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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銷渠道內由上到下都幫到您

嶄新的一體化OTT電子商務解決方案

建立潛在客戶
的知名度

第一方數據幫
助培養潛在客
戶

提供直接方法
讓觀眾收看電
視時直接購買



首兩個季度就可實現令人鼓舞
的銷售業績

訂單數量
Q2 vs Q3

+123%

銷售額
Q2 vs Q3

+356%平均支出/訂單

HK$599
最近8週（8月24日– 10月12日）

*myTV SUPER 觀眾在電視購物之預算
• Below $200 14%

• $200 - $500 28%

• $500 - $2000 34%

• $2000 - $5000 13%

• $5000 above 12%
Source : myTV SUPER Inhouse Survey



觀眾在觀看節目時會推送“ OK Buy”廣告。

（機頂盒）
使用myTV Super遙控

器並按“OK”

Directly go to 

the e-shop and 

do shopping

掃描二維碼

或輸入手機號碼接

收帶有URL的SMS

去電子商店購物

OK Buy的使用方法



觀眾在觀看節目時會推送“ OK Buy”廣告。（機頂盒）

使用Remote App，然

後按“確定”

直接去電子商店購物

OK Buy的使用方法



我們的優勢



高傳播量

58% 每星期觸及

4.2 每星期瀏覽量

118分鐘 每位用戶每天花費的時間

每周活躍裝置分佈

機頂盒 538,061

應用程序 572,947

網頁版 151,677

Source : Adobe Analytics

Period : week 2104 

Source : 2020 Video Consumption Landscape Survey (n=2,574 Aged 15-64 General Video User for HK local population in the past 7 days) 

Fieldwork period: May 8-29, 2020



數據管理平台提供了最全面，最多樣化的用戶數據

電視，應用程式和網頁
的融合能隨時隨地為您
帶來客戶新的客戶和商
機



香港排名第一的OTT平台OK Buy帶給您

多元化，快速，安全的支付方
式

• Visa，Master，微信支付
，支付寶，銀聯，八達通
和PayMe

myTV SUPER and OK Buy 第
一方數據

• Adobe數據管理平台
• 準確挖掘潛在客戶
• 提高廣告效益

倉庫，後勤和物流團隊

• BBS物流一體化，供應商運
輸，電子優惠券

• 客戶服務

廣告製作與推廣

• 專業視頻製作, 並在myTV
SUPER +社交媒體+ TVB 進
行推廣,

• 專人負責優化以獲取更好的
效果

一體化



眾多成功例子

抗疫系列 食品/ 雜貨健康產品

家居用品 其他 兒童系列Beauty Bazaar



客戶心聲



成功案例 -陶源酒家豪華鮑魚盆菜



活動期間 : Jan 28 – Feb 6, 2021
觸及率 : 513,743不重覆觸及人次
產品頁面的總點擊次數 : 11,665
點擊比率 : Instream 30% vs Display 70%
廣告效益轉換比率 : Instream 90% vs Display 10%

廣告投放策略 :
• 針對高潛力人群（購物決策者和劇集觀眾)。
• 投放展示廣告作為重新定向，以使其在曾經點擊或造訪商店後能接收相關廣告訊息。
• 優化及深化廣告訊息予高潛力組別。

結果 :
• 銷量遠高於預期

廣告活動摘要



OK Buy 能適用於各種推廣銷售情況

• 短期分銷渠道

• 現有產品 – 培養潛在客戶輔助其他銷
售渠道

• 新產品發佈 – 建立品牌知名度



OK Buy 全年套餐

HK$68,000 / 套餐
• myTV SUPER將提供200,000港元的媒體價值，大約相等於

1,000,000次30秒視頻曝光，相等的媒體價值亦可轉換成
列出的廣告格式。

• 利潤分成：最小給予myTV SUPER 40% 
• 接受產品和價格接受與否以myTV SUPER的最終決定為準

• 1 Product x 8 weeks

早鳥優惠 : HK$62,800一份
• 需於2021年5月14日或之前提交並簽署
• 簽署“Big Big Shop HK$5,000 eCoupon

campaign Big 意向書”

倒L形廣告

視頻廣告 中型橫額廣告

方形標板廣告



OTT 串流媒體商務
的無限可能性

From “Nielsen Video Landscape 
Survey 2020”







提供成效表現 + 推廣 + 廣告效益轉換
的終極解決方案

不僅是普通一個線上零售平台，而是您業務增
長和發展的最佳拍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