作公司提議，藉以吸引新的節目構思或具創意的節目形

式 

 包含五集(每集 22 分鐘)圍繞同一主題的半小時節目 

 總製作預算不超過 140 萬港元 

 

 2.2  新導演戲劇系列 

 主題不限 

 包含六集(每集 26 分鐘)之連續劇系列或連續主題系列 

 總製作預算不超過 120 萬港元 

 

 2.3  新電視模式系列 

 主題不限 

 包含六集(每集 26 分鐘)之系列 

 總製作預算不超過 120 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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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019/20 年度外判節目主題  

甲、戲劇單元 

主題：獅子山下 2019 - 愛的故事 

任生活如何令人疲於奔命，引發不安和恐懼，愛之所在，我們仍有期盼，仍有力量面對自己和身

邊的人，面對未來。 

運用你對愛的理解、演繹，創作一個你也會動容的「愛的故事」。那管它是真實、幻想或是美麗

的誤會，快樂哀愁妒恨也好，自由發揮，類型不限。 

徵收計劃書內容： 

 44.5 分鐘高清戲劇製作 

 總製作預算以港幣 60 萬元為限 

 

乙、新導演戲劇單元 

主題：不限 

徵收計劃書內容： 

 26 分鐘高清戲劇製作 

 總製作預算以港幣 20 萬元為限 

 

丙、新導演戲劇系列 

主題：不限 

徵收計劃書內容： 

 六集連續劇系列：每集 26 分鐘（連戲主角，連續劇情，六集完的故事） 

 六集連續主題系列：每集 26 分鐘（要以明確的主題貫穿６集單元故事，能讓觀眾有同一

系列感覺。香港電台製作例子：申訴、女人多自在、火速救兵、沒有牆的世界、夜不

眠…） 

 六集連續劇／連續主題系列，可由不同導演執行 

 總製作預算不超過 120 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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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紀錄片單元 

主題(1)：中國故事 

中國經歷改革開放四十年，在經濟、社會、建設等方面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央領導人夢想實

現中華民族復興，在國內，引領國民走出貧窮奔向小康；國際上，構畫大國崛起藍圖；穿插於

「改革開放」的歷史軌跡上，留下一個個獨一無二的中國故事。 

 新一輯的「紀錄片單元」，會藉著人物的故事，透過影像、帶領觀眾到中國走一走、看一看，

瞭解今天的中國人究竟在想什麼、做什麼、關心什麼。 

 領導人有夢，人民的夢又如何? 

徵收計劃書內容： 

 22 分鐘高清紀錄片製作 

 真人真事，拍攝地點以中國內地故事優先考慮 

 總製作預算以港幣 20 萬元為限 

 

主題(2)：人文關懷 

新一輯的外判紀錄片單元節目會帶觀眾走訪不同國家、地域、民族，探索人類的共同追求，呈獻

以人為本、關懷他人的故事。我們希望用鏡頭紀錄大都市的小故事，在小鄉鎮探索大道理，透過

人物的故事看人生，從中展現人文關懷的色彩、普世價值，以及人們如何捍衞自己的尊嚴。 

 

徵收計劃書內容： 

 22 分鐘高清紀錄片製作 

 以中港台以外地方的故事優先 

 總製作預算以港幣 20 萬元為限 

 

 戊、紀錄片系列 

 

主題：不限 

徵收計劃書內容： 

 五集環繞同一主題的紀錄片系列 

 每集 22 分鐘高清製作 

 總製作預算不超過港幣 14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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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 新電視模式系列 

 

主題：不限 

 

徵收計劃書內容： 

 

 六集全新電視模式 (TV Format) 系列：每集 26 分鐘（要以明確主題及同一格式貫穿六集） 

 節目有別於純粹戲劇、紀錄片、動畫等類型，着重創新格式與主題配合 

 系列可由不同導演執行製作 

 總製作預算不超過 120 萬港元 

 

 

E. 外判計劃程序  

1. 2019/20 年度節目外判計劃的評審工作分三個季度進行。招收主題、節目形式及要求，和提交

申請的截止日期均載列於本網頁 (http://app4.rthk.hk/special/tvcommissioning/application.php); 申請

表格及製作預算標準表格亦可從本網頁下載。 

 

2. 如欲參與本外判計劃，申請者須於該季度的截止日期前將填妥的申請表連同故事大綱 (新電

視模式系列，請呈交「節目構思」代替「故事大綱」、當中可以加附場景、主要道具設計等

補充資料)、計劃細節及商業登記證副本，以掛號信郵寄或速遞送往九龍廣播道 1 號 A 香港電

台電視大廈行政組，接收日期以郵戳為準。如親自遞交申請書，須於截止日期當日下午五時

正前把申請書投入設於九龍廣播道 1 號 A 香港電台電視大廈地下大堂的電視節目外判計劃收

集箱 (逾期申請將不獲處理)。港台在收到申請表後，會編配檔號、確認收妥。截止日期前收

到的申請表會密封處理。 

 

*為支持環保，請使用雙面列印。 

 

3. 閣下於申請表上所填寫的資料，其效力等同誓言。 如發現閣下的申請資料有任何失實陳述，

我們將取消閣下的申請資格，並保留法律追究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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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一階段遴選之評分準則如下： 

 

 

5. 獲選進入次階段的申請者，港台會給予製作公司四個星期時間提交所須項目： 

 

5.1 戲劇單元 

a. 節目構思建議書包括：詳細分場大綱、拍攝場景(構思中或已落實)、戲劇演員名單(構

思中或已落實)、主要製作成員的名單及履歷、導演以往之代表作品（如有，請附上

DVD）、製作程序表、技術方面的規格及公司商業登記證副本。 

b. 製作預算表 

 

5.2 新導演戲劇單元 

a. 節目構思建議書包括：詳細分場大綱、拍攝場景(構思中或已落實)、戲劇演員名單(構

思中或已落實)、主要製作成員的名單及履歷、導演以往之代表作品（如有，請附上

DVD）、製作程序表、技術方面的規格及公司商業登記證副本。 

b. 製作預算表 

 

5.3 新導演戲劇系列 

a. 節目構思建議書包括：六集故事之詳細分場大綱、拍攝場景(構思中或已落實)、戲劇

演員名單(構思中或已落實)、主要製作成員的名單及履歷、導演以往之代表作品（如

有，請附上 DVD）、製作程序表、技術方面的規格及公司商業登記證副本。 

b. 製作預算表 

 

5.4 紀錄片單元 及 紀錄片系列 

a. 節目構思建議書包括：詳細故事大綱、個案背景簡介、初步研究報告、拍攝手法及拍

攝地點、紀錄片受訪者名單、主要製作成員的名單及履歷、導演以往之代表作品（如

有，請附上 DVD）、製作程序表、技術方面的規格及公司商業登記證副本。 

b. 製作預算表 

評分準則 戲劇 / 紀錄片 / 新電視模式 

 

新導演戲劇 

創意 40% 50% 

主題 30% 30% 

製作可行性 30% 20% 

總評分  

(內容部分之合格分數: 6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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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新電視模式節目系列 

a.  節目構思建議書包括：六集內容之詳細大綱、拍攝場景  (構思中或已落實)、主持、嘉

賓及參與者名單(構思中或已落實)、主要製作成員的名單及履歷、製作人及導演以往

之代表作品（如有，請附上 DVD）、製作程序表、技術方面的規格及公司商業登記證

副本。 

b.  製作預算表 

 

6. 獲選進入次階段遴選的申請者，必須以"雙信封模式"遞交節目構思建議書及製作預算表(如下

圖示)。「節目構思建議書｣及「製作預算表｣必須以兩個獨立信封封存，並一併放進大信封內

遞交，未能遵照此指示遞交的申請書可能不獲處理。 

 
 

7. 進入次階段遴選的所有外判節目類別的申請者將獲面試機會。港台或會邀請外界人士加入評

審小組，協助評審工作，外間評判包括大學傳理系學者、影視行業的專業人士或與外判節目

題材有關的專業人士等。委員會將根據以下方面給予評分：創意、內容原創性、表達主題的

手法、製作的靈活性、相關專業知識、過往製作記錄、製作成員的經驗、器材及設備支援，

以及製作人在面試時的表現。「製作預算表｣將由本台節目外判計劃行政組審核。 

8. 所有參加者面試後三星期內將獲通知遴選結果。 

 

F. 查詢  

tvcommissioning@rthk.hk 

mailto:tvcommissioning@rthk.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