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OV 推出香港首創 24 bit FLAC 無損串流音樂服務 

錄音室原音重現  最好聽最好 
 

電訊盈科（股份代號：0008）【香港．2020 年 4 月 1 日】香港最大付費數碼音樂服務
MOOV^一直致力提供最佳的音樂體驗；全新推出香港首創 MOOV 24 bit FLAC 無損串流服務
*，透過 MOOV 音樂 App 將串流音樂推向更臻緻的世界級水準，帶領香港數碼音樂服務新時
代，把錄音室原音重現，最好聽最好。 
 
MOOV 主管徐凱珊小姐表示：「MOOV 早於 2015 年已於香港率先推出 16 bit 無損串流服
務，一直深受樂迷歡迎。香港正進入 5G 流動網絡的新世代，MOOV 於香港 5G 網絡服務啟
用的同一天，給香港用戶帶來 24 bit 無損音樂串流服務，目的是希望透過提供最高質素的音
樂體驗，提供最臻緻的音樂質素為目標，為音樂服務訂立更高的標準。配合 5G 網絡服務及
日趨完備的音樂播放裝置，一同攜手發展更高質素及精彩的音樂享受，寄望能為音樂業界帶
來正面影響，展開音樂發展新契機。」 

 

   
 

香港首個及唯一提供錄音室 

原音母帶之音樂串流平台* 

 
香港最大型 24 bit FLAC 

無損串流音樂庫
# 

 

香港首個及唯一提供 24 bit 

升頻版本之音樂串流服務* 

 

 

香港首個及唯一提供錄音室原音母帶之音樂串流平台* 

錄音室原音母帶的音質可謂業界最高標準，能完美呈現錄音室裡的環境狀況。無論歌手的演
繹、樂器的編排運用、音樂密度及細節安排等都細緻表現，重現最真摯的原音，感覺連樂器
位置都能清晰呈現，讓樂迷猶如置身錄音室聽歌手錄音。MOOV 是香港首個及唯一提供珍貴
錄音室原音母帶的音樂串流平台，讓樂迷隨時隨地品味音樂的最真，最細緻軌跡。 
 
能夠聽到原音母帶極致音色的人一直為數甚少，一般情況下只有唱片監製、歌手和製作人員
才有機會接觸。現 MOOV 把這些珍貴的錄音室原音母帶以極方便、快捷的音樂串流平台呈
現，以「最好聽」的音樂，給樂迷「聽最好」。 
 

香港首個及唯一提供 24 bit 升頻版本之音樂串流服務* 

MOOV 亦是全港首個及唯一提供 24 bit 升頻版本的音樂串流，升頻音質高達 24 bit / 96 
kHz。音樂經特製升頻處理將音樂取樣頻率伸延，即使在不同播放裝置仍能保持高度原音。
音樂在升頻後能提升取樣率及改善聲音線性表現；在不同音樂播放器即使經過後期處理，仍
能大大提升信噪比及高頻延伸，聽起來更細緻乾淨。 
 

續… 

 
  



 
 

 
 

香港最大型 24 bit FLAC 無損串流音樂庫# 
隨著手機及流動音樂裝置的播放功能日趨完備，越來越多新手機能支援高質量的音樂內容。
但坊間大部份的數碼格式（如 MP3 及 AAC 等），會在編碼及壓縮時把高頻和細緻內容略
去，令部分細節流失，音質較空洞。 
 

聲音數據經過 AAC格式處理，雖能減縮檔案大小，但聲音數據無法完整展現。而 FLAC無損

格式有別於 AAC 格式，聲音數據能夠完整保存。在 16 bit FLAC 格式下，音質媲美實體 CD

的音色，為 Hi-Fi入門級別。但最細緻的音量資訊（如動態範圍），仍礙於 16 bit的相對位元

度而無法完美呈現。是次 MOOV 提供的最新音樂串流服務，聲音數據以無損的 24 bit FLAC

格式處理，再細微的音頻資訊亦能夠忠實地呈現，全面提升音樂層次感。同一首歌曲在

FLAC和 AAC格式化之下，在聲音數據的表現上可以有非常大。 

 

   
AAC 格式 (128 kbps) - 16 bit / 44.1 kHz FLAC 格式 - 16 bit / 44.1 kHz FLAC 格式 - 24 bit / 192 kHz 
 

以上圖表僅作說明之用。動態範圍及聲頻表現會按位元度 （Bit depth）及取樣頻率（Sampling rate）的不同而有所影響。 

 

隨著 24 bit 音樂服務推出，MOOV 提供最大的 24 bit FLAC 無損串流廣東歌庫，24 bit歌曲
超過 20,000 首，是一個真正屬於香港人的音樂串流服務。除大家耳熟能詳的中外流行歌曲，
更有古典、爵士、香港經典金曲、發燒天碟，以至內地靚聲女伶的精選歌曲。MOOV 亦由韓
國大型音樂供應商直接輸入最熱門 K-pop專輯，致力為音樂找知音，讓樂迷聽好音樂。 
 
匠心設計最在地用戶體驗及操作介面# 
為讓香港樂迷能輕鬆體驗全新 24 bit FLAC 音樂服務，MOOV 更匠心設計最在地的用戶體驗
及操作介面，並加上型格金黑色圖標，臻緻 Hi-Fi規格一目了然；樂迷只要指尖輕輕一按，音
樂格式及數據資料，包括位元度、取樣頻率、格式、版本、位元率及檔案大小等等，均能深
度呈現，音樂資訊全部一覽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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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音樂人為樂迷音樂導航專頁 @ http://event.moov-music.com/24bit/ 

除了臻緻的音樂服務，MOOV 一直致力推廣好音樂，並希望讓樂迷了解好音樂背後的心思。

是次 24 bit FLAC 音樂服務，不單是音樂規格的提升；MOOV 更誠邀了多位著名音樂人作專

業音樂導航，為樂迷分析 24 bit歌曲，豐富及提升樂迷的欣賞能力。 

 

1O1O 及 csl 客戶優先以極速 5G 網絡體驗香港唯一 24 bit FLAC 臻緻音樂 

1O1O及 csl 5G客戶，由 2020年 4月 1日至 6月 30日可獨家優先體驗 MOOV 24 bit FLAC 

無損音樂串流服務；MOOV 24 bit 無損音樂串流服務將於 7月 1日起公開給全港客戶選購及

使用，全城體驗「最好聽最好」的臻緻無損音樂。 

 

MOOV 24 bit 音樂服務計劃收費 

1O1O及 csl 5G 增值服務 - 月費計劃  港幣 78元（適用於指定合約承諾期） 

 首 2個月試玩，價值港幣 220元。（於第

3個月開始以優惠月費港幣 88元收費，只

限指定 5G數據服務計劃。） 

1O1O及 csl 5G增值服務 - 自由約 月費：港幣 110元 

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CSL Mobile 個人流動通訊業務董事總經理林國誠先生表示：「1O1O / csl很高興成為香港首
個營運商為 5G客戶提供 MOOV 24 bit無損音樂串流服務的獨家優先體驗。1O1O / csl一直
致力為客戶提供最優質的服務，MOOV預備了超過二萬首 24 bit音樂，結合 5G極速流動網
絡，兩者相輔相承，將音樂體驗進入一個全新境界。」 
 
MOOV Music App 

  

MOOV官方網頁：http://moov-music.com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MOOVHK/ 
Instagram：https://www.instagram.com/moov_music 

 
- # - 

 
^ 根據 Acorn Marketing & Research Consultants（International Limited）於 2019 年第四季最新的 Brand 

Tracker Survey結果所得，MOOV在本地付費數碼音樂服務市場擁有最大的市場佔有率。 

* 根據 MOOV 針對在香港營運之 8 大音樂串流平台之內部調查。截至 2020 年 4 月 1 日，MOOV 是香港首個
及唯一音樂串流平台在流動應用程式內提供 24 bit FLAC 無損音樂，當中包括錄音室原音母帶版本及升頻版
本的內容。 

#
 根據 MOOV 針對在香港營運之 8 大音樂串流平台之內部調查。截至 2020 年 4 月 1 日，MOOV 擁有香港最
大型 24 bit FLAC無損串流音樂庫，提供 24 bit FLAC 無損音樂內容及音源資訊包括位元度、取樣頻率、格式、
版本、位元率及檔案大小之音樂串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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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電訊盈科媒體 
 
電訊盈科媒體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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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條本地、亞洲
及國際線性頻道及豐富的自選服務內容。訂戶亦可透過應用程式「Now 隨身睇」收看其優質
內容。Now TV 在製作中文新聞、財經新聞及體育節目，以及亞洲資訊娛樂內容亦享領先地
位，配合一系列的授權電影及國際電視內容，為觀眾帶來視聽之娛。Now TV 的優質內容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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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
OTT（over-the-top）服務，可滿足千禧觀眾的需要。此外，電訊盈科媒體亦在香港營運廣受
歡迎的數碼音樂串流服務 MOOV。 

 
電訊盈科媒體集團亦在東南亞、中東及南非等 16 個市場提供以 Viu 為品牌的領先泛區域
OTT 視象服務，用戶人數超過 4,000 萬名。Viu 採用以廣告收益為主的免費服務及增值付費
服務並行的營運模式，並與全球首屈一指的內容供應商合作，向用戶提供不同類型並配有當
地及不同地區語言及字幕的最新及頂尖電視劇集、電影及生活時尚節目，以及「Viu Original」
的優質原創內容。Viu服務可透過應用程式、特選智能電視及互聯網享用。 
 
關於電訊盈科有限公司 
 
電訊盈科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代號：0008）是一家以香港為總部的環球公司，在
電訊、媒體、資訊科技服務方案、物業發展及投資以及其他業務均持有權益。 
 
本公司持有香港電訊信託與香港電訊有限公司大部分股權。香港電訊是香港首屈一指 的電訊
服務供應商及領先的固網、寬頻及流動通訊服務營運商，提供廣泛的服務以滿足全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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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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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訊盈科亦擁有一個全面綜合的香港多媒體及娛樂集團電訊盈科媒體，經營本港最具規模的
收費電視業務 Now TV，以及在香港及區內其他地方從事提供以 Viu 為品牌的 OTT（over-
the-top）視象服務。 
 
電訊盈科亦在香港透過香港電視娛樂有限公司營運本地免費電視服務。 
 
本集團全資擁有的電訊盈科企業方案是香港及國內領先的資訊科技外判及業務流程外判服務
供應商。 
 
此外，電訊盈科持有盈科大衍地產發展有限公司的大部分股權以及其他海外投資。有關電訊
盈科的其他資料，請瀏覽網址：www.pccw.com。 

 
查詢詳情，請聯絡： 
 

電訊盈科 

集團傳訊 

王慧敏（Stella Wong ） 

電話：+852 2888 2253 

電郵：stella.wm.wong@pccw.com 

 

本新聞稿由電訊盈科發佈。 

http://www.pccw.com/
mailto:stella.wm.wong@pccw.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