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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香港電視廣播

香港電視廣播業務仍是我們的核心業務，佔本集

團二零一七年收入約65%。

電視廣告

在經歷長期的周期性下滑後，香港經濟於二零一七

年出現輕微復甦，零售業銷售額指數於過去24個

月經歷按年下跌後，到二零一七年三月終於錄得

3.0%增長。於二零一七年，零售業銷售額指數整

體增長2.2%。

然而，廣告市場尚未復甦，香港總廣告開支在二

零一七年估計按年下跌4%。於整個年度內，隨著

媒體平台的選擇增加，廣告客戶對電視廣告的投

資回報有更高要求，導致大部分廣告客戶於使用

其預算時非常審慎。為推動廣告銷售，無綫電視

向客戶提供多項優惠以維持長期業務增長。雖然

零售業整體困難重重，但受惠於經濟環境輕微改

善，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

香港電視廣播的廣告客戶收入與去年相若，維持

在港幣2,459百萬元（二零一六年：港幣2,458百萬

元），錄得0.1%的些微增長。經過於二零一六年分

部收入較二零一五年按年下跌13%後，這些回穩跡

象令我們感到欣慰。

奶粉類別的廣告銷售即使按年下跌14%，仍然高踞

廣告消費榜首。鑒於訪港內地旅客繼續購買消費

品，這仍是一個關鍵的廣告類別。另外，由於財務

公司推出更積極的宣傳攻勢，貸款及按揭類別錄

得超過30%的強勁增長，並排在第二位。其他表現

理想的類別包括銀行及本港地產，分別錄得令人

鼓舞的36%及64%增幅。來自政府╱半官方機構類

別的收入升幅超過60%，是由香港特區於二零一七

年七月一日成立20周年的慶祝活動的相關收入所

帶動。然而，來自護膚品的收入於二零一七年繼

續下跌，按年減少9%，來自牙齒護理類別的開支

亦同樣較去年下跌35%。

在艱難的市場環境下，本公司推出多項廣告套餐

刺激需求，反應正面。「Per fect Match套餐」經已

推出，為過去常被忽略的中小型廣告客戶提供完

整方案。此外，本公司亦推出特別度身製作的廣告

套餐「Good Choice套餐」及「Better Choice套餐」

以進一步刺激消費。

二零一八年對所有媒體營辦商而言均是充滿挑戰

的一年，主要是由於新加入者及環球競爭令媒體

格局不斷變遷。無綫電視將透過聚焦新廣告客戶

及推出創新廣告套餐致力令業務取得增長。

在內部，我們為了向廣告客戶及代理提供更佳服

務而重新改造市場及廣告銷售系統，首階段已於

二零一七年一月投入服務，此後更陸續加入額外

功能，至二零一七年五月系統正式全面運作。系

統提升後，我們可提供高效的廣告銷售服務，這

對該市場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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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頻道

無綫電視使用電視頻譜播放五條地面電視頻道，

各有清晰的目標觀眾群。

翡翠台（81頻道）為無綫電視的旗艦頻道，以平均

收視百分比計是香港最受歡迎的頻道，並已加強其

節目編排以迎合本地口味及喜好。J2台（82頻道）

以青少年為目標，播放流行及創新的節目。無綫

新聞台（83頻道）24小時不停播放本地及國際新聞

和紀錄片，是香港最多人收看的新聞頻道。明珠

台（84頻道）面向國際及高端消費市場，滿足英語

及富裕觀眾的娛樂需要。無綫財經 • 資訊台（85頻

道）去年成功由J5台轉型，是本台提供資本市場的

即時資訊和專家分析、地產投資、創新科技、醫療

發展及教育相關題材的節目之最新舉措。

無綫電視繼續投資於高質素的自製及外購節目，

單於二零一七年便製作了約23,700小時的節目（包

括戲劇、非戲劇節目及新聞和紀錄片）。這數字在

過去數年一直上升，以滿足對如J2台及無綫財經 •

資訊台等較新頻道不斷提升的需求。

平均而言，我們的五條地面電視頻道每周接觸5.4

百萬名觀眾。年內，無綫電視的地面頻道相對香

港所有免費及收費電視頻道於平日黃金時段的平

均收視百分比 1 維持在83%（二零一六年：84%）。

此外，無綫電視節目亦吸引大量鄰近地區市場的

觀眾收看，例如澳門及廣東省。

1 收視百分比(%)乃於某一特定時間，某特定頻道收視相
對基準頻道總收視的百分比。基準頻道包括香港所有

電視頻道（總電視頻道）。總電視頻道包括所有免費電

視頻道、收費電視頻道及能夠於香港接收的其他電視

頻道，如衛星及  OT T 頻道。

無綫電視的五條地面電視頻道於黃金時段的平均

電視收視（包括透過頻譜收看、即時收看、從myT V 

SUPER機頂盒等同即時收看及即日重溫）及相對香

港總電視頻道於黃金時段的平均收視百分比如下：

二零一七年
電視

收視點
佔總電視
百分比

翡翠台 20.0 67
J2台 1.9 7
無綫新聞台 1.7 6
明珠台 1.2 5
無綫財經 • 資訊台 0.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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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台黃金時段 
( 佔總電視67%  )

誇世代

不懂撒嬌的女人

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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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時空男臣降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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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戲劇節目

自製劇集一直是此旗艦頻道在黃金時段的主打節

目。為慶祝無綫電視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50周年台慶的特別時刻，翡翠台於十一月台慶前

期間播放陣容更為鼎盛的劇集以建立觀眾群。

二零一七年最高收視節目是「同盟」，錄得28.7

平均電視收視點 2（其中4.6點透過myT V SUPER取

得）。此動作犯罪懸疑劇糅合現代武術，槍擊場面

由監製文偉鴻及荷里活知名動作指導郭追監督。

電影得獎資深演員鮑起靜更首次出演無綫電視劇

集，飾演保護同盟並瓦解敵人復仇計劃的教母。

其他主要角色包括陳展鵬、胡定欣、陳山聰及姚

子羚。這些獨特的角色及動作場面備受讚賞，陳

山聰及姚子羚更憑該劇角色於T VB馬來西亞星光薈

萃頒獎典禮2017上奪得最佳配角獎。而陳山聰的

演出於「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17」更獲頒最佳男配

角獎而再次備受肯定。

翡翠台致力透過持續提升劇集質素，為觀眾提供

更佳享受。「不懂撒嬌的女人」是無綫電視首部4K

電視劇，大部分實地拍攝。這套現代愛情劇為二

零一七年第二最高收視的劇集，錄得28.5平均電

視收視點（其中4.7點透過myT V SUPER產生）。故

事圍繞由宣萱及唐詩詠飾演的兩位富事業心的

堂姊妹如何覓得如意郎君。宣萱及唐詩詠

贏得觀眾的共鳴及讚賞，於新加坡的星

和無綫電視大獎及T VB馬來西亞星光

2 平均電視收視點乃根據一個節目的綜合電視收視點計
算，為一個節目的頻譜收視點、於myT V SUPER即時
及等同即時收看，以及於地面電視播放後七日期間內

自選重溫該節目的總和，代表觀眾人數佔總電視人口

之百分比。二零一七年之總電視人口為6,499,000名觀
眾，因此，1收視點即代表64,990名觀眾（總電視人口
之1%）。

薈萃頒獎典禮2017上勇奪演藝大獎。唐詩詠亦於

「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17」上獲頒最佳女主角。

今年，創新的故事成功引起觀眾的興趣，穿越科幻

喜劇「超時空男臣」錄得28.0平均收視點（其中3.8

點透過myT V SUPER產生），是二零一七年第三最

高收視的劇集。這套喜劇以三名朝臣意外地由明

朝後期穿越時空來到現代中國執行朝庭任務為序

幕，最後以精湛廚藝幫助經營困難的餐廳東主。

這個不尋常的故事情節及三名朝臣（由曹永廉、蕭

正楠及何廣沛飾演）的默契演出令他們於「萬千星

輝頒獎典禮2017」上獲得最受歡迎電視拍檔獎項。

朱晨麗亦憑其角色奪得首個無綫電視的女配角獎

項，未來將有更多演出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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溏心風暴3

22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周年報告

周末黃金時段播出的全新系列劇集「踩過界」於二

零一七年六月推出，為我們首部與中國內地的愛

奇藝聯合製作的劇集。該劇講述一名失明律師及

其團隊成員非比尋常的故事，並以嶄新手法實景

攝製。該劇於中國內地的累計播放量超過5億，更

於T VB馬來西亞星光薈萃頒獎典禮2017上獲得最喜

愛T VB電視劇集大獎。王浩信、蔡思貝、李佳芯、

張振朗等多個主要角色的表現令人眼前一亮，於

二零一七年多個頒獎典禮上備受讚賞。

另一套聯合製作的犯罪懸疑劇「使徒行者2」於中國

內地的騰訊平台錄得總播放量超過20億。這套無

綫電視劇集為二零一四年「使徒行者」的前傳，苗

僑偉再次飾演刑事情報科高級督察，於泰國的秘

密任務失敗後嘗試收拾殘局。同時，由許紹雄飾

演的前臥底探員誓要為亡妻報仇，成為黑社會大

佬的最大競爭對手。該劇劇情緊湊，信任與背叛

的情節不斷重現。

「溏心風暴」系列是無綫電視創作的另一套經典劇

集。令人期待的第3集仍然由「溏心風暴」的著名人

物李司棋、夏雨、米雪及關菊英等資深演員傾力

演出。今次夏雨飾演經營港式連鎖茶餐廳的成功

商人，帶著家人為前恩人在經濟上施予援手。可

是，兩家人在社會上不對等的地位及其下一代的

愛情故事令情況變得複雜。該劇的大團圓結局錄

得30.8平均收視點。該套聯合製作電視劇於騰訊平

台合共取得播放量達15億。

台慶劇「誇世代」星光熠熠，是一套50集長劇。演

員包括歐陽震華、陳豪、邵美琪、田蕊妮及李佳

芯，多變的穿越時空、科幻及喜劇元素令觀眾有

如坐過山車般。這套創意劇集於「萬千星輝頒獎典

禮2017」上榮獲最佳劇集大獎。

「降魔的」由在無綫電視員工內部比賽中勝出的故

事改篇而成，故事講述由馬國明飾演的夜更的士

司機擁有超自然力量及有降魔能力。他與由胡鴻

鈞飾演的百年精靈一同展開降魔之旅，在社交媒

體上被廣泛討論，令該劇於「萬千星輝頒獎典禮



踩過界

使徒行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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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上獲得全球網民最喜愛劇集大

獎。為進一步激發觀眾的興趣，其網

劇「降魔的番外篇  – 首部曲」引入更多

降魔元素，並在大台網播放。我們首

度以衍生網劇補充主劇劇情即大獲好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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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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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戲劇節目

二零一七年對於非戲劇製作團隊及觀眾來說都是

難忘的一年。

無綫電視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製作了星光熠

熠的綜藝節目「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文藝晚

會」，並有歌曲、舞蹈及雜技表演助慶。國家主席

習近平及特區政府主要官員蒞臨香港會議展覽中

心出席活動。這個精彩的現場節目同時在中國中

央電視台頻道播出。

為紀念無綫電視踏入金禧之年，「萬千星輝賀台慶」

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在電視直播。當晚星

光薈萃，超過二百四十多名藝人施展渾身解數，

傾力演出。多首經典無綫電視劇集主題曲及多個

經典角色觸動人心，令其成為二零一七年最高收

視的綜藝節目，錄得29.3平均收視點（其中3.5點透

過myT V SUPER產生）。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推出的新社交媒體平

台大台網是另一個重要里程碑。「Big Big小明星

2017」為大台網揭開序幕，由不同年齡的小朋友參

與才藝比賽。在慶祝新平台正式推出的綜藝節目

「群星拱照big big channel」中可預覽無綫電視藝

員及網絡紅人即將展示的內容。該等綜藝節目成

功引起觀眾的興趣，令新平台的登記人數直線上

升。

借助無綫電視劇集角色的人氣，創作了多個不同

形式的衍生節目，其中包括創新遊戲節目「使徒行

者  臥底遊戲」。「使徒行者2」的苗僑偉化身節目

主持，而劇中其他主要角色則以調查模式現身。

此外，若干受歡迎的戲劇拍檔載譽歸來參演飲食

旅遊節目，例如長壽處境喜劇「愛 •回家」中人見人

愛的馬家於旅遊節目「馬家開飯」及「馬家過聖誕」

中再次聚首一堂。另一方面，喜劇「公公出宮」的

主角們同赴布吉拍攝全新旅遊節目「公公出埠」。

由資深主持演出的自製烹飪節目及旅遊節目繼續

於地面頻道取得高收視。主持肥媽及李家鼎分別

在「阿媽教落食平D」及「阿爺廚房」中大展精湛廚

藝，令觀眾目不暇給。近期大熱的旅遊拍檔鄭裕玲

及農夫於「Do姐再Shopping」中風趣幽默為觀眾津

津樂道。實況節目「嫁到這世界邊端」描述香港新

娘異地情緣的幸福故事亦大獲好評。音樂節目「流

行經典50強」逢周日於晚間黃金時段為觀眾帶來由

一流作曲家黎小田與其精挑細選的經典金曲，並

由資深歌手獻唱。



Do姐再Shopping

流行經典50強

2017香港小姐競選決賽

萬千星輝賀台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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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收視點

J2台黃金時段  
( 佔總電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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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king不停音樂

搵食飯團

#後生仔傾吓偈

J2台以年青觀眾為服務對象的頻道，並以自製節

目迎合潮流、不斷創新來打造該頻道的形象。

在大台網登場後，J2台推出全新自製清談節目「#後

生仔傾吓偈」，旨在憑藉J2台的主持及大台網的網

絡紅人培養年青觀眾群。J2台播出「台灣大大平台

啟動音樂會」以標誌無綫電視的數碼媒體服務進

軍台灣。人氣自製旅遊節目如「3日2夜」、「冲遊泰

國」及「東京攻略」繼續受年青觀眾青睞。

外購節目在維持J2台年青觀眾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二零一七年，人氣亞洲劇集如「女醫神DoctorX4、

女醫神DoctorX5」、「小學餐女廚神」、「藍海傳

說」、「師任堂」、「無心法師 I I」及綜藝節目如  

「叢林的法則」和「奔跑吧孩子們」皆取得高收視。

J2台亦為觀眾帶來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地區頒獎典

禮「第11屆亞洲電影大獎」。



1.7收視點

無綫新聞台黃金時段  
(佔總電視6%)

業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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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準掃描，收看
無綫新聞台

天氣報告

採訪花蓮地震

無綫新聞直播廠

無綫新聞台繼續為香港收視最高的24小時新聞頻

道。該服務亦是觀眾收看突發新聞及大事報導的

首選媒體。在颱風天鴿襲港懸掛10號風球當日，

該頻道錄得最高單日收看人次逾3百萬。電視直播

2017行政長官選舉亦創下5.0平均收視點的紀錄。

除在家中收看外，無綫新聞台亦在香港透過戶外

屏幕及電視每日播放給超過1.5百萬人次收看。

該頻道致力提供最新、最準確及最全面的本地及

國際新聞資訊。除了派駐北京、廣州及台北的記

者外，我們還在澳門設立新辦事處。

二零一七年三月，無綫新聞台於多條地面頻道及

網上平台即時深入報導2017行政長官選舉，讓觀

眾掌握事態發展。於國家主席習近平為慶祝香港

特區回歸祖國二十周年的三天訪港期間，翡翠台

及無綫新聞台緊貼報導其出席的公開活動。

為慶祝開台50周年，無綫新聞台呈獻特備紀錄片

「一路走來半世紀」以描繪過去半個世紀的香港故

事，當中不但講述本港昔日風貌，訪問不同界別

的知名人士，亦重溫新聞檔案中的珍貴片段。



1.2收視點

明珠台黃金時段  
(佔總電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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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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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活•港享受

業務回顧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周年報告

一流的紀錄片、電影、劇集、生活消閒節目和國際

盛事轉播，鞏固了明珠台作為高格調時尚國際頻

道的地位。

為慶祝開台50周年，明珠台呈獻BBC標誌性的自然

歷史紀錄片「天與地 I I」。一連七集的節目讓觀眾透

過在島嶼、山脈、森林、沙漠、草原和城市發生精

彩故事，體驗嶄新的拍攝技術及深入了解大自然

的奧秘。

明珠台自啟播以來一直轉播荷里活盛事「奧斯卡®

頒獎典禮」，二零一七年二月便直播了第89屆頒獎

典禮。明珠台亦有幸成為香港馬術大師賽2017的

大會指定廣播機構，該賽事現已成為馬術界盛事。

周末大電影繼續為明珠台最高收視類別。童話主

題電影一直受明珠台觀眾追捧，「美女與野獸」及

「魔雪奇緣」分別佔據收視榜頭兩位。明珠台於電

視首播的「逃」為觀眾帶來剌激。

明珠台的其他經典節目類型包括在紀錄片時段播

放以大自然奇觀為題材的「明珠絕色」及提供最新

健康資訊的「祝君健康」。



業務回顧

商．對論 

日日有樓睇

無綫財經台啟播儀式

家居．築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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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綫財經 •資訊台是香港唯一的24小時免費電視財

經頻道。改版後不足一年時間，無綫財經 •資訊台

已成功建立優質財富和知識頻道的形象，並累積

了一群精於投資的觀眾。

除於交易時段內緊貼股市動向和專家分析外，無
綫財經 • 資訊台還於黃金時段播放一系列自製財

經及投資節目，例如「十點無綫財經」、「日日有樓

睇」及「樓市點睇」。其他知識型節目如「升學無疆

界」、「最強生命線」、「家居 ·築則」及「創科導航」

亦為觀眾提供多樣選擇。



0.7收視點

無綫財經•資訊台
黃金時段  
(佔總電視3%)

樓市點睇

創科導航

一路走來半世紀

無綫財經．資訊台直播廠

31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周年報告



自遊明星賽
© KBS

超人回來了
© KBS

師任堂
© 英皇娛樂集團和英皇娛樂韓國/ Group 8

奔跑吧

尋味順德

紫釵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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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準掃描，收看
myTV SUPER



業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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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無綫電視製作頻道

無綫電視為myT V SUPER製作了15條主題頻道，包

括日劇台、韓劇台、華語劇台、精選亞洲劇台、

T VB經典台、粵語片台、綜藝台、為食台、旅遊

台、體育台、翡翠即日重溫、娛樂新聞台、直播新

聞台、T VB Radio及新推出的戲曲台。

為了推廣中國傳統戲劇文化，戲曲台於二零一七

年六月面世。該頻道搜羅由多位名伶藝人及粵劇

界新星主演的折子戲及粵劇演出，讓觀眾欣賞這

種獨特的表演藝術。我們竭力在庫存中尋找並剪

輯超過250段折子戲。這些從慈善表演及歡樂今宵

剪輯的珍貴演出包括「再世紅梅記」、「萬惡淫為

首」、「鳳閣恩仇未了情」、「光緒皇夜祭珍妃」及

「劍合釵圓」。此外，周末亦播放「紫釵記」、「帝女

花」及「林家聲戲寶承傳系列」等精選粵劇演出。

娛樂新聞台動用龐大人力物力即時報導本地及國

際娛樂盛事，包括「第三十六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

獎典禮紅地氈盛況」、「奧斯卡®頒獎典禮前奏」及

「第53屆百想藝術大賞」，亦安排突發新聞時段報

導一手本地娛樂熱話，例如「萬千星輝賀台慶」紅

地氈盛況及「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17」提名名單。

T VB經典台安排了90年代破天荒及盛極一時的經典

爆笑節目「笑星救地球」、「軟硬製造」及「樂壇笑爆

鏡」等，此外更有「我們的⋯汪明荃」系列以回顧無

綫電視長青樹汪明荃過去五十年來的光輝成就。

無綫電視的日劇台、韓劇台及華語劇台致力於當

地電視播放後隨即播放日本、韓國、台灣及中國

內地優質劇集的粵語配音版。

綜藝台、為食台及旅遊台的收視於二零一七年節

節上升。該等頻道作為優越的消閒娛樂平台，提

供各式經典綜藝節目、備受讚譽的食物紀錄片及

環球旅遊節目，例如「超人回來了」、「奔跑吧」、

「尋味順德」及「自遊明星賽」。

節目製作

「內容為王」，無綫電視致力為觀眾製作海量高質

素的原創節目。本地製作總時數於二零一七年接

近23,700小時，其中4,320小時由翡翠台製作，當

中包括約700小時的劇集以滿足翡翠台黃金時段的

需求。我們由二零一六年起著手製作額外節目以

迎合中國夥伴的網上平台對新連續劇的需求。於

二零一七年，三套劇集在此安排下於香港及內地

網上平台同步播放。二零一八年將有更多新合拍

劇推出。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底，無綫電視有逾700名合約

藝員。這些藝員為本公司提供穩定而龐大的人才

陣容以供製作戲劇及非戲劇節目。本公司不時透

過本身的選美活動和才藝比賽發掘年輕藝員，亦

會從演藝學院招聘以擴大其人才陣容。

在香港，無綫電視亦擁有23個錄影廠及全港最強

的電視製作團隊支援，包括經驗豐富的拍攝、化

妝、服裝設計及創作團隊包括監製、導演、編劇

等。此外，硬件配套包括位於電視廣播城內的兩

個戶外拍攝場地及外景車輛。我們會定期升級和

改善該等設施以滿足現今的製作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