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夢中．情．人
myTV SUPER 廣告套裝



夢中．情．人- 節目簡介

本節目希望透過不同派系的專家，好似有精神科醫生、心理學家、占卜師、催眠師及解夢師等等⋯⋯，以不同角度認
識夢境，從中可以厘清部份謬誤。同時邀請嘉賓或觀眾，提供真實過案，從分析夢境的內容，分析夢中有關的人物、
事件、感情及情緒，反映什麼意義呢？以幫助嘉賓或觀眾解開夢境之迷。

自古以來，夢境是哲學家及宗教人士討論的議題。一般人都有作夢的經驗，簡單而言夢境是在一些睡眠時間中產生
的影像、聲音、感覺等等。人們嘗試以科學的方法研究夢境，稱為作夢學，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創立的精神分析學，
亦有將夢境作為研究題目發展出更多的討論題材。

許多的治療方法和分析工具也備受坊間歡迎採用，此節目與觀眾一起探索和討論，解構夢境了解自己，更加關注自
己和身邊人的精神健康。 。

監製 : 林肯



《夢中．情．人》

首3集及精華片段開放給全部myTV SUPER的觀
眾收看, 其他集數myTV Gold觀眾可收看

《夢中．情．人》(共10集)

節目主持: 李佳芯Ali

播放平台: myTV SUPER

播放日期: 2022年5月30日 至8月7日(TBC)

集數: 每星期1集 (共10星期)

每集長度: 大概30分鐘



節目形式及內容



主持：李佳芯Ali

Ali與嘉賓（部份是Ali的朋友）傾有關夢境的
趣事，好似分享自己曾發過的夢，印象最深
刻印的夢境等。

由不同的專家就每集的真實個案，就夢境內
容分表見解，如果涉及生活或情緒問題，Ali
及專家會提供改善方案，協助解決。



解夢師：Rikee Lee , 夢妮坦（TBC）

能量學: Alice Amu (TBC)

心理學家：吳桂生博士Dr. Sam（TBC）

邀請不同領域專家，探索身、心、靈健康方法，
解構夢境，改善心理質素。透過了解關注精神
健康的各種療法，如音樂、運動、 TMS腦磁激、
能量治療等等，從而改善失眠和健康問題，釋
放壓力。

【解夢了解自己・造夢改善心理】



Ali或專家示範不同有關解夢方法/工具，例如莊周解
夢、易經、塔羅、神遇卡、奧修禪卡等等，以學術及
非學術方法。解釋不同有關夢境的名詞例如清明夢
（自己知自己在夢境）、預知夢、重複夢。

Ali體驗各種令人容易入睡的方法/產品e.g.美
軍兩分鐘入眠法、冥想、韓星獨創「快速入
睡法」、有助入睡的產品等等。



節目場景以簡約為主，以睡房的睡衣
派對主題，令以個人體驗形式表達。



客戶品牌和產品展示

增加曝光率加強產品重點介紹

不論是透過家裏的機頂盒大屏電視廣告，或是網頁版及手機應用程式的
數碼廣告，myTV SUPER都一次過幫廣告客戶捕捉所有目標觀眾 !



贊助《夢中．情．人》，軟性宣傳 + 重點highlight

明星效應,軟性宣傳，更容易受落。客戶的商品植入節目背景(產品
置景/使用效果) 中展示，增加曝光率，簡單輕鬆吸引觀眾，效果顯
著!

置景/使用效果



視頻播放，多角度展示

節目內產品訊息

節目內的小視窗可以集中展示客戶品牌

和產品特點，加強宣傳，展示效果容易受
落



強勁節目宣傳，提升節目播放量

宣傳節目撮要視頻影片，包含客戶產品，數十萬
次推薦推介給客戶收看

Client’s 

Logo

宣傳節目倒L型 Banner帶客戶logo
programme promo Banner Sample



增加社交平台曝光

✓ 帖子重溫該集重點和品
牌等

✓ 相片包含客戶產品
✓ 在FB/IG專頁出帖文, 並

能標籤客戶FB/IG專頁. 
Youtube hashtag#客戶



節目結尾標板 End Roller Credit – Logo Display



全港最大的OTT平台

部份集數及精華片段會在myTV SUPER的免費區播放，讓所有myTV SUPER用戶
都能收看節目，可隨時點播重温收看，最適合香港人收看的OTT串流平台，

myTV SUPER Registered Users over 10 Million (as of early Mar 2022)* 

Over 1.3M OTT Devices  8.7M Web + App registers

將廣告客戶的廣告隨時隨地傳送給1000萬登記用戶!!!



高滲透率

• *超過1000萬登記用戶
• 接觸超過50%香港家庭用戶

#收看時數最高的數碼影片播放平台

(YouTube--75分鐘)
為客戶過濾觀眾群的瀏覽數據 One to One 
Marketing 進一步增加客戶在myTV SUPER進行宣
傳計劃的廣告成效。

較高家庭和個人收入群眾

觀眾平均每天觀
看91分鐘 myTV
SUPER的節目

#Source : Source : 2021 Video Consumption Landscape Survey (n=2,556 Aged 15- 64 General Video User for HK local population in the past 7 days)

Fieldwork period: Jun 21- Aug 8, 2021



廣告套餐



商品植入廣告套裝 – 置景道具(Display / Setting Pops)

項目 內容 數量(以10集為單位)/ 展示
次數

產品植入 • 置景道具 (按節目內容需要自然展現) 10集
(商品最少出現1次)

客戶所得 • 節目結尾標板 (2-5秒 – 只限LOGO)
• ≤ 30-sec instream run-of-site*

10集
272,000 impression

額外送贈 • myTV SUPER FB & IG feed

• YouTube programme highlight ( with client logo)

• Inverted L-shape banner (programme promo with client logo and 

promotional message within 15 words)
• Combined instream promo (with multiple client logos)

at least 1 time

at least 1 time

500,000 impressions

500,000 impressions

*Instream material provided by the client  

優惠價 HK$70,000 (Gross)

置景道具套裝 (10集)

最多全輯可接受 3-5個客戶(置景道具)



項目 內容 數量(以1集為單位)/展示次
數

產品植入 • 使用道具 (產品品牌清晰展視, 按節目內容需要自然呈現) 1集
(商品最少使用1次)

客戶所得 • 節目結尾標板 (2-3秒 – 只限LOGO)
• ≤ 30-sec instream run-of-site

1集
272,000 impression

額外送贈 • myTV SUPER FB & IG feed

• YouTube programme highlight with client logo

• Inverted L-shape Banner (programme promo with client logo with                

promotion message within 15 words)
• Combined instream promo (with multiple client logos)

At least 1 time

At least 1 time

200,000 impressions

200,000 impressions

商品植入廣告套裝 – 使用道具(Active Pops)

優惠價 HK$45,000 (Gross)

使用道具套裝 (1集)

每集最多可接受 2個客戶(使用道具)



商品植入廣告套裝 – 節目內產品訊息

項目 內容 數量(以1集為單位) /展示次數

產品植入 • Product message (30s)
(按節目內容需要自然展現)

1集
(商品最少出現1次)

客戶所得 • 節目結尾標板 (2-3秒 – 只限LOGO)
• ≤ 30s instream run-of-site

1集
272,000 impression

額外送贈 • myTV SUPER FB & IG feed

• YouTube programme highlight( end roll combine logo)

• Inverted L-shape Banner ( programme promo with client logo with 

promotional message within 15 words)
• Combined instream promo (with multiple client logos)

At least 1 time

At least 1 time

200,000 impressions

200,000 impressions

優惠價 HK$59,000 (Gross)

節目內產品訊息套裝 (1集)

每集最多可接受1個客戶 (節目內產品訊息)



Top Up Offer : Brand Video for Social Media Use (李佳芯)

項目 內容 數量
(以1次為單位)

Social 
Media 
Video

• 1-min video post x 1次
• Coverage on brand social media (IG, FB account) and 

artistes' social media (IG, FB account), myTV SUPER (IG, FB 
account)

• On-set shooting ( include production and shooting on-set 
for 1- mins video -李佳芯)

• Usage for 1 month

1 次

Mega Top Up Offer : HK$388,000 (Gross)
On top of the above-mentioned offer, usage right will be extended to 3 months plus unlimited brand social media & off-line media 
usage right.  (except outside HK)

必需購買至少一份前述三款套裝

HK$165,000 (Gross)

Special Price :



Top up Offer : Brand Video for Social Media Use 
( 孔德賢 Or 林正峰)

項目 內容 數量(以1次為單位)

Social Media 
Video

• 1-min video post x 1次
• Coverage on brand social media (IG, FB account) and artistes' social media 

(IG, FB account), myTV SUPER ( IG, FB account )
• On-set shooting ( include production and shooting on-set for 1- mins 

video -藝人孔德賢或林正峰, 只可二選一)
• Usage for 1 month

1 次

HK$47,000 (Gross)

Special Price :

藝人只可
二選一

曾參演《青春不要臉》的路其中、《星空下的仁醫》、
《把關者們》、《飛虎3壯志英雄》等，曾主持《#後生仔
傾吓偈》、《香港原味道》等多個電視節目

曾參演《青春不要臉》的許士賓、《星空下的仁醫》、《飛虎
3壯志英雄》等，曾主持《#後生仔傾吓偈》、《安樂蝸》、
《香港原味道》等多個電視節目

必需購買至少一份前述三款套裝



Booking Deadline : April 11, 2022
Material Submissions : before Apr 22, 2022

Shooting Start Date : Apr 29, 2022

Booking on 1st come 1st serve basis  

myTV SUPER has right to decide the program schedule for the client’s products exposure according to the 

production schedule and content needs.  



Sales Conditions:

• 產品品牌或商標會清晰展視, 按節目內容需要自然呈現。

• 銷售條款 (詳情請參閱myTV SUPER2022 價目表內之一般條款

https://ad.mytvsuper.com/category/terms-conditions/)

• 所有廣告套裝價格均為總價，含15%廣告公司折扣， 適用於合資格廣告公司。

• 廣告訂位以先到先得形式決定。 myTV SUPER保留接受此廣告訂位與否之權利。

• 此廣告套裝不能以優惠獎賞額購買。

• 預訂截止日期 : April 11, 2022 

https://ad.mytvsuper.com/category/terms-conditions/


Contact the related myTV SUPER sales representative or our advertising hotline 
at 2805-7772 / email : sales@tvb.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YOUR SUPER MULTI-SCREENS SOLU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