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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許媒體革新 破格意念再創高峰 

香港互動市務商會創會十周年暨第六屆「傳媒轉型大獎」結果揭曉 
  
由香港互動市務商會(HKAIM)舉辦，嘉許過去一年有效利用網站、流動程式及社交媒體的本地優秀媒體的【第

六屆傳媒轉型大獎】，早前經專業評審嚴格評審後已經選出 5 大類別的得獎媒體、數碼營銷專業大獎及數碼營

銷傳奇大獎。加上由公眾投票選出 10 大最喜愛的媒體網站、10 大最喜愛粉絲專頁及 4 大最喜愛 OTT 平台，各

得獎名單於今天(7 月 6 日)舉行的「第六屆傳媒轉型大獎頒獎典禮暨香港互動市務商會十周年晚宴」上公布。

大會特別邀請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先生，JP 擔任主禮嘉賓，聯同香港互動市務商會會長司徒廣釗先

生、傳媒傳型大獎籌委會主席方保僑先生，以及傳媒傳型大獎主席評判、香港設計中心行政總裁利德裕博士等

嘉賓頒獎予各獎項得主。 

  

香港互動市務商會會長司徒廣釗先生表示：「香港互動市務商會(HKAIM)於 2007 年 9 月由一班致力推動香港互

動營銷廣告業發展的業界人士攜手創辦，今年商會慶祝創立十周年，我們繼續秉承提倡業界不斷提升行業創意

和科技的標準，緊貼數碼媒體最新發展的宗旨，進一步推動香港的智慧城市發展。」 

 
傳媒傳型大獎籌委會主席方保僑先生在頒獎典禮中致詞時表示：「傳媒轉型大奬今年已經是第六年舉辦，除了

要感謝歷屆的評審委員、各大傳媒的鼎力支持支持之外，更要嘉許各媒體機構及業界從業員默默耕耘，不斷改

革和創新，努力以嶄新的創意和科技提升新媒體的應用。」他續說：「過去十年見証互動市務的高速增長，社

交媒體發展越見興旺，顛覆我們日常的生活，祝願香港互動市務市場及各新媒體應用繼續欣欣向榮。」 

 
 隨著智能流動裝置的技術創新、社交平台的普及，傳媒機構紛紛跳出傳統傳播媒介的框架，積極利用流動應用

程式及開拓新穎有效的社交媒體發佈訊息方式，增加與讀者互動。過去幾年，在本地市場，見證不少香港媒體

透過轉型，成功保持及增加市場份額。香港互動市務商會舉辦【傳媒轉型大獎】，以表揚成功轉型為數碼媒體

的雜誌(週刋及月刋)、電視、電台及報紙傳媒。是次活動由專業評審選出 5 大類別的得獎媒體。包括各類別的

「傳媒轉型大獎-網站」、「傳媒轉型大獎-流動程式」、「傳媒轉型大獎-社交媒體」、「傳媒轉型大獎-整體」；各媒

體於網站、流動程式及社交媒體中得分最高的會獲得「傳媒轉型大獎-網站」、「傳媒轉型大獎-流動程式」、「傳

媒轉型大獎-社交媒體」；「數碼營銷專業大獎」及「數碼營銷傳奇大獎」；並由公眾選出「十大最喜愛媒體網站」、

「十大最喜愛紛絲專頁」及「4 大最喜愛 OTT 平台」。各媒體類別均設有金、銀、銅獎。而最高分的 10 間傳媒

亦會獲得十大傑出傳媒獎。而最高分總分的三間媒體會即場宣佈金、銀、銅獎得主。 

  
「傳媒轉型大獎」比賽的評審準則包括：資訊及通訊科技的創新及創意應用、網站或應用程式的易用性，幫助

用戶接收媒體內容、能充分使用數碼營銷，促進業務擴展、跨媒體兼容性和內容差異化、用戶體驗、對比上年

度的進步程度、及其他輔助因素(如整體感覺、網站或應用程式的設計)。 

  
HKAIM 於 2018 年 5 月 29 日至 2018 年 6 月 8 日期間，邀請公眾一起投票，選出【第六屆傳媒轉型大獎】10

大最喜愛的媒體網站、10 大最喜愛粉絲專頁及「4 大最喜愛 OTT 平台」。 

  
香港互動市務商會於 2007 年 9 月正式成立，由一班致力推動香港互動營銷廣告業發展的業界人士攜手創辦。

商會的創會宗旨為提倡行業從業者和用家分享業內最佳做法，務求緊貼行業最新發展，從而不斷提升行業標準，

達致推動本港創意產業和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成效。香港互動市務商會也與香港政府各有關部門一直合作無間，

致力推動互動營銷和創意產業的專業發展，以協助香港創意產業躍升成為亞太乃至全球創意產業的首選創意平

台。 

  
主辦單位： 香港互動市務商會 

傳媒查詢： 俊念傳訊顧問有限公司  

Heidi TANG  電郵：heidi@vis-pr.com  電話：9754 1356 / 2804 2388 

  



 

獎項 得獎媒體 / 得獎者 

傳媒轉型大獎 10 大傑出傳媒 (排名不分先後)  100 Most 

傳媒轉型大獎 10 大傑出傳媒 (排名不分先後)  Apple Daily 

傳媒轉型大獎 10 大傑出傳媒 (排名不分先後)  Commercial Radio 

傳媒轉型大獎 10 大傑出傳媒 (排名不分先後)  e-zone 

傳媒轉型大獎 10 大傑出傳媒 (排名不分先後)  HK01 

傳媒轉型大獎 10 大傑出傳媒 (排名不分先後)  Ming Pao 

傳媒轉型大獎 10 大傑出傳媒 (排名不分先後)  RTHK 

傳媒轉型大獎 10 大傑出傳媒 (排名不分先後)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傳媒轉型大獎 10 大傑出傳媒 (排名不分先後)  TVB 

傳媒轉型大獎 10 大傑出傳媒 (排名不分先後)  ViuTV 

傳媒轉型大獎 電視類別 (流動程式) 金獎 TVB 

傳媒轉型大獎 電視類別 (流動程式) 銀獎 ViuTV 

傳媒轉型大獎 電視類別 (流動程式) 銅獎 CABLE TV 

傳媒轉型大獎 電視類別 (流動程式) 銅獎 NowTV 

傳媒轉型大獎 電視類別 (社交媒體) 金獎 TVB 

傳媒轉型大獎 電視類別 (社交媒體) 銀獎 ViuTV 

傳媒轉型大獎 電視類別 (社交媒體) 銅獎 NowTV 

傳媒轉型大獎 電視類別 (網站) 金獎 TVB 

傳媒轉型大獎 電視類別 (網站) 金獎 ViuTV 

傳媒轉型大獎 電視類別 (網站) 銀獎 NowTV 

傳媒轉型大獎 電視類別 (網站) 銀獎 Fantastic TV 

傳媒轉型大獎 電視類別 (整體) 金獎 TVB 

傳媒轉型大獎 電視類別 (整體) 銀獎 ViuTV 

傳媒轉型大獎 電視類別 (整體) 銅獎 NowTV 

傳媒轉型大獎 電台類別 (流動程式) 金獎 RTHK 

傳媒轉型大獎 電台類別 (流動程式) 銀獎 Commercial Radio 

傳媒轉型大獎 電台類別 (流動程式) 銅獎 Metro 

傳媒轉型大獎 電台類別 (社交媒體) 金獎 Commercial Radio 

傳媒轉型大獎 電台類別 (社交媒體) 銀獎 RTHK 

傳媒轉型大獎 電台類別 (社交媒體) 銅獎 Metro 

傳媒轉型大獎 電台類別 (網站) 金獎 RTHK 

傳媒轉型大獎 電台類別 (網站) 銀獎 Commercial Radio 

傳媒轉型大獎 電台類別 (網站) 銅獎 Metro 

傳媒轉型大獎 電台類別 (整體) 金獎 RTHK 

傳媒轉型大獎 電台類別 (整體) 銀獎 Commercial Radio 

傳媒轉型大獎 電台類別 (整體) 銅獎 Metro 

傳媒轉型大獎 報紙類別 (流動程式) 金獎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傳媒轉型大獎 報紙類別 (流動程式) 銀獎 Apple Daily 

傳媒轉型大獎 報紙類別 (流動程式) 銅獎 Ming Pao 

傳媒轉型大獎 報紙類別 (社交媒體) 金獎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傳媒轉型大獎 報紙類別 (社交媒體) 銀獎 Apple Daily 

傳媒轉型大獎 報紙類別 (社交媒體) 銅獎 Ming Pao 

傳媒轉型大獎 報紙類別 (網站) 金獎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傳媒轉型大獎 報紙類別 (網站) 銀獎 Apple Daily 

傳媒轉型大獎 報紙類別 (網站) 銅獎 Ming Pao 

傳媒轉型大獎 報紙類別 (整體) 金獎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傳媒轉型大獎 報紙類別 (整體) 銀獎 Apple Daily 

傳媒轉型大獎 報紙類別 (整體) 銅獎 Ming Pao 

傳媒轉型大獎 周刋類別 (流動程式) 金獎 100 Most 

傳媒轉型大獎 周刋類別 (流動程式) 銀獎 HK01 

傳媒轉型大獎 周刋類別 (流動程式) 銅獎 e-zone 

傳媒轉型大獎 周刋類別 (社交媒體) 金獎 100 Most 

傳媒轉型大獎 周刋類別 (社交媒體) 銀獎 U Magazine 

傳媒轉型大獎 周刋類別 (社交媒體) 銅獎 HK01 

傳媒轉型大獎 周刋類別 (網站) 金獎 HK01 

傳媒轉型大獎 周刋類別 (網站) 銀獎 100 Most 

傳媒轉型大獎 周刋類別 (網站) 銅獎 Economic Digest 

傳媒轉型大獎 周刋類別 (網站) 銅獎 e-zone 

傳媒轉型大獎 周刋類別 (整體) 金獎 100 Most 

傳媒轉型大獎 周刋類別 (整體) 銀獎 HK01 

傳媒轉型大獎 周刋類別 (整體) 銅獎 e-zone 

傳媒轉型大獎 月刋類別 (流動程式) 金獎 City Magazine 

傳媒轉型大獎 月刋類別 (流動程式) 銀獎 Capital 

傳媒轉型大獎 月刋類別 (流動程式) 銅獎 Jessica 

傳媒轉型大獎 月刋類別 (流動程式) 銅獎 Modern Home 

傳媒轉型大獎 月刋類別 (社交媒體) 金獎 Elle 

傳媒轉型大獎 月刋類別 (社交媒體) 銀獎 Sportsoho 

傳媒轉型大獎 月刋類別 (社交媒體) 銅獎 Harper's Bazaar 

傳媒轉型大獎 月刋類別 (網站) 金獎 TopGear 

傳媒轉型大獎 月刋類別 (網站) 銀獎 City Magazine 

傳媒轉型大獎 月刋類別 (網站) 銅獎 Elle 

傳媒轉型大獎 月刋類別 (網站) 銅獎 Jet 

傳媒轉型大獎 月刋類別 (網站) 銅獎 Harper's Bazaar 

傳媒轉型大獎 月刋類別 (整體) 金獎 City Magazine 

傳媒轉型大獎 月刋類別 (整體) 銀獎 TopGear 



 

傳媒轉型大獎 月刋類別 (整體) 銅獎 Capital 

傳媒轉型大獎 月刋類別 (整體) 銅獎 Jessica 

傳媒轉型大獎 十大最喜愛媒體網站 (排名不分先後)  AASTOCKS 阿思達克財經網 

傳媒轉型大獎 十大最喜愛媒體網站 (排名不分先後)  Expedia 智遊網 

傳媒轉型大獎 十大最喜愛媒體網站 (排名不分先後)  U Lifestyle 

傳媒轉型大獎 十大最喜愛媒體網站 (排名不分先後)  UNWIRE 

傳媒轉型大獎 十大最喜愛媒體網站 (排名不分先後)  ViuTV 

傳媒轉型大獎 十大最喜愛媒體網站 (排名不分先後)  毛記電視 

傳媒轉型大獎 十大最喜愛媒體網站 (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 01 

傳媒轉型大獎 十大最喜愛媒體網站 (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經濟日報 

傳媒轉型大獎 十大最喜愛媒體網站 (排名不分先後)  開飯喇 

傳媒轉型大獎 十大最喜愛媒體網站 (排名不分先後)  壹傳媒 

傳媒轉型大獎 十大最喜愛紛絲專頁 (排名不分先後)  100 毛 

傳媒轉型大獎 十大最喜愛紛絲專頁 (排名不分先後)  e-zone 

傳媒轉型大獎 十大最喜愛紛絲專頁 (排名不分先後)  Flyday.hk 低成本旅遊情報網 

傳媒轉型大獎 十大最喜愛紛絲專頁 (排名不分先後)  MenClub 

傳媒轉型大獎 十大最喜愛紛絲專頁 (排名不分先後)  U Magazine 

傳媒轉型大獎 十大最喜愛紛絲專頁 (排名不分先後)  U Travel 

傳媒轉型大獎 十大最喜愛紛絲專頁 (排名不分先後)  ViuTV 

傳媒轉型大獎 十大最喜愛紛絲專頁 (排名不分先後)  毛記電視 

傳媒轉型大獎 十大最喜愛紛絲專頁 (排名不分先後)  明報即時新聞 

傳媒轉型大獎 十大最喜愛紛絲專頁 (排名不分先後)  蘋果日報 

傳媒轉型大獎 4 大最喜愛 OTT 平台 (排名不分先後)  毛記電視 

傳媒轉型大獎 4 大最喜愛 OTT 平台 (排名不分先後)  myTV SUPER 

傳媒轉型大獎 4 大最喜愛 OTT 平台 (排名不分先後)  Viu 

傳媒轉型大獎 4 大最喜愛 OTT 平台 (排名不分先後)  YouTube 

傳媒轉型大獎 流動程式 金獎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傳媒轉型大獎 流動程式 銀獎 100 Most 

傳媒轉型大獎 流動程式 銀獎 RTHK 

傳媒轉型大獎 流動程式 銅獎 Apple Daily 

傳媒轉型大獎 社交媒體 金獎 100 Most 

傳媒轉型大獎 社交媒體 銀獎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傳媒轉型大獎 社交媒體 銅獎 Apple Daily 

傳媒轉型大獎 社交媒體 銅獎 TVB 

傳媒轉型大獎 網站 金獎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傳媒轉型大獎 網站 銀獎 Apple Daily 

傳媒轉型大獎 網站 銅獎 HK01 

傳媒轉型大獎 網站 銅獎 RTHK 



 

傳媒轉型大獎 整體大獎 金獎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傳媒轉型大獎 整體大獎 銀獎 100 Most 

傳媒轉型大獎 整體大獎 銅獎 Apple Daily 

傳媒轉型大獎 第六屆傳媒轉型大獎數碼營銷專業大獎 Mr. Bernie Wong 

Founder / Director, Social Stand Ltd. 

傳媒轉型大獎 第六屆傳媒轉型大獎數碼營銷專業大獎 Ms. Paula Yang 

General Manager, NDN Group (HK) Ltd. 

傳媒轉型大獎 第六屆傳媒轉型大獎數碼營銷傳奇大獎 Mr. Ricky Wong 

Chairman, Hong Kong Television 

Network 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