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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的



體 育 節 目

世界盃前奏及特備節目

數十明星嘉賓踩上ViuTV同全港市民對戰搶錢！2018年世界盃決賽周32個入圍國家各有
不同獨特遊戲絕技，例如日本的劍道、西班牙的鬥牛等，每集明星嘉賓將與代表香港市
民的32位本台藝人對戰。每集一位知名嘉賓從32個國家中隨機選取其中四個本台藝人對
戰。嘉賓按照自己對遊戲的信心及強弱喜好押注。挑戰成功的話，可得到押注的獎金；
失敗的話，獎金就會撥歸儲備，於周末送予家庭觀眾。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最後公布為準。

播放詳情#：

4月30日起
逢星期一至五 22:30 – 23:00

GoodNight Show 全民星戰

如欲查詢廣告方案，
請與ViuTV業務拓展經理聯絡。



世界盃前奏及特備節目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最後公布為準。

全港的
「的波」乃足球運動中的基本功，想為四年一度的世界盃做好熱身運動，「的波」實屬
不二之選。ViuTV的流動推廣車「粉紅的」於世界盃前一百天正式出勤，走勻全香港，
廣邀全港十八區市民齊齊「的波」。不論你是「高端的」、「低端的」、「單身的」、
「交往中的」、「高的」、「矮的」、「離島的」、「市區的」、「唔識的」、「純熟
的」⋯上中下三路全情盡「的」，勢將「的波」技術和風潮推到全港，為世界盃盛事揭
開序幕。 

播放詳情#：
3月6日 – 6月13日
逢星期一至日

共100集，每集2分鐘

如欲查詢廣告方案，
請與ViuTV業務拓展經理聯絡。



世界盃前奏及特備節目

我們的世界盃 播放詳情#：

2月25日 – 6月10日
逢星期日 24:00 – 25:00

共16集，每集60分鐘

如欲查詢廣告方案，
請與ViuTV業務拓展經理聯絡。 

 

主持：方柏翹、丹尼爾、張嘉殷、Ansheles 

世界盃將於2018年6月展開，《我們的世界盃》為你介紹主辦國俄羅
斯最新動向，以及32支決賽隊伍，並送上精彩歷史片段，作最佳準
備欣賞我們的世界盃。 

1 Click即睇宣傳片段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最後公布為準。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gxyIO2WsQNhT_v-UQzPzATyzkJuSF9wP


娛 樂 節 目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最後公布為準。
＊視乎供應並受ViuTV廣告條款及細則約束。此價錢適用於已參與"優先預訂計劃"(Advance Commitment Scheme) 之客戶。

播放詳情#：

3月31日 – 6月16日
逢星期六 21:30 – 22:30

共12集，每集60分鐘

冠名贊助廣告套餐*：$750,000
聯合贊助廣告套餐*：$350,000

鋒味
《12道鋒味》自2014年在浙江衛視推出後大獲好評，霆鋒成功營造大廚形象
， 有網民更將他與英國名廚Gordon Ramsay相提並論。 

《鋒味》第四季將節目模式升級，以$180萬創業基金作引子，吸引有興趣創
業的廚師作"鋒廚"，再從60人中拔尖選出8人，走訪香港、泰國、澳門、新西
蘭、揚州及雲南等地PK 當地名廚，增加節目張力及添加趣味性。 

參與藝人包括：彭于晏、阮經天、余文樂、王祖藍、鍾欣潼、何超蓮、小S、
陳偉霆、楊幂、鄧紫棋、章子怡、狄波拉、 陳柏霖等。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grgGjmZVPgS6t-vJC7aGOciCMji4XuFy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f-rZUmE_8HqdxjQzVT8OmqgKCn73_NXp


特 備 節 目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最後公布為準。
＊視乎供應並受ViuTV廣告條款及細則約束。此價錢適用於已參與"優先預訂計劃"(Advance Commitment Scheme) 之客戶。

第三十七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ViuTV是《第三十七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大會
指定電視台，亦是全港唯一電視台可以由籌備各獎項
開始，到紅地氊，到頒獎典禮後的幕後花絮，完整地
直擊及捕捉巨星們的一顰一笑，將所有重要時刻帶到
觀眾眼前。

於頒獎典禮翌日，我們亦會與觀眾一起重温當日得獎
片段，訪問各得獎者感受，及直擊後台花絮，令觀眾
可以更立體地欣賞這件本地盛事！

ViuTV觀眾可透過viu.tv及ViuTV app觀看同步直播。

播放詳情#：

(1) 《金像前奏》(暫名)
 採訪一眾入圍電影人拍攝場刊情況及訪問各入圍者
 4月2日 – 4月13日 ，星期一至五，20:25 (暫定)

(2) 《香港導 。 演 》 (暫名)
找來應屆五位入圍最佳新演員，講述他們自己的故事；及五
位獲提名的新晉導演，分享對電影未來的看法

 4月2日 – 4月9日 ，星期一，22:30-23:00

(3)  《第三十七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紅地氈盛況》
 現場直播紅地氈衣香鬢影的情況
 4月15日 ，星期日，17:30-20:00

(4) 《第三十七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
 現場直播各項大獎的得獎情況
 4月15日 ，星期日，20:00-23:30

(5) 《頒獎禮台前幕後花絮 》(暫名)
 訪問各得獎者感受及頒獎禮當日花絮
 4月16日 ，星期一，22:30-23:00廣告贊助套餐*：$238,000起

第三十七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ViuTV是《第三十七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大會
指定電視台，亦是全港唯一電視台可以由籌備各獎項
開始，到紅地氊，到頒獎典禮後的幕後花絮，完整地
直擊及捕捉巨星們的一顰一笑，將所有重要時刻帶到
觀眾眼前。

於頒獎典禮翌日，我們亦會與觀眾一起重温當日得獎
片段，訪問各得獎者感受，及直擊後台花絮，令觀眾
可以更立體地欣賞這件本地盛事！

ViuTV觀眾可透過viu.tv及ViuTV app觀看同步直播。

(1) 《金像前奏》(暫名)
 採訪一眾入圍電影人拍攝場刊情況及訪問各入圍者
 4月2日 – 4月13日 ，星期一至五，20:25 (暫定)

(2) 《香港導 。 演 》 (暫名)
找來應屆五位入圍最佳新演員，講述他們自己的故事；及五
位獲提名的新晉導演，分享對電影未來的看法

 4月2日 – 4月9日 ，星期一，22:30-23:00

(3)  《第三十七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紅地氈盛況》
 現場直播紅地氈衣香鬢影的情況
 4月15日 ，星期日，17:30-20:00

(4) 《第三十七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
 現場直播各項大獎的得獎情況
 4月15日 ，星期日，20:00-23:30

(5) 《頒獎禮台前幕後花絮 》(暫名)
 訪問各得獎者感受及頒獎禮當日花絮
 4月16日 ，星期一，22:30-23:00廣告贊助套餐*：$238,000起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jRVXDfEuZTUgAB6N3Odt9FN6pZV572j/view


實 況 娛 樂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最後公布為準。
＊視乎供應並受ViuTV廣告條款及細則約束。此價錢適用於已參與"優先預訂計劃"(Advance Commitment Scheme) 之客戶。

播放詳情#：

3月3日 – 5月19日
逢星期六 23:00 – 23:30

共10集，每集30分鐘

冠名贊助廣告套餐*：$650,000
聯合贊助廣告套餐*：$300,000

非常食客
飲食對人生來說尤關重要。無論在人生得意失意或特別時刻，我們都想透過食物
去滿足或開解自己，透過食物去治癒身心。我們甚至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都會
想起一些食物，而當中有些美味記憶更加是獨有的，可能是小時候的味道、家的
味道、故鄉的味道、記憶中的味道，好想再試一次…

1 Click即睇宣傳片段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nn2Xo38H7rsjCf3uOH99q8iW3AYb98qS


實 況 娛 樂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最後公布為準。
＊視乎供應並受ViuTV廣告條款及細則約束。此價錢適用於已參與"優先預訂計劃"(Advance Commitment Scheme) 之客戶。

播放詳情#：

4月23日 – 5月13日
逢星期一至五 22:00 – 22:30

共18集，每集30分鐘(17集 x 30分鐘 + 1集 x 60分鐘)

聯合贊助廣告套餐*：$342,000

嚮導玩
主持：蘇民峰，陳嘉倩

旅行是對友情、愛情、親情的一個大考驗，因為出門在外，很多瑣事和
習慣，會導致意見不合、鬧翻、甚至分手、絕交！在《嚮導玩》節目中
，參賽者需自行組隊，以二人一組形式參與遊戲，二人的默契、如何商
討策略，或會成為致勝關鍵！跟選旅伴一樣，慎選隊員相當重要，否則
可能「嬴咗獎金，輸咗隊友」！



戲 劇 節 目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最後公布為準。
＊視乎供應並受ViuTV廣告條款及細則約束。此價錢適用於已參與"優先預訂計劃"(Advance Commitment Scheme) 之客戶。

播放詳情#：

5月8日 – 5月24日
逢星期一至五 20:30 – 22:00

共13集，每集90分鐘

冠名贊助廣告套餐*：$300,000起

醫療船 (韓劇)
主演：河智苑，姜敏赫

河智苑 - 演出各種不同類型的角色均深入人心，有著電影票房
女王和電視收視女王之稱，更是韓國電影片酬最高的女演員。

姜敏赫- 韓國四人男子樂團CNBLUE成員。2013年參演SBS水木
劇《繼承者們》，憑劇獲得SBS演技大賞新明星獎。

《醫療船》講述有各自不同故事的醫生，通過搭乘船隻，輾轉
在醫療設施不足的小島上進行醫療活動的故事，他們與島民們
進行人性化的溝通，對其真誠地治療，從而成長為真正的醫生
。是一部能引起全年齡層共鳴的海島醫療人情劇。



戲 劇 節 目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最後公布為準。
＊視乎供應並受ViuTV廣告條款及細則約束。此價錢適用於已參與"優先預訂計劃"(Advance Commitment Scheme) 之客戶。

朝鮮射手(韓劇)
主演：李準基、南相美、全慧彬

韓星李準基主演的連續劇《朝鮮射手》自首次播出起，收視率不斷高漲，並
連續4集都是收視率第一。

朝鮮射手是一部感性的愛情動作劇，以開化時期作為背景，講述了朝鮮最後
一位劍客為了報仇而成為槍手的故事，並且如何改革成功，成為帶給百姓新
生活的大英雄。

播放詳情#：

4月4日 – 5月3日
逢星期一至五 13:30 – 15:00

共22集，每集90分鐘

冠名贊助廣告套餐*：$568,000起



戲 劇 節 目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最後公布為準。
＊視乎供應並受ViuTV廣告條款及細則約束。此價錢適用於已參與"優先預訂計劃"(Advance Commitment Scheme) 之客戶。

冠名贊助廣告套餐*：$538,000起

學校2017(韓劇)
主演：金世正丶金正鉉丶張東尹

《學校2017》為《學校》系列第7部作品，由《赤裸的消防員》導演朴珍錫
和《無理的前進》編劇鄭燦美作家共同打造。《學校2017》以韓國的校園為
主題，帶韓國社會存在的爭議，及對教育制度的批判。相對之前《學校》系
列的作品，題材更為貼地，而且劇情節奏輕快。

故事以18歲高中生們的燦爛成長故事為主軸，講述他們的秘密和想法。 

播放詳情#：

4月11日 – 5月11日
逢星期一至五 19:00 – 19:55

共23集，每集55分鐘



戲 劇 節 目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最後公布為準。
＊視乎供應並受ViuTV廣告條款及細則約束。此價錢適用於已參與"優先預訂計劃"(Advance Commitment Scheme) 之客戶。

2月17日 – 4月28日
逢星期六 20:30 – 21:30

共10集，每集60分鐘

冠名贊助廣告套餐*：$500,000

刑事弓神(日劇)
主演：浅野忠信，神木隆之介

該劇改編自知名漫畫家井浦秀夫的同名人氣漫畫原作「刑事弓神」(小學館
《Big Comic Original》"青年半月刊"連載中)。淺野忠信飾演擁有獨特推理力
和觀察力，不帶任何先入為主的觀念，用敏銳眼光洞察人性的陰暗面，為了追
求事實真相甚至不惜採用違法手段的的刑警弓神適當；神木隆之介飾演成績優
秀，老實認真，具有強烈正義感的新人刑警羽生虎夫。劇中羽生在弓神手下被
呼來喝去，兩位極具差異性的搭檔將一起合作解決各種疑難案件。該劇採用一
集一案件的形式呈現，每集都會有不同的豪華演員加盟。

播放詳情#：

1 Click即睇宣傳片段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HqH98HfpKLhFUkhmGc9DsmOQ9cxV72cd


兒 童 節 目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最後公布為準。
＊視乎供應並受ViuTV廣告條款及細則約束。此價錢適用於已參與"優先預訂計劃"(Advance Commitment Scheme) 之客戶。

播放詳情#：

3月30日 – 6月11日
逢星期一至五 16:00 – 16:30

共52集，每集30分鐘

冠名贊助廣告套餐*：$350,000
聯合贊助廣告套餐*：$178,000

GGO足球
科技發展一日千里，足球競賽進入了前所未有的AI年代──只得手掌般大小，卻擁有
尖端AI智能的足球機械人GGO誕生了！全球球迷趨之若鶩！紛紛成立自己的GGO
足球隊，誓顯自己的領軍才能！13歲的故事主人翁高迅，意外得到由GGO專家父親
發明，世上獨一無二的第七代GGO潛龍，於是聯同一眾戰友組成"赤足隊"，參與世
界GGO大賽，與各地列強展開場場激烈的GGO足球大戰！與此同時，他其實暗地
背負着父親的寄望，帶領潛龍進入總決賽，藉此破解一個鮮為人知的大陰謀。



清 談 節 目

晚吹全新主題，一星期連續七晚，令你吹得開心、吹得過癮！

星期一《有病有真相》
主持：陳啟泰、李蔓瑩(Renee)、英健朗(小占)

每集以一種經常困擾香港人的癥狀為題目，在一眾主持、嘉賓探討如
此平常的癥狀如何折騰生活的同時，原來這些不起眼的癥狀可能隱藏
大病的暗示。

星期二《Trip精》
主持： 蔡嘉欣(嘉欣)、梁嘉銘(Ming仔)、陳國熙(Jerry.C)

每集請來各式旅遊達人分享旅途經歷，由神秘國度、高山極地，到熱
門景點，以至working holiday，論盡旅遊事。事必由香港人角度，教
大家用最少時間，玩最多地方，花最低價錢，book最好package。



清 談 節 目

星期三 《Daddy Kingdom》
主持：蘇耀忠(細So)，陳詠謙

每集節目邀請爸爸級／準爸爸級嘉賓，與主持和觀眾分享自己作為人
父的心情之餘，亦會與主持一同大吐家庭生活苦水，分享爸爸心事。

星期四 《又要威 又要戴頭盔》
主持：余迪偉，林二汶

同路人戴上頭盔，保密身份，在主持人林二汶和余迪偉引導下不
遊花園，盡情就 INSIDER SECRETS 進行討論，盡爆各行各業暗
黑內幕。

NEW!



清 談 節 目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最後公布為準。
＊視乎供應並受ViuTV廣告條款及細則約束。此價錢適用於已參與"優先預訂計劃"(Advance Commitment Scheme) 之客戶。

星期日 《罪光燈》
主持：歐錦棠，可宜

《罪光燈》會從90年代起揀選多宗轟動香港的案件，當中會邀請與
該案有關的事主、受害者、調查人員、目擊者或採訪記者等人士為觀
眾分析及闡述整宗案件的來龍去脈及鮮為人知的內情。

星期五 《總有一瓣喺左近》
主持：潘紹聰、關寶慧、岑樂怡

很多人都會對某一瓣靈異事件感到好奇、刺激。三位主持就不同主題
，探討各種鬼靈精怪、不思議之迷，並邀請嘉賓專家上來逐一剖析，
進行大揭秘！

星期六 《Close 噏》
主持：火火，劉偉恒

香港電影近年面對不同挑戰，在充滿條件及刻苦環境下艱苦發展，
雖則如此，仍然不斷有新力軍加入，《Close 噏》就會請來對電影有
抱負、有貢獻、有熱誠的幕前及幕後英雄，剖析他們的心態及工作
苦況。

播放詳情#：

逢星期一至日 23:30 – 24:00

共13集，每集30分鐘

冠名贊助套餐*：$698,000(13星期)

聯合贊助套餐*：$290,000(13星期)

NEW!

NEW!

1 Click即睇宣傳片段

1 Click即睇宣傳片段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Pl5KimKDzTQMFzeLEgQW8y26v8wh4HQK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jMh4oEpHJ0K_jcQybp0-G6sU0onsaYD5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gbWkexSlw50sU7AkCL4koa2na0RjzmxM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7bq8GztmIH0dBSJUkyseIIsIwiuJKpQ9


資 訊 節 目

播放詳情#：

逢港股交易日，分四個時段播出 

09:00-10:00；11:00-12:00

13:00-13:30；15:00-16:00

節目環節冠名贊助套餐*：

$1,290,000(246個交易日)

智富通
即時剖析焦點本地公司動向、復牌及停牌消息，提供大行最新公司研
究報告及評級，並邀請重量級證券分析員擔任嘉賓主持，作出即時市
況分析。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最後公布為準。
＊視乎供應並受ViuTV廣告條款及細則約束。此價錢適用於已參與"優先預訂計劃"(Advance Commitment Scheme) 之客戶。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QQfzboC8tfKtJt1jLC4DIY4IArSTHuM8


廣 告 套 餐

新媒體廣告選擇
ViuTV除可於電視收看，更可跨平台同步觀看電視直播，足本重溫人氣節目，盡享24小時無間斷精彩娛樂。ViuTV App 總
下載量已超過228萬*。ViuTV App / viu.tv不僅為用戶帶來方便，也為廣告客戶帶來更多廣告商機，使廣告信息可以全面
接觸有不同收視習慣的用戶。

現有ViuTV App / viu.tv 的廣告形式包括：

＊資料來源: App Store and Google Play - 2017年9月

Pre-roll / Mid-roll TVC
(App & Web)

Double Banner Ad
(App only)

Splash Ad
(App only)

Large Rectangle (Web only)



連繫全球  邁向世界連繫全球  邁向世界



＃Program scheduling is subject to final announcement from ViuTV.
＊Package availability is subject to confirmation by ViuTV with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This package cost is applicable to committed advertisers of  the Advance Commitment Scheme.

Fearless
The series follows human rights lawyer Emma Banville (Helen McCrory), as she 
attempts to prove convicted murderer Kevin Russell innocent of the murder of 
schoolgirl Linda Simms 14 years ago. Kevin proclaims his innocence of the 
crime, and Emma, believing a miscarriage of justice has occurred, goes to 
extreme lengths to discover the truth.

Mar 9 – Apr 13, 2018
Every Fri   21:30 – 22:30

Total 6 Episodes (60-min per episode)

Title Sponsorship Package* ：$88,000
Co-sponsorship Package* ：$50,000

Telecast Schedule#：

Drama



Cradle To Grave S1
Comedy drama based on the memoirs of Danny Baker. It's 
1974 and 15 year-old Danny is our guide through the ups and 
downs of life with the Baker family. With eldest daughter 
Sharon's wedding looming and the docks facing closure, 
times are challenging.

Mar 27 – Apr 17, 2018

Every Tue   21:30 – 22:30 (2 episodes)

Total 8 Episodes (30-min per episode)

Telecast Schedule#：

Drama

＃Program scheduling is subject to final announcement from ViuTV.
＊Package availability is subject to confirmation by ViuTV with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This package cost is applicable to committed advertisers of  the Advance Commitment Scheme.

Title Sponsorship Package* ：$68,000
Co-sponsorship Package* ：$38,000



＃Program scheduling is subject to final announcement from ViuTV.
＊Package availability is subject to confirmation by ViuTV with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This package cost is applicable to committed advertisers of  the Advance Commitment Scheme.

Blindspot
盲點追兇
Blindspot focuses on a mysterious tattooed woman who is found naked inside a 
travel bag in Times Square by the FBI, with no recollection of her own past or her 
own identity. They discover that her tattoos contain clues to crimes they will have to 
solve.

Jan 10 – Jun 13, 2018
Every Wed   21:30 – 22:30

Total 23 Episodes (60-min per episode)

Title Sponsorship Package* ：$298,000
Co-sponsorship Package* ：$148,000

Telecast Schedule#：

Drama



The Secret Chef
A cookery programme with a difference. Culinary challenged people get 
5 weeks to learn in secret how to prepare a show-stopping, restaurant 
quality meal to wow their family and friends under the tutelage of a top 
chef.

Mar 24 – Apr 14, 2018
Every Sat   21:30 – 22:300

Total 4 Episodes (60-min per episode)

Telecast Schedule#：

Variety

＃Program scheduling is subject to final announcement from ViuTV.
＊Package availability is subject to confirmation by ViuTV with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This package cost is applicable to committed advertisers of  the Advance Commitment Scheme.

Title Sponsorship Package* ：$68,000
Co-sponsorship Package* ：$38,000



廣 告 套 餐

＊播放日期及時間以ViuTV最終公布為準。
＊＊價格只供參考。如有查詢，請與ViuTV業務拓展經理聯絡。

ViuTV廣告套餐 (第1頁)

節目名稱 播放日期* 廣告套餐 集數 已參與優先預訂計劃客戶 未參與優先預訂計劃客戶

學校2017
4月11日 - 5月11日

逢星期—至五，19:00 - 19:55
冠名贊助套餐 23集 / 5星期 $538,000起 $673,000起

刑事弓神
2月17日 - 4月28日

逢星期六 20:30 - 21:30
冠名贊助套餐 10集 / 10星期 $500,000 $625,000

醫療船
5月8日 - 5月24日

逢星期一至五 20:30 - 22:00
冠名贊助套餐 13集 / 3星期 $300,000起 $375,000起

冠名贊助套餐 $750,000 $937,500

聯合贊助套餐 $388,000 $485,000

冠名贊助套餐 $650,000 $812,500

聯合贊助套餐 $300,000 $375,000

冠名贊助套餐 $995,000 $1,250,000

聯合贊助套餐 $365,000 $460,000

七日的王妃
3月27日 - 4月18日

逢星期—至五，20:30 - 22:00
冠名贊助套餐 17集 / 4星期 $400,000 起 $500,000 起

她愛上了我的謊
3月9日 - 4月10日

逢星期—至五，19:00 - 20:00
冠名贊助套餐 23集 / 5星期 $538,000 起 $673,000 起

冠名贊助套餐 $750,000 $938,000

聯合贊助套餐 $350,000 $438,000

闔家常識問答比賽II
3月5日 - 3月23日

逢星期一至五  22:00 - 22:30
聯合贊助套餐 15集 / 3星期 $265,000 $330,000

冠名贊助套餐 $650,000 $812,500

聯合贊助套餐 $238,000 $298,000

冠名贊助套餐 $550,000 $688,000

聯合贊助套餐 $228,000 $375,000

       推介廣告套餐

$342,000 $428,000

10集 / 10星期

20集 / 4星期

13集 / 3星期

12集 / 12星期

聯合贊助套餐

另類世界盃 (暫名)

挑戰1997

非常食客
3月3日- 5月19日

逢星期六 23:00 - 23:30

嚮導玩

鋒味

VR驅魔人
3月26日 - 4月20日

逢星期—至五 22:00 - 22:30

俄仔愛回家
5月28日 - 6月13日

逢星期一至五 22:00 - 22:30

4月22日 - 7月29日
逢星期日 21:30 - 22:30

價格**

4月23日 - 5月13日
逢星期一至五 22:00 - 22:30

17集 / 3星期

5月26日 - 8月11日
逢星期六，22:30-23:00

10集 / 10星期

3月31日 - 6月16日
逢星期六 21:30 - 22:30

12集 / 12星期



廣 告 套 餐

＊播放日期及時間以ViuTV最終公布為準。
＊＊價格只供參考。如有查詢，請與ViuTV業務拓展經理聯絡。

ViuTV廣告套餐 (第2頁)

節目名稱 播放日期* 廣告套餐 集數 已參與優先預訂計劃客戶 未參與優先預訂計劃客戶

胖伴
2月25日 - 6月10日

逢星期日 22:30 - 23:00
聯合贊助套餐 13集 / 13星期 $300,000 $375,000

前前線
1月16日 - 4月24日

逢星期二，22:30 - 23:00
聯合贊助套餐 15集 / 15星期 $350,000 $438,000

冠名贊助套餐 $800,000 $1,000,000

聯合贊助套餐 $328,000 $410,000

婚姻五重奏
1月14日 - 4月8日

逢星期日 ，21:30-22:30
聯合贊助套餐 10集 / 10星期 $300,000 $375,000

飛不甩家毛
2017年12月23日 - 2018年5月19日

逢星期六，22:30 - 23:00
聯合贊助套餐 16集 / 16星期 $298,000 $375,000

冠名贊助套餐 $638,000 $798,000

聯合贊助套餐 $300,000 $375,000

十五分鐘熱度 逢星期一至五，23:00-23:15 冠名贊助套餐 20集 / 4星期 $450,000 $563,000

冠名贊助套餐 $648,000 $810,000

聯合贊助套餐 $258,000 $323,000

冠名贊助套餐 $698,000 $872,500

聯合贊助套餐 $290,000 $362,500

冠名贊助套餐 $332,000 $415,000

聯合贊助套餐 $200,000 $250,000

冠名贊助套餐 $178,000 $222,500

聯合贊助套餐 $75,000 $93,800

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3月18日 - 9月9日

逢星期日 23:00 - 23:30
聯合贊助套餐 共26集/26星期 $430,000 $538,000

冠名贊助套餐 $1,300,000 $1,625,000

聯合贊助套餐 $423,000 $528,000

       推介廣告套餐

老闆咁易做

價格**

星期一至日，23:30-24:00 13集 / 13星期

逢星期一至五，23:15 - 23:30

逢星期一至五，19:55 - 20:00

1月24日 - 4月25日
逢星期三 22:30 - 23:00

14集 / 14星期

1月7日 - 3月25日
逢星期日，17:30 - 18:00

細路義工隊

2018年2月22日 - 4月26日
逢星期四，22:30 - 23:00

10集 / 10星期

13集 / 13星期

20集 / 4星期

Girls' Talk
(扮靚錦囊 /愛情開箱 /Cooking Girls /豁出去漫遊 /呃LIKE派出所)

恐怖醫學 S3
2017年11月5日 - 2018年4月29日

逢星期日 20:30 - 21:30
共26集/26星期

晚吹
(有病有真相/Trip精/Daddy Kingdom/又要威又要戴頭盔 /總有一瓣喺左近 

/Close噏班底/罪光燈) 

12集 /12星期

體育係…300

飯聚現場



廣 告 套 餐

＊播放日期及時間以ViuTV最終公布為準。
＊＊價格只供參考。如有查詢，請與ViuTV業務拓展經理聯絡。

ViuTV廣告套餐 (第3頁)

節目名稱 播放日期* 廣告套餐 集數 已參與優先預訂計劃客戶 未參與優先預訂計劃客戶

冠名贊助套餐 $450,000 $562,500

聯合贊助套餐 $173,000 $216,000

冠名贊助套餐 $745,000 $931,000

聯合贊助套餐 $320,000 $400,000

冠名贊助套餐 $745,000 $931,000

聯合贊助套餐 $320,000 $400,000

智富通 逢港股交易日 節目環節冠名贊助套餐 246集 / 246個交易日 $1,290,000 $1,613,000

星期一至日，每日7次

365日，共5,110次

星期一至日，每日7次

365日，共5,110次

空氣污染指數 - 冠名贊助套餐 365日，共2,920次 $3,218,000 $4,023,000

逢港股交易日，每日4次

246日，共1968次

逢港股交易日，每日4次

246日，共1968次

逢港股交易日，每日4次
246日，共1968次

       推介廣告套餐

價格**

$5,238,000

26集 / 26星期

冠名贊助套餐

-

倫敦金

人民幣兌換率

恆生指數 /國企指數 冠名贊助套餐

-

-

$3,060,000冠名贊助套餐

$2,300,000

$4,190,000

$2,450,000

$3,060,000

$2,875,000

$2,450,000

$5,238,000

冠名贊助套餐

26集 / 26星期

本地天氣預報

$4,190,000冠名贊助套餐-

逢星期六，19:00-19:30

經緯線

-

杏林在線

逢星期日，19:00-19:30

Time Check

65集 / 13星期快樂童盟 逢星期一至五，17:30 - 18:00



廣 告 套 餐

＊播放日期及時間以ViuTV最終公布為準。
＊＊價格只供參考。如有查詢，請與ViuTV業務拓展經理聯絡。

ViuTVsix 廣告套餐
價格**

節目名稱 播放日期* 廣告套餐 集數 已參與優先預訂計劃客戶

冠名贊助套餐 $68,000

聯合贊助套餐 $38,000

冠名贊助套餐 $68,000

聯合贊助套餐 $38,000

冠名贊助套餐 $88,000

聯合贊助套餐 $50,000

冠名贊助套餐 $308,000

聯合贊助套餐 $158,000

冠名贊助套餐 $298,000

聯合贊助套餐 $148,000

冠名贊助套餐 $500,000

聯合贊助套餐 $248,000

冠名贊助套餐 $168,000

聯合贊助套餐 $88,000

冠名贊助套餐 $268,000

聯合贊助套餐 $128,000

冠名贊助套餐 $168,000

聯合贊助套餐 $98,000

冠名贊助套餐 $118,000

聯合贊助套餐 $68,000

冠名贊助套餐 $148,000

聯合贊助套餐 $68,000

冠名贊助套餐 $128,000

聯合贊助套餐 $68,000

DOG TV

30集 / 30星期

30集 / 30星期

20/20  (20/20時事雜誌)
4月2日起

逢星期日，21:30 - 22:30

Weekly Re-Viu
4月2日起

逢星期日，21:00 - 21:30

4月1日起
逢星期六及日，20:00 - 21:00

Happy Endings  (幸福終點站)

13集 / 13星期

13集 / 13星期

26集 / 13星期

13集 / 13星期
8月5日起

逢星期六，21:00 - 21:30

Claimed and Shamed (千奇百騙呃保險)
2018年1月1日 - 2018年7月23日

逢星期一，20:30-21:30

Surviving Evil S1  (浴火重生 )
2017年11月21日 - 2018年6月12日

逢星期二，20:30-21:30

Blindspot S1 (盲點追兇)
2018年1月10日 - 2018年6月13日

逢星期三，21:30-22:30
5集 / 5星期

The Closer S1 (罪案終結者)
2018年1月18日 - 2018年4月12日

逢星期四，21:30-22:30
13集 / 13星期

Survivorman (生還俠)
2018年1月17日 - 2018年12月19日

逢星期三，20:30-21:30
49集 / 49星期

Cradle To Grave S1
2018年3月27日 - 2018年4月17日

逢星期二，21:30-22:30
4集 / 4星期

Fearless
2018年3月9日 - 2018年4月13日

逢星期五，21:30-22:30
6集 / 6星期

The Secret Chef
2018年3月24日 - 2018年4月14日

逢星期六，21:30-22:30
4集 / 4星期



ViuTV 節 目 表

黃金時段 － 18:55-24:05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最後公佈為準
如欲查詢最新節目表，請參閱： http://viu.tv/advertising-opportunities 

ViuTV Channel 99 - Mar/Apr Schedule
DATE
HKT
6:00
6:30
7:00

16:15

0:45

1:40

2:10

2:40

3:15

3:45

4:00

4:10

4:30

4:45

5:10

恐怖醫學

5:45

手作 Low Gear
網絡瘋人

她愛上了我的謊 (12/3 - 111/4) / 學校2017 (12/4 起)
粵詞越愛 喜‧雙飛

三劍客 (21/2 - 13/3) / 甜蜜殺氣的家族 (14/3 - 4/4) / 朝鮮殺手 (6/4 起) 貓!全部都係貓

北海道耆聞

興趣大師

100%帕斯卡老師 (8/2 - 29/3) / GGO足球 (30/3 起)

徒步旅程 (24/2 - 17/3) / 鋒味 (24/3 起)

晚吹 - Trip精 晚吹 - Daddy Kingdom

我們的世界盃 (25/2 - 10/6)

深宵新聞

小「煮」角
一個地球

深宵新聞

內向的老闆 (1/3 - 26/3)/ 七日的王妃 (27/3 - 18/4) / 俏俏話 (19/4 - 7/5) / 醫療船 (8/5 起)

Interviu

晚吹 - 有病有真相 晚吹 - 又要威 又要戴頭盔 晚吹 - 總有一瓣喺左近 

2:30

5:00

3:00

2:00

0:30

3:30

Girls’ Talk - 呃Like 派出所

 6點新聞報道

RTHK Program

1:15

1:30

火之粉 (28/2 - 14/3) / ST紅與白的搜查檔案 (15/3 - 3/4) / SPECIALIST (4/4 起)

1:00

七大罪 / 四囝 (24/3 起)

Se7en 2

決鬥大師 VSRF

海綿寶寶

杏林在線

十五分鐘熱度

Youth 有機生活

Girls’ Talk - 豁出去漫遊Girls’ Talk - 愛情開箱

前前線 老闆咁易做 

Drive Head 機動救急警察

飯聚現場

23:30 晚吹 - 又要威 又要戴頭盔

Girls’ Talk - 扮靚錦囊

闔家常識問答比賽(5/3 - 23/3) / VR驅魔人 (26/3 - 20/4) / 嚮導玩 (23/4 起)

境界之輪迴 3

弓神刑事

8點新聞報道

飛不甩家毛歌度有榜

19:50

20:00

0:00

21:30

22:00

22:30

23:00

15:00

16:30

晚吹 - 總有一瓣喺左近 

17:00

17:30

18:00

23:15

18:30

19:00

19:30

13:30

12:00

20:30

14:30

15:30

10:00

10:30

11:00

11:30

13:00

體育係...300

喜‧雙飛 / 2S 遊 (19/3 起)

0:30

晚吹 - 有病有真相 晚吹 - Trip精 晚吹 - Daddy Kingdom

P牌網購團

智富通

深宵新聞

16:00

8:00

8:30

9:00

9:30

三劍客 (21/2 - 13/3) / 甜蜜殺氣的家族 (14/3 - 4/4) / 朝鮮殺手 (6/4 起)

恐怖醫學

智富通

她愛上了我的謊 (12/3 - 111/4) / 學校2017 (12/4 起)

12:20

12:30

Sunday

美少女戰士

一個地球 / 
南澳小自遊 (21/3 起)

興趣大師

動物朋友 (20/1起)

智富通

Barter Game 價值連城

貓!全部都係貓

粵詞越愛

理想職業

大鳴大放

她愛上了我的謊 (12/3 - 111/4) / 學校2017 (12/4 起)

區區有樂

少年阿貝S2 (11/2起)

十五分鐘熱度 (一周精華)

小「煮」角

謊言遊戲

網絡瘋人

快樂童盟

英雄勇者

無限挑戰

小馬寶莉 2

友夫日記

Thursday

在商言商2

早晨新聞

北海道耆聞 威水會

手作人的秘密

時間飛船

晚吹 - 罪光燈

婚姻五重奏 (14/1 - 8/4) / 挑戰1997 (22/4 
起)

晚吹 - Close噏

Monday Tuesday

早晨新聞

SaturdayWednesday

午間新聞

Friday

魔幻陀螺 Robot Train

婚後試愛

Interviu

細路義工隊

Girls’ Talk - Cooking Girls

經緯線

智富通

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恐怖醫學

十五分鐘熱度 (一周精華)

戰國英雄

小站

內向的老闆 (1/3 - 26/3)/ 七日的王妃 (27/3 - 18/4) / 俏俏話 (19/4 - 7/5) / 醫療船 (8/5 起)

Chi Chung Clouds

海賊王

胖伴

非常食客

Daddy Kingdom



ViuTVsix 節 目 表

黃金時段 － 18:55-24:05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最後公佈為準
如欲查詢最新節目表，請參閱： http://viu.tv/advertising-opportunities 

ViuTVsix Channel 96 - Mar Schedule
DATE
HKT

9:30

Oh My God
宗教大檢閱

Monkey Life 守護齊天大聖
The Lion Queen

Road To 2018 FIFA World Cup 
RussiaTM 列強會戰俄羅斯

The Road To Recovery
日本復興之旅

Sidekick 翻身阿二

NHK Newsline 

Survivorman
生還俠

[Now TV Presents: 
HBO Originals]

The Newsroom 新聞室風雲23:00

Grey's Anatomy
醫人當自強

[Now TV Presents: HBO 
Originals]

The Sopranos  人在江湖

22:30

Blindspot
盲點追兇

Prime Suspect: Tennison

Claimed and Shamed
千奇百騙呃保險

Fearless

Prime Suspect: Tennison

CNN Newsroom 1300 
Adventure Angler

千奇百趣捕魚去

15:30

15:00

The Penguins of Madagascar 馬達加斯加的企鵝

Al Jazeera News Live 

Littlest Pet Shop 泡泡孔雀魚

Kung Fu Panda: Legends of Awesomeness 功夫熊貓之至尊傳奇

Market Express 環球財經快遞

DW News

23:30

20:00

20:30

21:00

Cradle To Grave

Surviving Evil
浴火重生

47 Below / Australian Penguins 
/ Dark Secret / Love Under 

Cuban Skies

ViuTV News 2330 

21:30

22:00

The Secret Chef

[Now TV Presents:  HBO 
Originals]
Treme S1
劫後餘生

20/20 
20/20時事雜誌

[Now TV Presents: HBO 
Originals]

The Comeback

[Now TV Presents: HBO 
Originals]

The Sopranos  人在江湖

DOG TV-Stimulation

18:00

19:00

19:30 A Chef's Life

Survivorman
生還俠

18:30

The Closer
罪案終結者

CNN News Stream

Claimed and Shamed
千奇百騙呃保險

Bondi Vet
型男獸醫

Fearless

ViuTV News 1900 

Happy Endings
幸福終點站

DOG TV-Relaxation

Weekly Re-Viu 

Pets in Paradise TV
寵物伊甸園

12:00

12:30

13:00

Meet the Menagerie 動物動起來 / Pound Puppies 小狗之家

16:00

16:30

17:00

17:30

Pig Goat Banana Cricket
我們四好麻吉

14:00

14:30

Red Bull Cliff Diving World Series 2012
玩命百科

Dora The Explorer
愛探險的朵拉

Planet Sheen
西思的星球

Break'n Reality
玩命百科

Britain's Best Bakery
糕下立見

Max Steel
鋼鐵騎士

CNN Newsroom 1700 

T.U.F.F Puppy
霹靂狗

The Secret Chef
Crimes That Shook Australia

澳洲重案實錄
Cradle To Grave

13:30

WWE Raw

Saturday Sunday

9:00

10:00

10:30

Class Swap

The ThundermansSanjay and Craig
三三爬爬秀

Pets In Paradise
寵物伊甸園

The Closer
罪案終結者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Tennage Mutant Ninja Turtles 忍者龜

11:00

11:30

Sanjay and Craig
三三爬爬秀

Hi5 S16 Hi5 S15 / Tree Fu Tom 小樹俠湯姆

DOG TV-Relaxation 

Money for Nothing
無本生利有商機

DOG TV-Stimulation 

Market Express 環球財經快遞

CNN Newsroom 1200

Monsters Vs Aliens
怪獸大戰外星人

Bondi Vet  型男獸醫

Blindspot
盲點追兇

2:00 ViuTVsix Station Closing Slate 

[Now TV Presents: HBO 
Originals]

The Sopranos  人在江湖

47 Below / Australian Penguins 
/ Dark Secret / Love Under 

Cuban Skies
Who Is Job 2.0

玩命百科

Grey's Anatomy
醫人當自強 Happy Endings

幸福終點站

0:00
Surviving Evil

浴火重生

Roller Derby Till I Die
橫衝直撞滾軸妹

My Teenage Wedding
我的青春婚禮

0:30
20/20

20/2 0時事雜誌
1:00

[Now TV Presents: HBO 
Originals]

The Sopranos  人在江湖

Grey's Anatomy
醫人當自強

1:30 Weekly Re-Viu



Advertising Sales Hotline: 2888 1666  / Email: adsales@viu.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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