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nual Report on Programming Commitment of 

HK Television Entertainment Company Limited 

(To be submitted on or before 31 March each year) 

To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Pursuant to Condition 16.1 of the Domestic Free Television Programme Service Licence, HK 

Television Entertainment Company Limited ("HKTVE" or the "Licensee") hereby submits:-

a) a report on Local Productions' provided in the prev的us calendar year 2017 ending 31 

December has complied with the Licensee's Proposal i.e. 8 hours of Local Productions 

per week within 24 months from the launch of the integrated Chinese channel; 

b) a repo閃 on First-Run Programmes' provided in the previous calendar year 2017 ending 

31 December has complied with the Licensee's Proposal i.e. 7 hours of First-Run 

Programmes per week within 12 months from the launch of the integrated Chinese 

channel; 

c) a report on high definition (HD) television programmes provided in the previous 

calendar year 2017 ending 31 December has complied with the Licensee's Proposal i.e 

HKTVE has proposed to 0仟'er most programmes on its integrated Chinese channel in HD 

format; and 

的 a repo同 on the Independent Production Fund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acquisition of 

independent local productions, which included drama series, variety shows, talk shows 

documentaries and reality shows 

1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report, "Iocal productions" refer to programmes produced locally and appealing to local 
viewers,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they are partly or wholly station-produced, comrn估計oned， collaborated, or joint 
ventured programmes but shall not include Government-supplied programmes (e.g. RTHK programmes). The 
"wholly of Hong Kong origin" content in respect of the positive programme requirement can be counted towards 
the fulfilment of the local production req山rement

2 For the purpose of th的 report， a 呼irst-run programme" refers to a programme which has not been previously 
carried by the pay TV service affiliate of HKT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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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Dort on Local Productions 

For the period from 1 Janua內 2017 to 31 December 2017 (the "Relevant Period" ), HKTVE 

broadcast a total of 4,014.17 hours of Local Productions (without counting repeats) with an 

average of 76.98 hours per week. At no time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did the broadcast of 

Local Productions fall below the Licensee's commitment to broadcast 8 hours of Local 

Productions per week. 

Total broadcast hours of Local Average number of weekly 
Productions during the broadcast hours of Local 
Releva nt Period Productions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News 1,637.83 31.41 
Business News 44.50 0.85 
Locally Produced Children 179.50 3.43 
Programmes 
Locally Produced Spo吋 57.83 1.11 

Programmes 
Local Entertainment News 87.75 1.68 

Local Financial Programmes 858.83 16.47 
Lo臼lIy Produced Talk-show 169 .5日 3.25 
Programmes 

Locally Produced Reality 167 3.20 
Programmes 

Locally Produced Variety 353.08 6.77 
programmes and Drama 

Locally Produced Youth, 255 4.89 
Elderly, A前s & Culture, 
Documentary and Current 
A仟'air Programmes and Drama 

Miscellaneous Locally 203.33 3.90 
Produced Programmes (Non-
First Run) 

Viu TV 99 Channel' 4,014.17 hours 76.98 hours 
Licensee's commitment 417.15 hou悶 8 hours 
Particulars of the Local Productions are provided in Annex A 

B. ReDort on Fi間t-Run Proe:rammes 

For the Relevant Period, HKTVE broadcast a total of 2,128.50 hours of First-Run Programmes 

(without counting repeats and simul臼st programmes) with an average of 40.82 hours per week. 

3 Calculate from the sum of ind ividual programmes rounded-up to two decimal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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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no time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did the broadast of First-Run Programmes fall below the 

Licensee's commitment to broadcast 7 hours per week 

Total broadcast hours First- Average number of weekly 
Run Programmes during the broadcast hours of First-Run 
Relevant Period Programmes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Locally Produced Children 179.50 3.43 
programmes 

Locally Produced Spo前 57.83 1.11 
programmes 

Local Entertainment News 87.75 1.68 
Local Financial Programmes 858.83 16.47 
Locally Produced Talk-show 169.50 3.25 
Programmes 

Locally Produced Reality 167 3 . 2日

Programmes 

Locally Produced Variety 353.08 6.77 
Programmes and Drama 

Locally Produced Youth, 255 4.89 
Elderly, A吋s & Culture, 
Documentary and Current 
Affair Programmes and Drama 

Viu TV 99 Channel4 2,128.50 hours 40.82 hours 
Licensee's commitment 365 hours 7 hours 
Pa悶iculars of the First-Run programmes are provided in Annex B 

C. ReD。同 on HD Television Prol!rammes 

For the Relevant Period, HKTVE has broadcast all of its programmes on the integrated Chinese 

channel in HD format, which exceeded the commitment to broadcast most of the programmes 

in HD format 

The following table represents the amount of HD programmes broadcast on the Licensee's 

integrated Chinese channel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 

Channel Number of broadcast hours in Total broadcast hours in the 
HD format Relevant Period 

ViuTV 99 Channel 8760 hourss 8760 hours 

Total: 8760 hours 8760 hours 
Licensee's commitment Most programmes Most programmes 

(ie. over 4380 hours) (ie. over 4380 hours) 

‘ Calculate from the sum of individual programmes rounded-up to two decimal place 
5 Including programmes fulfilled the resolution spec呵icat io n requirement of 1920 x 1080 pixels up-converted from 

50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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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ReDort on IndeDendent Productions Fund 

The Licensee submits that a HK$300 million fund ("Independent Productions Fund") has been 

set up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acquisition of independent local productions, which included 

drama series, variety shows, talk shows, documentaries and reality shows 

The Licensee's integrated Chinese channel, ViuTV 99 channel, provided the perfect platform for 

the independent producers and new generation directors to bring their productions to the 

public. For the Relevant Period, over 25 programme titles broadcast by HKTVE (mainly 

comprising variety programmes) were produced or acquired through the Independent 

Productions Fund 

Name and telephone number of the 
contact person for this repo吋:

Signature: 

Full Name: 

Position in 

Name: Arthur Kan 

Tel : 3553 8261 

Licensee Company: General Manager, Regulatory A仟.airs and Compliance 

Date 29 March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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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A Local Productions 

Programme Genres Name of Programmes Total broadcast duration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News 早晨新聞 、 午間新聞 、 6 點新聞報 早晨新聞 (990 hours) 、 午間
道7 、 8 點新聞報道8 、 j奈筒，新聞9 新聞 (147 . 8 hours) 、 6 點新聞

報道 (182 . 5 hours) 、 8 點新聞

報道(182.5 hours) 、深賀新

間(135 hours) 

Business News 財經新聞及理財有方/潮玩科技 財經新聞及理財有方/潮玩科

技 (44 .5 hours) 

Locally Produced 俱樂童盟 、 區區有樂、課外 Fun 快樂章盟(127 .5 hours) 、區區

Children Days Out 、 中學預備班 、 細路義 有樂(25.5 hours) 、 課外 Fun
Programmes 工隊 Days Out (6.5 hours) 、 中學預

備班(13 hours) 、細路義工隊

(7 hours) 

Locally Produced 體育條 、 體育條...3∞ 體育{象.. . (26 hours) 、 體育

Sport Programmes {急 ... 300 (31.83 hours) 

Local Entertainment 十五分鐘熱度 、 Interviu 十五分鐘熱度 (64.75
News hours) 、 Interviu (23 hours) 

Local Financial 智富過 智富過 (858.83 hours) 
Programmes 

Locally Produced 晚吹-真 PK 、 晚吹-真 OK 、晚吹 - 晚吹 -真 PK(2 hours) 、 晚吹 -

Talk-show 總有一隻條左近 、 晚吹 - 一大一 真 OK(O.5 hours) 、 晚吹 - 總有
Programmes 路 、 晚吹又要威又要戴頭盔 、 一隻條左近(2 .5 hours) 、 晚吹

晚吹 - 啪啪盤，太好聽 、 日兔吹 一 啪 一大一路 (2.5 hours) 、 晚吹

啪聲 ， 唔好聽 、 晚吹 - 害到用時 、 又要威又要戴頭盔(26

晚吹總有一件依左近 、 晚吹 - 總 hours) 、晚吹 - 啪啪聲，太好

有一瓣Il{在左近、晚吹 - 男人講H腎 、 聽(15 hours) 、 繞吹 - 啪啪

晚吹 - 捲上你的床 、 晚吹 - KO 聲 ， 唔好聽(1 hour) 、 晚吹，

KOL 、 說吹 -啪啪 Channel 、 晚吹 - 害到用時(23.5 hours) 、晚吹 -

有病有真相 、 晚吹- Trip 精 總有一件條左近(13 hours) 、

晚吹 - 總有一瓣同學左近(10.5

hours) 、 晚吹-男人講略

(23 .5 hours) 、 晚吹-捲上你

的床(13 hours) 、 晚吹 - KO 

KOL (13 hours) 、晚吹 一 啪啪

Channel (10.5 hours) 、 晚吹 -

6 Duration include advertising break adjacent to the programmes (i.e. scheduled timeslot) 
7 The first news bulletin programme may otherwise known as 新聞報道 if the broadcast time is not 
scheduled at 18:00 
8 The second news bulletin programme may otherwise known as 新聞報道 or 深宵新聞 if the broadcast 
time is not scheduled at 20 日O. Weekday programmes broadcast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19 June 2017 
and 14 July 2017 included a mini-programme of 回歸廿年 。 知!車

9 Does not include re-titled second news bulletin programme mentioned in 6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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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e Genres 

Locally Produced 
Reality Programmes 

Locally Produced 
Variety programmes 
and Drama 

Name of Programmes 

SE7EN 2 、碌卡大導、全職媽媽放

大假、精裝i墓禮仔、手作 Low
Gear 、 兩面不是人、真 PK Trip 、

閻家學術常識問答比袋、超低能

特攻隊 、 織 。 太帥、出得廳堂 、

Out 筆猶仔團 、 細路玩大陸 、 神一

般的隊友、街頭派錢黨 ﹒ 雙商 、

人住誘敲門、挑機、 Baby Rider 、

煮吧I 換佐我阿姆 2

守獲毛小孩、旅行吊靴鬼-台灣、

旅行吊靴鬼 - 日本、旅行吊靴鬼 

韓國、旅行吊靴鬼 - 泰國、今夜倫

敦應該很高興建明一派、今夜柏

林星光燦爛達明一派、 E-K ids 不

喜勿播、胸 x吉十、新世紀山陰戀

事、林說金曲、黑料理、開工 、

事喜地 100 、譚校長 ﹒ 談欣賞、歌度

有.. .、歌度有.. .林說金曲 、埋班 、

突擊旅行園、約佐傅家俊、歌度

有..千色劉美君、歌度有 ﹒ 音樂微

電影、歌度有。 送歌哥、 PG

Style 、借宿一賞í 3 、吹臣 、 回憶備

份、鬼鬼地 ﹒ 煮也鼓、熟女在

野、 p 牌網路國 ﹒ 唔{象本地菜、小

城光影 、 南澳小自遊、維省小自

遊、站站停、 Girls' Talk- 扮靚錦

草草、 Gi巾. Talk - 愛情開箱、 Girls'

Talk - Cooking Girls 、 Girls' Talk

豁出去漫遊 、 Gi rls" Talk - 呃 Li ke

派出所、尋覓原味、交換旅遊日

記、 404 之異國二域、我是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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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broadcast duration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有病有真相 (6 . 5 hours) 、晚

吹 - Trip 精 (6.5 hours) 

SE7EN 2 (9 hours) 、 碌卡大導

(12 hours) 、 全職媽媽放大假

(10 hours) 、 精裝送複仔 (9
hou悶) 、手作 Low Gear (12 

hours) 、兩面不是人(6 .5

hours) 、真 PK Trip (12 
hours) 、闡家學術常識問答

比空軍(7 .5 hours) 、超低能特攻

隊(7.5 hou月)、 擂 。 太帥(7 .5

hou內)、 出得廳堂(6.5

hours) 、 Out 筆猶仔團 (7 .5

hours) 、細路玩大陸 (10

hours) 、神一般的隊友 (15

hours) 、街頭派錢策( (6.5 

hours) 、雙商 (6.5 hours) 、人
住誘敲門 (5 hours) 、挑機 (7

hou的) 、 Baby Rider (7 .5 

hou的) 、煮吧! 換佐我阿媽 2

(2.5 hours) 
守護毛小孩(4 hours) 、旅行
吊靴鬼 - 台灣 (2 .5 hou月) 、旅

行吊靴鬼-日本 (2 .5 hours) 、

旅行吊靴鬼 - 韓國 (2 .5

hou悶) 、旅行吊靴鬼-泰國

(2 .5 hours) 、 今夜倫敦應該很

高興建明一派 (1.5 hou內) 、

今夜柏林星光燦爛遠明一派

(1.5 hours) 、 E-Kids 不喜勿插

(0.5 hour) 、胸 x 計 (4

hours) 、 新世紀山陰戀事 (3

hou叫 、林說金曲 (3.3

hours) 、黑料理 (6.5 hou悶) 、

開工 (7 hours) 、吾吾地 100 (10 

hours) 、譚校長 ﹒ 談欣賞 (4 . 5

hours ) 、歌度有 (4 hours) 、

歌度有林說金曲 (3 . 5

hours) 、埋班 (2 .5 hou月)、 突

擊旅行團 (5 hours) 、 約垃傅

家俊 (5 hou悶) 、歌度有干

色劉美君 (0.5 hour) 、歌度
有...音樂微電影 (4.5



Programme Genres Name of Programmes 

人、虔誠到爆、磚 。 家、喝吧 1

台灣、阿美利堅有外星人、暗中

旅行 2 、時空旅人、月巴大作戰、
豆釘去旅行、衝三小喪玩星，馬

泰、日本 72 小時、飛不甩家毛、

三一如三 、午夜伴廊、詭探、瑪

嘉烈與大衛系列:前皮、賤民 20 、
未來遺未來、短暫的婚姻、瑪嘉

烈與大衛系列前度特別篇、超級

奶爸、 2016 年度此時樂l!流行榜

頒獎典纜、 LET'S MOVE Mini-Movie 

Competition Summer 2017 、 We

Li ke Hong Kong 之努力有明天頒獎

典禮 、 第十四屆全球華諾大學生
影視獎頒獎典禮、第 14 屆全球華

語大學生影視獎精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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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broadcast duration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6 

hou叫 、歌度有送歌哥 (5

hou內) 、 PG Style (2 hou悶) • 
借宿一賞 3 (6 hou月) 、吹臣

(1 hour) 、回憶備份 (9

hours) . 鬼鬼地 ﹒ 煮包室主 (3

hours ) 、熟女在野 (5 .5

hours) 、 P 牌網購團 (l.5

hours) 、唔係本地菜(7
hou內) 、小城光影 (3 hours) 、

南澳小白遊 (l.5 hours) 、維

省小白遊 (1 .5 hours) 、站站

停 (7 . 5 hours) 、 Gi巾， Talk 
扮靚錦草草 (9 .75 hours) 、

Girls' Talk - 愛情開箱(9 .75

hours) 、 Girls' Talk - Cooking 

Girls (9 .75 hou悶) 、 Girls

Talk - 喜喜出去漫遊(9.75

hours) 、 Gi巾， Talk - 呃 Li ke

派出所(9.75 hours) 、尋覓原

味 (8 hours) 、交換旅遊日記

(8 hours) 、 404 之異國二域
(7 .5 hours) 、 我是地球人 (7 .5
hours) 、 虔誠到爆 (6 hours) 、

磚 。 家(11 hours) 、喝吧!台

灣 (6.5 hours) 、阿美利堅有

外星人 (5 hours) 、暗中直在行 2

(7 .5 hours) 、 時空旅人 (6

hours) 、月巴大作戰 (5
hours) 、豆釘去旅行 (5

hours) 、衝三小喪玩星馬泰

(2 hours) 、日本 72 小時 (4

hours) 、飛不用家毛 (1

hours) 、 三一如三 (5

hours) 、 午夜伴廊 (10
hours) 、詭探 (15 hours) 、 瑪

嘉烈與大衛系列前度 (15

hours) . 賤民 20 (10 hours) 、

未來還未來 (5 hou悶) 、短暫

的錯姻 (2 .5 hours) 、 瑪嘉烈

與大衡量已列前度特別篇 (1

hour) 、超級奶爸 (4 hours) 、

2016 年度此時樂壇流行榜頒

獎典禮(3 .5 hou叫‘ LET' 5 



Programme Genres Name of Programmes Total broadcast duration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MOVE Mini-Movie 
Competition Summer 2017 
(0.5 hours ) 、

We Like Hong Kong 之努力有

明天頒獎典禮(1 hour) 、

第十四屆全球華語大學生影

視獎頒獎典禮 (1.5 hour) 、

第 14 屆全球華諾大學生影視

獎 精選作品 (6 hours) 

Locally Produced 大學 Secrets 、本地藍 、 Youth 有機 大學 Secrets (8 hours ) 、 本地
Youth, Elderly, Arts 生活 、職場特工 、 2 蚊遊 、 屢見當 薑 (13 hours ) 、 Youth 有機生
& Culture, 工 2 、 香菜 、 z 蚊遊 2 、威7](會 、 活(3 .5 hours) 、職場特工(1.5

Documentary and 粵詢越愛 、 香港聖殿 、 文化交 hours) 、 2 蚊遊(5 hours) 、屢
Current A仟alr 叉 、 藝術進行中 2 、 Made in Hong 見當工 2 (10 hours) 、 當菜
Programmes Kong 、 杏林在練、 經緯線、 2017 (15 hours) 、 2 蚊遊 2(10

環球大事回顧 、 大鳴大放 、 粵港 hours) 、 威水會 (6 hours) 、 粵 l

財富通 、林鄭月娥專訪 、 曾俊華 詞越愛 (4 hours) 、 香港聖殿

專訪 、 2017 財經大事回顧 、 2017 (19.5 hours) 、 文化交叉 (6
香港大事回顧 、 View 、 在商吉 hours) 、 童車術進行中 2 (13 
商 、 2016 財經大事回顧 hours) 、 Made in Hong Kong 

(2 .5 hours) 、 杏林在線 (25.5

hours) 、 經綠綠 (45 hours) 、

2017 環球大事回顧 (1

hour) 、 大鳴大放 (30.5

hours) 、 粵港財富過 (18

hours) 、林鄭月娥專訪 (0.5

hours) 、 曾俊華專訪 (0.5

hours) 、 2017 財經大事回顧

(0.5 hours) 、 2017 香港大事

回顧 (0.5 hours) 、 View (10.5 
hours) 、 在商吉商 (4 .5

hours) 、 2016 財經大事回顧

(1 hour) 
Miscellaneous 小 「煮 」 角 、 樂基兒 「意 」 中 小「煮」 角(4 hours) 、 樂基
Locally Produced 人 、 關人煮事 11 、 維他命師 、 兒「意」中人(0 .5 hours) 、 關
programmes (Non- 風行全世界 2 、 一日五餐 為食台 人煮事 11(2 .33 hours) 、 維他
First Run) 灣 、 夠細煮 、 Petgazine 11 、 是日本 命師(9 .92 hours ) 、 風行全世

人遊關西 2- 東瀛地膽自由行 、 大 界 2 (8.16 hours) 、 一日五餐

世路、山步 . f1' 、 E農嶼一周、 為食台灣 (7 .58 hours) 、 夠細

台灣民宿貳 、 風行全世界 3 、 煮(5 .83 hours) 、 Petgazine

Fashion Seoul 大激戰 2 、 Cooking 11(10.5 hours) 、是日本人遊關

媽鄉 、 Home Sweet Home 、 擎直後 西 2 - 東瀛地擔自由行(5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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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e Genres Name of Programmes Total broadcast duration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援會 11 、 風行全中國 、 純音樂 hours) 、 大世路(4.67 hours) 、

LlVE 2017 溫拿與太極 、 E-Kids 3XL 山步﹒行(7.58 hours) 、環嶼

演唱會 2017 、 903 許志安與 17 安 一周(5.83 hours) 、 台灣民宿

士音樂會 貳(7 hours) 、 風行全世界

3(7.58 hours) 、 Fashion Seoul 

大激戰 2(3 hours) 、 Cooking

媽鄉(40 hours) 、 Home Sweet 

Home(S4 hours) 、 里發直後援會

11(6.5 hours) 、 風行全中國(6

hours) 、 總音樂 LlVE 2017 溫

拿與太極(2 hours) 、 E-Kids

3XL 演唱會 2017 (2 hours) 、

903 許志安與 17 安士音樂會

(2.5 hours)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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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B First-Run Prol!ra凹，何司es

Programme Genres Name of programmes Total broadcast duration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Locally Produced 快樂章盟 、 區區有樂、課外 Fun 快樂童盟(127 .5 hours) 、區區

Ch ildren Days Out 、中學預備班、細路義工 有樂(25 .5 hours) 、課外 Fun

Programmes 隊 Days Out (6.5 hours) 、中學預

(荷班(13 hours) 、細路義工隊

(7 hours) 

Locally Produced 體育條 .、 體育條...300 體育條... (26 hours) 、體育

5po此 Programmes (急 ..300 (3 1.83 hours) 

Loca l Entertainment 十五分鐘熱度 、 Interviu 十五分鐘熱度 (64 .75

News hours) 、 Interviu (23 hours) 

Loca l Financial 智富通 智富通 (858 .83 hours) 

Programmes 

Locally Produced 晚吹-真 PK 、晚吹-真 OK 、 l晚吹- 晚吹-真 PK(2 hours) 、晚吹 -

Talk-show 總有一隻條左近 、晚吹 - 一大一 真 OK(0.5 hours) 、 晚吹總

Programmes 路、晚吹又要威又要戴頭瓷 、 有一隻條左近(2.5 hours) 、 晚

晚吹-啪啪聾，太好聽、 l挽吹-啪 吹 - 一大一路 (2 .5 hours) 、 H兔

啪聲， 0:吾好聽、 l挽吹 - 書到用時 、 吹 - 又要威又要戴頭盔(26

晚吹 - 總有一件條左近 、 晚吹總 hours) 、晚吹-啪啪聲 ， 太好

有一瓣可在左近 、晚吹 - 男人講H腎 、 聽(15 hours) 、晚吹-啪啪

晚吹 - 捲上你的床 、 晚吹 KO 聲， n吾好聽、(1 hour) 、晚吹 -

KOL 、晚吹-啪啪 Channel 、 晚吹 - 書到用時(23.5 hours) 、 晚吹

有病有真相、晚吹 Trip 精 總有一件像在近(13 hours) 、

晚吹-總有一瓣叫年在近(10 . 5

hours) 、 晚吹-男人講嗎

(23.5 hours) 、 晚吹-捲上你

的床(13 hours) 、 晚吹- KO 

KOL (13 hours) 、 晚吹 - 啪啪

Channel (10.5 hours) 、 晚吹-

有病有真相 (6.5 hours) 、 晚

吹 Trip 精 (6.5 hours) 

Locally Produced SE7EN 2 、碌卡大草草、全職媽媽放 SE7EN 2 (9 hours) 、 li!l<卡大導
Reality programmes 大假、精裝送禮(于 、 手作 Low (12 hours) 、 全職媽媽放大假

Gear 、兩面不是人、真 PK Trip 、 (10 hours) 、精裝送禮仔 (9
闌家學術常識問答比賽 、 超低能 hours) 、 手作 Low Gear (12 
特攻隊、織。太帥、出得廳堂、 hours) 、 兩面不是人(6 . 5

Out 筆箔仔團 、 細路玩大陸 、 神一 hours) 、 真 PK Trip (12 

般的隊友 、 街頭派錢黨、雙商、 hours) 、閻家學術常識問答

入住請敲門 、 挑機 、 Baby Rider 、 比賽(7.5 hours) 、 超低能特攻

煮日巴 l 換睦我阿媽 2 隊(7.5 hours) 、攝 。太自巾(7 .5

hours) 、出得廳堂(6 . 5

hours) 、 Out 筆稽仔圈 (7 .5

hours) 、在回路玩大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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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e Genres 

Locally Produced 
Variety Programmes 
and Drama 

Name of Programmes 

守護毛小孩、旅行吊靴鬼-台灣、

旅行吊靴鬼-日本、旅行吊靴鬼 ，

韓國、旅行吊靴鬼 - 泰國、今夜倫

敦應該很高興達明一派 、 今夜柏

林星光燦爛達明一派 、 E-Kids 不喜

勿指 、 胸 x計、新世紀山陰戀事、

林說金曲、 黑料理 、開工 、菩提地

100 、譚校長 ﹒ 談欣賞、歌度

有 、歌度有...林說金曲、埋班、

突擊旅行團 、 約佐傅家俊、歌度

有.. .千色劉美君、歌度有音樂微

電影 、歌度有送歌哥、 PG

Style 、借宿一宵 3 、 吹臣 、 回憶備

份 、 鬼鬼地 ﹒ 煮包益、熟女在
野、 p 牌網購團、唔條本地菜、 小

城光影、南澳小白遊 、 維省小自

遊、站站停、 Girls' Talk- 扮靚錦

漠、 Girls ' Talk ﹒ 愛情開箱 、 Girls'

Talk - Cooking Girls 、 Girls' Talk

豁出去漫遊、 Girls' Talk- 呃 Like

派出所 、 尋覓原味 、 交換旅遊日

記、 404 之異國二域、我是地球

人、虔誠到爆、磚 。 家 . D昌吧 1

台灣 、阿美利堅有外星人、暗中

liíX行 2 、 時空旅人、月巴大作戰、
豆釘去旅行 、 衝三小喪玩星馬

泰 、日本 72 小時、飛不甩家毛、

三一如三 、午夜伴廊、詭探、瑪

嘉烈與大衛系列， 前度 、賤民 20 、
未來還未來、短暫的婚姻 、 瑪嘉

烈與大衛系列﹒前度特別篇 、 超級

奶爸、 2016 年度此時樂!!流行榜
頒獎典禮、 LET'S MOVE Mini-Movie 

Competition Summer 2017 、 We

Like Hong Kong 之努力有明天頒獎

典懼 、 第十四屆全球華語大學生

11 

Total broadcast duration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hours) 、神一般的隊友 (15

hours) 、街頭派錢黨 (6.5

hou悶) 、雙商 (6 .5 hours) 、 人

住請敲門 (5 hours) 、挑機 (7

hou的) 、 Baby Rider (7 .5 

hours) 、煮吧! 換垃我阿媽 2

(2 .5 hours) 
守證毛小孩(4 hours) 、旅行
吊靴鬼 - 台灣 (2 .5 hours) 、旅

行吊靴鬼一 日本 (2 .5 hours) 、

旅行吊靴鬼-韓國 (2 . 5

hours) 、 旅行吊靴鬼 - 泰閻

(2 .5 hours) 、 今夜倫敦應該很

高興達明一派 (1.5 hours) 、

今夜柏林星光燦爛達明一派

(1 .5 hours) 、 E-Ki也 不喜勿插

(0.5 hour) 、 自匈 x 計 (4

hours) 、新世紀山陰戀事 (3

hours) 、 林說金曲 (3 .3

hours) 、黑料理 (6 .5 hou月) 、

開工 (7 hours) 、築地 100(10

hours) 、譚校長 ﹒ 談欣賞 (4 . 5

hours) 、歌度有 (4 hours) 、

歌度有 .林說金曲 (3.5

hours) 、 埋班 (2 . 5 hou叫、 突
擊旅行團 (5 hou悶) 、約陸傳

家俊 (5 hours) 、歌度有 千

色劉美君 (0.5 hour) 、 歌度
有...音樂微電影 (4 .5

hours) 、歌度有..送歌哥 (5

hours) 、 PG Style (2 hours卜
借宿一宵 3 (6 hou內)、 吹臣

(1 hour) 、回憶備份 (9

hou丹) 、鬼鬼地 ﹒ 煮包笈 (3

hours) 、 熟女在釘， (5 .5 

hours) 、 P 牌網購國 (1. 5

hours) 、唔條本地菜(7
hours) 、 小城光影 (3 hours) 、

南澳小白遊 (1. 5 hours) . 維

省小自遊 (1.5 hou悶) 、 站站

{亭 (7 .5 hours) 、 Girls' Talk 

扮靚錦囊 (9 . 75 hou悶) 、

Gi巾， Talk- 愛情開箱(9.75



Programme Genres 

Locally Produced 
Youth, Elderly, Arts 
& Culture, 
Documentaryand 

Name of Programmes 

影視獎頒獎典禮 、 第 14 屆全球君主

語大學生影視獎精選作品

大學 Secrets 、 本地畫、 Youth 有機

生活、職場特工 、 2 蚊遊 、 屢見者

工 2 、 當菜 、 2 蚊遊 2 、 威水會 、

粵詞越愛 、 香港聖殿 、 文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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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broadcast duration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6 

hours) 、 Girls' Talk - Cooking 

Girls (9.75 hou內)、 Girls'

Talk 豁出去漫遊(9 .75

hours) 、 Girls' Talk - 呃 Like

派出所(9 .75 hours) 、 尋覓原

味 (8 hou叫 、交換旅遊日記

(8 hours) 、 404 之異國二域

(7 .5 hours) 、 我是地球人 (7.5

hours) 、 虔誠到爆 (6 hours) 、

磚 。 家(11 hou悶)、 H屬 E巴 1 台

灣 (6.5 hours) 、阿美利堅有

外星人 (5 hours) 、 暗中旅行

2 (7 .5 hou叫、 時空旅人 (6

hours) 、 月巴大作戰 (5

hours) 、 豆釘去旅行 (5

hours) 、 衝三小喪玩星馬泰

(2 hours) 、 日本 72 小時 (4

hou叫、 飛不甩家毛 (1

hours) 、 三一如三 (5

hours) 、午夜伴廊 (10

hours) 、詭探 (15 hou悶)、 瑪

嘉烈與大街系列:前度 (15

hours) 、 賤民 20 (10 hours) 、

未來還未來 (5 hou悶)、 短暫

的婚姻 (2 .5 hou間)、 瑪嘉烈

與大衛系列前度特別篇 (1

hour) 、超級奶爸(4 hours) 、

2016 年度此時樂壇流行榜頒

獎典攪(3.5 hours) 、 LET' 5 

MOVE Mini-Movie 
Competition Summer 2017 
(0.5 hou悶)、

We Li ke Hong Kong 之努力有

明天頒獎典禮(1 hour) 、

第卡四屆全球華諾大學生影

視獎頒獎典禮 (1. 5 hour) 、

第 14 屆全球華諾大學生影視

獎 ﹒ 精選作品 (6 hours) 

大學 Secrets (8 hours) 、 本地

薑 (13 hours) 、 Youth 有機生

活(3.5 hours) 、 職場特工(1. 5

hours) 、 2 蚊遊(5 hou叫 、屢



Programme Genres Name of Programmes Total broadcast duration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6 

Current A仟alr 叉、藝術進行中 2 、 Made in Hong 見者工 2 (10 hours) 、當菜

Programmes Kong ﹒ 杏林在練、經鋒線、 2017 (15 hours) 、 2 蚊遊 2(10

環球大事回顧 、 大鳴大放、粵港 hours ) 、威水會 (6 hours) 、粵

財富通、林鄭月娥專訪、曾俊華 詞越愛 (4 hours) 、香港聖殿

專訪、 2017 財級大事回顧、 2017 (19 hours) 、文化交叉 (6

香港大事回顧、 View 、在商吉 hours) 、藝術進行中 2 (13 
商、 2016 財經大事回顧 hours) 、 Made in Hong Kong 

(2.5 hours) 、杏林在線 (25.5

hours) 、經緯線 (45 hours ) 、

2017 環球大事回顧 (1

hour) 、大鳴大放 (30.5

hours) 、粵港財富過 (18

hours) 、林鄭月娥專訪 (0 . 5

hours) . 曾俊華專訪 (0.5

hours) 、 2017 財經大事回顧

(0.5 hours) 、 2017 香港大事

回顧 (0 . 5 hours) 、 View (10.5 

hours) 、在商言商 (4 .5

hours) 、 2016 財經大事回顧

(1 hour)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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