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BC環球國際網絡旗下 DreamWorks登陸香港 Now TV 
 
香港電訊（股份代號：6823）【香港．2021 年 6 月 17 日】NBC環球國際網絡今日宣佈為
Now TV帶來 24小時高清家庭娛樂頻道 DreamWorks。Now TV是全港最具規模的收費電視
服務商，及為香港電訊旗下的媒體娛樂業務。 
 
DreamWorks頻道將於 6月 17日登陸 Now TV（頻道 440），自選服務將於 7月 19日正式
開啟，而大部份節目內容更會提供廣東話及普通話配音。配有高清畫質的DreamWorks會成
為智醒兒童組合的一分子，為客戶帶來適合一家大細觀看的頂級內容。 

 
NBC 環球國際網絡董事總經理 Christine Fellowes 女士表示：「我們很高興能夠夥拍 Now 
TV，將DreamWorks帶給更多觀眾。Now TV匯聚優質及多元化娛樂內容，今次合作可以將
DreamWorks作品中超乎想像的世界送到 Now TV廣大的客戶群，以及更多香港家庭。」 
 
電訊盈科媒體收費電視業務總裁蔡煒健先生表示：「為客戶提供最精彩家庭娛樂，一直是
Now TV的服務宗旨及承諾。我們很高興與 NBC環球國際合作，將 DreamWorks帶給 Now 
TV 的客戶。DreamWorks 是全球領先的優質家庭娛樂先驅，今次登陸 Now TV 進一步豐富
我們的兒童內容，將《魔髮精靈》、《波士 BB》及《功夫熊貓》等系列名作，送到府上。」 
 
Now TV將會播放多齣 DreamWorks的名作，包括《內褲隊長歷險記》，以及其他經典作品
如《功夫熊貓：命運之爪》、《波士 BB：又再開工》及《魔髮精靈：載歌載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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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Now TV 
 
Now TV 是全港最具規模的收費電視服務商，及為香港電訊旗下的媒體娛樂業務。香港電訊
是香港首屈一指的電訊服務供應商及領先的創新者。 
 
Now TV 自 2003 年推出以來，為香港觀眾帶來多項頂級的體育賽事直播及多元化的世界級
的娛樂節目，更為他們搜羅緊貼觀眾喜好的電影及劇集，並提供優質的新聞及紀錄片。從亞
洲至歐美、本地至國際、到為小朋友而設的 STEM及資訊娛樂節目，Now TV都能滿足觀眾
的不同所需要。客戶可透過自選服務、線性頻道、以及「Now 隨身睇」、「Now Sports」、
及「Now Player Junior」應用程式隨時隨地收看 Now TV的優質內容。 
 
Now TV官方網站：www.nowtv.now.com 
Now TV Facebook專頁：www.facebook.com/NowTV.hongkong 
 
關於電訊盈科媒體有限公司 
 
電訊盈科媒體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香港為總部的領先及全面綜合的多媒體及娛樂公司。 
 
電訊盈科媒體以 Now TV品牌在香港經營領先的收費電視服務，提供超過 150條本地及國際
線性頻道及豐富的自選服務內容。Now TV 提供獨家直播體育賽事、大熱荷里活電影、中西
日韓台劇集、綜藝及生活節目。訂戶亦可透過應用程式「Now隨身睇」收看其優質內容。電
訊盈科媒體的優質精彩內容亦可透過 Now E 收看。Now E 為一個集合國際及亞洲劇集、電
影及世界級體育內容的一站式娛樂收費平台，可滿足千禧觀眾的需要。 

續… 
  

http://www.nowtv.now.com/
http://www.facebook.com/NowTV.ho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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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香港電訊 
 
香港電訊（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代號：6823）是香港首屈一指的電訊服務供應商及領先的
創新者，透過固網、寬頻、流動通訊及媒體娛樂服務，提供獨特的「四網合一」體驗。香港
電訊提供廣泛的服務，滿足全港市民、本地及國際商界的需要，包括本地電話、本地數據及
寬頻、國際電訊、流動通訊、媒體娛樂、企業方案，以及客戶器材銷售、外判服務、顧問服
務及客戶聯絡中心等其他電訊服務。 
 
香港電訊是全港首家推出真正 5G 網絡的本地流動通訊營運商，提供與別不同的增值服務。
香港電訊的 5G 網絡以橫跨各頻帶的大量 5G 頻譜為基礎，並配合旗下穩健和無遠弗屆的光
纖回程網絡，致力在香港提供全面的 5G覆蓋。 

 
香港電訊提供的端對端整合方案，結合 5G、雲端運算、物聯網及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為企
業加快數碼轉型，推動香港邁向數碼城市。 
 
香港電訊並發揮旗下龐大的長期客戶基礎所帶來的優勢，建立了一個數碼生態圈，將集團的
會員計劃、電子商務、旅遊、保險、金融科技及健康科技等服務結合。這個生態圈深化香港
電訊與客戶的關係，有效留住客戶並加強雙方互動。 
 
有關香港電訊的其他資料，請瀏覽網址：www.hkt.com。 
 
關於 NBC環球國際網絡（NBCUniversal International Networks） 
 
A unit of NBCUniversal’s Direct to Consumer division, NBCUniversal International Networks 
is one of the world’s premier entertainment portfolios, delivering quality content and 
compelling brands to over 160 territories across Europe, the Middle East, Africa, Latin 
America and Asia Pacific. The channel brands in the portfolio include UNIVERSAL TV, 
SYFY, E!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 13TH STREET, DIVA, Studio Universal, Telemundo, 
Bravo and DreamWorks. These unique brands deliver a full range of entertainment 
experiences to local audiences across the globe.  
 
NBCUniversal is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companies in the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f entertainment, news and information to a global 
audience. NBCUniversal owns and operates a valuable portfolio of news and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 networks, a premier motion picture company, significant television production 
operations, a leading television stations group, world-renowned theme parks, and a 
premium ad-supported streaming service. NBCUniversal is a subsidiary of Comcast 
Corporation. 
 
關於 DreamWorks 
 
DreamWorks, the 24-hour, HD, kids and family network brings DreamWorks’ beloved movie 
heroes to the small screen to star in their own TV shows. The channel features Emmy®  
award-winning, original television series such as Dragons: Race to the Edge and The 
Adventures of Puss in Boots and the critically acclaimed Tales of Arcadia: Trollhunters. The 
channel also presents a daily morning preschool block, DreamWorks Junior, for 2-5 year 
olds featuring favourites such as Noddy Toyland Detective and Raa Raa the Noisy Lion. 
DreamWorks is currently available in seven languages across nine countries in Asia 
including two branded blocks. Visit dreamworks-asia.com, and DreamWorks Asia on 
Facebook and Instagram for m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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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查詢，請聯絡： 
 
電訊盈科 
何偉賢 
電話：+852 2883 8747 
電郵：ivan.wy.ho@pccw.com 

NBC環球國際 
Christine Yangoyan 
電話：0420 227 732 
電郵：Christine.Yangoyan@nbcuni.com 

 
 
本新聞稿由香港電訊有限公司及 NBC環球國際網絡聯合發佈。 
香港電訊有限公司是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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