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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衛視定位 



www.funfunworld.cn 

香港衛視國際傳媒集團集衛星電視、網絡電視、
影視劇投資為一體，擁有 6 個衛星頻道和 1 個
網絡電視台。 
 
香港衛視集團總部設在香港紅磡，並在香港大埔
擁有衛星傳輸基地，通過香港NOW TV寬頻電
視（NOW 368 頻道）和香港有線電視有限公司
網（CABLE 29 頻道）覆蓋全香港。此外，香港
衛視還通過美國麒麟電視、漢雅星空兩大電視網
，在西方主流國家落地，覆蓋美國、加拿大等北
美地區，以及歐洲、澳洲、 
東南亞部分地區。現在，正依次實現 
對北美、澳洲、中國大陸，以及 
亞太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全面覆蓋 。 
 
www.hkstv.tv  

關於香港衛視 

http://www.funfunworld.cn/
http://www.hkstv.tv/


信號覆蓋 
 

  
 覆蓋港澳超過1000萬人口 → 與NOWTV(368)及 I－CABLE(29台) 合作 

 

 於台灣星級以上酒店及澳門各大賭場和星級以上酒店實現全面落地 → 
與台灣中華電信MOD之靖天資訊台，中華聯網寬頻的5TV電視平台合作 
 

 美洲及歐洲覆蓋 → 
通過亞太五號 六號衛星的KU波段和C波段以不加密的形式提供優質節目。 

 

 於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在內的北美播出 → 與麒麟衛視合作。 
 

 與泰國中文台合作向東南亞地區觀眾傳送優質節目。 
 

 與澳洲中和台合作向澳洲地區觀眾傳送優質節目。 

www.funfunworld.cn 

按照香港衛視未來發展計畫， 
在五號六號衛星的啟用下，預計可以覆蓋中國大陸、

北美、東南亞、歐洲，接近2億用戶。 
 

http://www.funfunworl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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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覆蓋 
www.funfunworld.cn 

http://www.funfunworld.cn/


香港網路電視台 

www.funfunworld.cn 
網上播放平台 

最新趨勢 -集電視媒體與網路媒體於一體，傳播速度最快， 
觀眾群體最廣泛，投資回報率最高。 

http://www.funfunworld.cn/


手機電視 
 

與Dopool手機電視和PPTV合作，客戶可透過 Iphone和
Andriod 手 機，或其它移動終端和作業系統如 IPAD 、
Window Phone等觀看香港衛視的節目。 

PPTV Dopool 

www.funfunworld.cn 
網上播放平台 

http://www.funfunworld.cn/


中國網路電視台 
 

中國網路電視台（英文簡稱CNTV）， 
融網路特色與電視特色於一體的全球化、 

多語種、多終端的公共服務平台， 
香港衛視現在CNTV上進行同步直播。 

 

www.funfunworld.cn 
網上播放平台 

http://www.funfunworld.cn/


2012年11月與中國網媒合作 
【帶你游天下】在28個大型門戶視頻網站點擊播放 

www.funfunworld.cn 

網上播放平台 

http://www.funfunworld.cn/


www.funfunworld.cn 網上播放平台 

http://www.funfunworld.cn/


HK Feature Programs 

1 優酷網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4OTI3Mjcy.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4OTc3NDM2.html 

2 搜狐視頻 http://my.tv.sohu.com/u/vw/33980190 
http://my.tv.sohu.com/u/vw/33982874 

3 愛西柚 http://xiyou.cntv.cn/v-73325fd8-378e-11e2-89a1-001e0bd5b3ca.html 
http://xiyou.cntv.cn/v-7f809fd2-37a4-11e2-89a1-001e0bd5b3ca.html 

4 土豆網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zcYkDfJ5LgQ/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QtqTfoF30vc/ 

5 56網 http://www.56.com/u88/v_ODA1MTAzMDk.html 
http://www.56.com/u82/v_ODA1MjAyNDc.html 

6 視友網 http://www.cuctv.com/video/player_c35wnxRkCFU.html 
http://www.cuctv.com/video/player_cr20hJbKW9E.html 

7 酷六網 http://my.ku6.com/watch?v=KvD1acP0zAcdK6jlvW16FQ..#share 
http://my.ku6.com/watch?v=cXJ5BMUkwnnCjv2E2FUAUA..#share 

8 騰訊視頻 http://v.qq.com/boke/gplay/4f67d28e958fc5afd8e3af8bd4c40ab9_c04cb39c3d22a5ad173900f845d88c01_m0107n8fhx7.html 

http://v.qq.com/boke/gplay/4f67d28e958fc5afd8e3af8bd4c40ab9_c04cb39c3d22a5ad173900f845d88c01_d0107o79nv4.html 
9 新浪視頻 http://video.sina.com.cn/v/b/91154790-2213771520.html 

http://video.sina.com.cn/v/b/91172501-2213771520.html 
10 激動網 http://ent.joy.cn/video/4192197.htm 

http://ent.joy.cn/video/4192250.htm 
11 銳播客 http://www.rboke.com/jilupian/905.html 

http://www.rboke.com/jilupian/907.html 
12 新廣播客 http://video.flyxg.com/index.php/video/index/1298 

http://video.flyxg.com/index.php/video/index/1299 

13 棗莊播客網 http://www.632tv.com/index.php?r=video/index/2813 

http://www.632tv.com/index.php?r=video/index/2814 
14 PPS.tv http://v.pps.tv/play_33WIR9.html#from_space 

http://v.pps.tv/play_33WIRJ.html#from_space 

15 人人網 http://share.renren.com/share/444876088/14839095957?from=0101090202&shfrom=010301002 

http://share.renren.com/share/444876088/14839107684?from=0101090202&shfrom=010301002 
16 百度貼吧 http://tieba.baidu.com/p/2029307877 

http://tieba.baidu.com/p/2029309531 
17 中國網媒 http://www.kanxinwen.cn/details/3911.html 

http://www.kanxinwen.cn/details/3912.html 
18 遞客網 http://www.dig24.cn/content/detail.dhtml?id=207947 

http://www.dig24.cn/content/detail.dhtml?id=207948 
19 東湖播客 http://vlog.cnhubei.com/yl/201212/20121205_81206.html 

http://vlog.cnhubei.com/yl/201212/20121205_81208.html 

www.funfunworld.cn 網上播放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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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funfunworld.cn 

節目回顧 

網上宣傳平台 

http://www.funfunworld.cn/


www.funfunworld.cn 

通過新浪官方微
博，每天都把節
目最新最快的資
訊傳遞到大眾手
上，為「為平凡
人圓世界夢」。 
 
通過競賽，每個
參賽者都有機會
得到豐富獎賞。 

 

網上宣傳平台 

http://www.funfunworld.cn/


2012年12月開始與深圳歡樂谷合作: 

節目宣傳片將於景區LED投放， 

並每天平均200次以上的投播。 

www.funfunworld.cn 網上宣傳平台 

http://www.funfunworld.cn/


香港衛視重點節目－ 
【帶你游天下】介紹 

www.funfunworld.cn 

http://www.funfunworld.cn/


帶你遊天下 (FFW) –  
由香港衛視聯合香港蜂旅傳訊有限公司共同打造， 

於2012年6月30日開始由香港衛視播出。 

為平凡人圓世界夢 
芬蘭、馬爾代夫、毛里求斯…  

再也不是遙不可及! 

www.funfunworld.cn 

http://www.funfunworld.cn/


真人秀節目在中國
大受歡迎，如： 
《超級女聲》、 
《非誠勿擾》等。 
以往有不少旅遊類
節目，但一直未有
民眾參與的旅遊類
真人秀節目；直至
【帶你遊天下】的
出現。 

www.funfunworld.cn 

【帶你遊天下】參與者可以獲得一次完全免費旅行體驗。 
民眾可以通過新浪微博或欄目官網報名，並提名一位同遊人。 
欄目組將帶領兩組選手親臨夢想中的旅遊目的地，進行實地遊戲

和任務環節，真實呈現整個競技過程及選手表現。 
 

中國第一檔旅遊競技真人秀節目 

http://www.funfunworld.cn/


星級主持 
www.funfunworld.cn 

申珊珊 羅天宇 

http://www.funfunworld.cn/


播出時間  
 
逢週六、日，21:00 — 21:45，每期23分鐘（不含硬廣時間）  

 片頭部份：15-20秒 

節目開場（冠名、特約的口播） 

 節目主體部份：22分鐘 

品牌在此可以軟性植入其產品或服務 

 廣告部份：3分鐘 

3分鐘廣告可分開安排在片頭之後、片中及片尾之前 

冠名及特約商的硬廣在此時段播出 

 片尾部份：30秒 

節目結束語（冠名、特約的口播） 

www.funfunworld.cn 

http://www.funfunworld.cn/


合作洽談 
10 – 15 天 

拍攝腳本 3-5 天 

節目拍攝 3-5 天 

後期製作 
4 天  

製作週期 



2012 節目報表 

www.funfunworld.cn 

http://www.funfunworld.cn/


2012年節目播放名單(一) 

www.funfunworld.cn 

節目期數 節目名稱 播放日期 

2012年6月份節目播出 

1 臺灣劍湖山 30-01/07 

2012年7月份節目播出 

2 海口觀瀾湖 07-08 

3 珠海海泉灣 14-15 

4 深圳獵豹CS 21-22 

5 深圳艾維塔 28-29 

2012年8月份節目播出 

6 香港麗星郵輪 04-05 

7 東莞龍鳳山莊 11-12 

8 深圳錦繡中華 18-19 

9 清遠森波拉度假森林 25-26 

2012年9月份節目播出 

10 清遠黃騰峽漂流 01-02 

11 揚州瘦西湖 08-09 

12 廣州長隆歡樂世界 15-16 

13 佛山南風古灶 22-23 

14 特別節目（龍鳳山莊） 30-01/10 

http://www.funfunworld.cn/


www.funfunworld.cn 

2012年節目播放名單(二) 
節目期數 節目名稱 播放日期 

2012年10月份節目播出 

15 特別節目（熱龍溫泉 ） 06-07 

16 特別節目（熱龍溫泉 ） 13-14 

17 圍龍屋 20-21 

18 廣州崴格詩溫泉莊園 27-28 

2012年11月份節目播出 

19 海僑東南亞風情園 03-04 

20 尚天然國際溫泉 10-11 

21 觀瀾山水田園 17-18 
22 龍門藍田瑤族風情園 24-25 

2012年12月份節目播出 

23 東部華僑城 01-02 

24 廣東惠州的大亞灣 08-09 

25 深圳歡樂谷 15-16 

26 東莞常平隱賢山莊 22-23 

27 哈爾濱伏爾加莊園 29-30 

2013年1月份節目播出 

28 千年瑤寨 05-06 

29 星泉溫泉度假酒店（梅家大院） 12-13 

30 恩平舉人村 19-20 

31 臺山鳳凰峽生態旅遊度假區 26-27 

http://www.funfunworld.cn/


2012年6月30日、7月1日 
台灣劍湖山世界 

2012年7月7日、7月8日 
海南海口觀瀾湖國際高爾夫

度假區 

www.funfunworld.cn 

部分精彩節目 

2012年7月21日、7月22日 
港中旅珠海海泉灣度假區 

http://www.funfunworld.cn/


www.funfunworld.cn 

2012年8月4日、5日 
香港麗星郵輪雙魚星號 

2012年9月15日、16日 
東莞龍鳳山莊影視度假村 

2012年9月8日、9月9日 
揚州瘦西湖 

部分精彩節目 

http://www.funfunworld.cn/


【帶你遊天下】合作意向夥伴 

www.funfunworld.cn 

http://www.funfunworld.cn/


2013 項目發展計劃 

www.funfunworld.cn 

http://www.funfunworld.cn/


一、香港衛視【帶你游天下】將登陸內地 

www.funfunworld.cn 

現況： 
於香港衛視播出一年； 
覆蓋至30多個國家的家庭觀眾及旅客； 
並通過網路電視作全面廣播。 
 

未來發展： 
與全國性衛星電視台合作，登陸內地。 

http://www.funfunworld.cn/


華視傳媒是中國當今最大的戶外數字移動電視媒體運營聯播網， 
是中國唯一在美國上市的戶外數字電視媒體運營企業， 
也是納斯達克從零開始最快上市記錄的創造者。 
華視傳媒覆蓋中國 70 個城市的公交、近 15 萬個公交移動電視終端
和 8 個城市的地鐵、7.3 萬個地鐵電視終端；佔中國無線發射技術播
放終端數的 81.6%，中國已開通城市地鐵電視終端數接近 100%； 
每天影響中國主流城市超過 4 億消費人次觀看該電視終端。 

www.funfunworld.cn 

二、與華視傳媒達成合作 

http://www.funfunworld.cn/


移動電視填補了傳統電
視媒體在日間的收視空
檔，能夠更貼近目標人
群、更有效滲透信息。 



香港衛視【帶你遊天下】 
與全國各大衛視廣告價格對比表 

廣告時長 30〞 15〞 10〞 5〞 

山東衛視 價格 (RMB) 156,000 78,000 52,000 32,000 

陝西衛視 52,000 36,500 21,000 

河南衛視 90,800 72,600 41,100 

廣東衛視 56,700 40,200 24,200 

深圳衛視 56,000 42,000 28,000 

山西衛視 38,000 29,000 17,500 

安徽衛視 48,000 24,000 8,000 

青海衛視 117,000 58,500 44,000 29,300 

【帶你遊天下】 

(香港衛視) 

29,700 16,500 13,200 8,800 

www.funfunworld.cn 

http://www.funfunworld.cn/


三分鐘硬廣 
香港衛視《帶你游天下》在每週六、日黃金時段21:00—21:45 
播出，其中的三分鐘的廣告已成為品牌推廣的不二選擇。 

www.funfunworld.cn 

內容 持續時間 價目 內容細節 

30秒廣告  一次 ¥29,700.00 * 8次的廣告價 (一個月)  
= 刊例價 * 90% 

 
*8次以上的廣告價  
= 刊例價 * 80% 

 
*上刊報審材料需含最新年審營
業執照、商標註冊及其他上刊所

需說明材料 

20秒廣告 一次 ¥22,500.00 

15秒廣告 一次 ¥16,500.00 

10秒廣告 一次 ¥13,200.00 

5秒廣告  一次 ¥8,800.00 

http://www.funfunworld.cn/


欄目冠名及特約贊助價格 

www.funfunworld.cn 

內容 持續時間 價目 內容細節 

欄目冠名（唯一） 
 

一年 ¥1,245,000.00 冠名商冠名欄目標題  

冠名商10秒冠名廣告  

欄目腳標與冠名商商標交替出現  

片尾5秒冠名商商標  

欄目中主持人串詞宣傳 

欄目贊助（多個） 
 

一年 
 

¥622,500.00 
 

欄目標題後10秒特約贊助商宣傳  

片尾5秒贊助商商標或硬廣  

http://www.funfunworld.cn/


廣告宣傳片攝製 

為你度身定做宣傳訊息並全面傳播 

www.funfunworld.cn 

http://www.funfunworld.cn/


大型活動策劃 

www.funfunworld.cn 

http://www.funfunworld.cn/


www.funfunworld.cn 

http://www.funfunworld.cn/


深圳辦事處： 
深圳市羅湖區春風路1005錦星花園18棟201室                  

香港辦事處： 
香港九龍觀塘開源道54號豐利中心1016室 

www.funfunworld.cn 

電話: (0755) 2510 3934                                           傳真: (0755) 2510 7765 

電話: (00852) 3460 6820                                        傳真: (00852) 3460 6800 

廣告及製作贊助總代理：  
A One Marketing Limited 

sales@aonemarketing.com.hk  

www.aonemarketing.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