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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布 

 

光 纖 寬 頻光 纖 寬 頻光 纖 寬 頻光 纖 寬 頻 ＋＋＋＋ myTV SUPER 組合組合組合組合超值價超值價超值價超值價$148 起起起起    

香 港 寬 頻香 港 寬 頻香 港 寬 頻香 港 寬 頻 ：：：：承諾承諾承諾承諾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內內內內 myTV SUPER 組合組合組合組合達達達達 40 萬萬萬萬用戶用戶用戶用戶    

兩年內兩年內兩年內兩年內光纖光纖光纖光纖寬頻客數增至寬頻客數增至寬頻客數增至寬頻客數增至 100 萬萬萬萬    

 
(2016 年 3 月 3 日－香港) 為配合 OTT 娛樂大趨勢，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 (「香港寬頻」) 及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TVB”) 今日宣布推出包括光纖寬頻服務及 myTV SUPER 的超值服務組合。

客戶每月只需低至$148，即可透過高速穩定的光纖寬頻網絡，盡享豐富多彩的娛樂內容，感受嶄

新的「你的光纖娛樂．家」體驗。 

 
是次推出的超值服務組合內容，包括 100Mbps、500Mbps 或 1000Mbps 的住宅光纖寬頻服務、

HKBN Wi-Fi 流動寬頻服務，以及 myTV SUPER 電視盒子和流動應用程式，讓客戶可使用家中

電視屏幕或隨時隨地使用個人流動裝置，欣賞心水節目。 

 
現凡選用該 24 個月服務組合*，可於合約期內享受 myTV SUPER 基本組合（包括 20 條頻道及

3000 小時 TVB 製作點播組合）和精選基本頻道組合（集綜藝娛樂、潮流資訊及時事於一身的 10

條精選頻道）及 8000 小時 TVB 外購節目點播組合。 

 

光 纖 寬 頻光 纖 寬 頻光 纖 寬 頻光 纖 寬 頻  + Wi-Fi + myTV SUPER 服務組合服務組合服務組合服務組合* 

光纖住宅寬頻光纖住宅寬頻光纖住宅寬頻光纖住宅寬頻 
 

HKBN Wi-Fi 
myTV SUPER 組合組合組合組合超值超值超值超值優惠月費優惠月費優惠月費優惠月費 

 

100 Mbps  

  

無限任用 

機頂盒機頂盒機頂盒機頂盒 + 流動應用程式流動應用程式流動應用程式流動應用程式 
基本組合 

+ 精選基本頻道組合 

+ TVB 外購節目點播組合 

(TVB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價價價價$151/月月月月) 

 

$148 起起起起  

 

500 Mbps  

 
$168 起起起起  

 

1000 Mbps  

 
$198 起起起起  

*優惠計劃為期 24 個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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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寬頻行政總裁及持股管理人楊主光表示：「香港寬頻與 TVB 矢志將超乎預期的超級優惠帶給

廣大市民，從此收看優質影視內容不必再付高昂月費。我們承諾於 18 月內推出 myTV SUPER 服

務至 40 萬家居寬頻用戶，香港寬頻的目標是加速住宅寬頻業務的增長，將客戶數目由現時的 79

萬增至兩年後的 100 萬。」 

 
為了激勵士氣，香港寬頻今明兩天分別在香港和廣州舉行全體人才誓師大會，共有 2400 香港寬

頻人才出席。楊主光稱，如能成功在未來一年達到增長 10 萬客戶的目標，香港寬頻將在一般的

薪金花紅外，額外撥出 100 萬元作前線人員的特別獎金，公司全體人才也可多享一天有薪假期。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及總經理鄭善強先生說︰「myTV SUPER 把家居娛樂全面提昇到更

新的層次，為觀眾帶來更大的歡樂及更方便的體驗。觀眾既可以享受到超高質的畫面，亦可以回

看之前 3 小時的節目內容，意味著觀眾能隨時隨意地選看自己喜愛的節目，無縫配合都市人忙碌

的生活節奏。節目內容方面，提供 30 條直播頻道加上 11000 小時點播節目，選擇包羅萬有。因

此，我們有信心 myTV SUPER 能令到每位觀眾稱心滿意。」 

 
除了為家居用戶提供寬頻及 myTV SUPER 優惠組合，香港寬頻和 TVB 有意將合作領域擴展至商

業及零售市場，雙方正就此進行緊密商討。 

 
香港寬頻是香港最大的住宅光纖寬頻服務(上下載對等 100Mbps 至 1,000Mbps)供應商，先進光

纖網絡廣泛覆蓋全港各區，能輕鬆傳輸 4K 超高清節目，進一步提升客戶的光纖娛樂體驗，締造

豐富多彩的『你的光纖娛樂．家』。 

 
myTV SUPER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詳情詳情詳情詳情 

 基本組合基本組合基本組合基本組合    精選精選精選精選基本基本基本基本頻道頻道頻道頻道組合組合組合組合    TVB 外購節目點播組合外購節目點播組合外購節目點播組合外購節目點播組合    

直直直直播頻道播頻道播頻道播頻道    

20 條基本頻道： 

提供亞洲劇集及綜藝、電

影娛樂、飲食、粵語片、

經典劇集、Disney 卡通及

體育節目等 

10 條精選頻道： 

集綜藝娛樂、潮流資訊及

時事於一身 

 

點播點播點播點播    

TVB 製作點播組合 

� 每月超過 3,000 小時

TVB 自製節目 

� 部分節目更於 myTV 

SUPER 獨家優先播放 

� TVB 48 年來經典劇集

同綜藝節目 

 � 提供超過 8,000 小時

節目 

� 日、韓、台劇集、綜

藝娛樂、飲食旅遊、

生活消閒、兒童、動

畫、音樂、新聞、4K

節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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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相活動相活動相活動相片片片片: 

HKBN x myTV SUPER_01 

 
香港寬頻 1,200 名人才與 TVB 代表一同見證「光纖寬頻+ myTV SUPER」服務組合正式誕生，揭開光纖

娛樂新一頁。 

 

HKBN x myTV SUPER_02 

 
香港寬頻行政總裁及持股管理人楊主光 (右)與 TVB 執行董事及總經理鄭善強握手，公布雙方合

作推出包括光纖寬頻及 myTV SUPER 的服務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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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BN x myTV SUPER_03 

 

香港寬頻與 TVB 公布包括光纖寬頻+ myTV SUPER 的超值服務組合，月費$148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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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關於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關於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關於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 
 
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香港寬頻」）是按用戶數計算香港最大的住宅光纖寬頻服務(上下載對等 100Mbps

至 1,000Mbps)供應商。香港寬頻為住宅及企業市場提供全方位電訊方案，包括寬頻網絡、雲端方案、數

據連接及話音通訊，並擁有龐大的光纖網絡，覆蓋全港逾 210 萬住戶（佔香港住宅單位總數約 79%）及

逾 2,000 幢商業樓宇。公司致力培育人才，以其逾 2,400 人的人才團隊為競爭優勢。香港寬頻為香港寬

頻有限公司 (香港聯合交易所股份代號：1310) 的附屬公司。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 myTV SUPER  
TVB 全新網絡平台 - myTV SUPER！透過全新 TVB 的電視盒子及 App，可以收看 20 條 TVB 頻道，隨時可以

回看之前 3 小時的節目內容，無縫配合觀眾的生活節奏。此外，集合 TVB 強大自製節目片庫、亞洲人氣劇

集及綜藝、電影、粵語片、最新日本動畫及 Disney 卡通、世界各地高水準及話題性作品，隨時隨地透過電

視、手機、平板電腦揀選你喜愛的節目，帶給你嶄新的電視體驗！ 

 

－完－ 

 

由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及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聯合發布由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及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聯合發布由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及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聯合發布由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及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聯合發布 

 

傳媒查詢： 

有關寬頻服務組合 

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 

陳訓麒 

企業傳訊部 

電話 ： +852 9728 9289 

傳真 ： +852 3999 7349 

電郵 ： media@hkbn.com.hk 

 

有關 myTV SUPER 服務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陳俊倩 

企業傳訊部 

電話 ：+852 2335 2316/ 9656 6661 

傳真 ：+852 2358 1300 

電郵 ：youco.chan@tvb.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