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訊盈科媒體與 beIN SPORTS 為 Now TV 客戶帶來
2021/22 至 2023/24 歐洲聯賽冠軍盃
香港首個電視平台達成播放協議

於未來三個賽季帶來四項世界頂級足球聯賽

香港電訊（股份代號：6823）【香港·2021 年 6 月 9 日】電訊盈科媒體與 beIN Asia Pacific
延續雙方的合作，為香港觀眾帶來 2021/22 至 2023/24 歐洲聯賽冠軍盃（歐聯）、歐霸盃、
歐洲協會聯賽及歐洲青年聯賽四大盃賽。
Now TV 是香港首個電視平台與 beIN SPORTS 合作，於今年九月起將四大歐洲足球聯賽帶
給香港觀眾。
Now TV 及 Now E 的客戶可於 beIN SPORTS MAX（頻道 643）、beIN SPORTS MAX 2
（頻道 644）及 beIN SPORTS MAX 3（頻道 645）上，欣賞四項聯賽的精選賽事。
Now TV 客戶亦可透過 Now 隨身睇應用程式同步收看 beIN SPORTS 帶來的直播賽事，或
於賽後利用 Now TV 自選服務重溫精彩時刻。
除了這四項頂級賽事外，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西班牙甲組聯賽，以及萬眾期待的歐洲國家
盃 2020TM 亦會在 Now TV 上播放，讓香港觀眾在今年可於單一平台上，收看眾多精彩刺激
的足球賽事。
電訊盈科媒體收費電視業務總裁蔡煒健先生表示：「我們很高興延續與 beIN SPORTS 的合
作關係。我們除會繼續播放歐聯及歐霸盃外，亦首次引入歐洲協會聯賽及歐洲青年聯賽，彰
顯我們致 力為 香港觀 眾帶來世 界級 足球盛 事的承諾 。我 們期待 未來三個 賽季 與 beIN
SPORTS 會有愉快的合作。」
beIN Asia Pacific 亞洲區董事總經理 Mike Kerr 先生表示：「我們很高興加深與電訊盈科媒
體的合作關係。我們與電訊盈科媒體多年來緊密合作，為香港球迷帶來眾多精彩刺激的足球
盛事，亦很高興獲得球迷的鼎力支持。我們會繼續播放歐聯及歐霸盃兩項歐洲頂級聯賽，加
上新增的歐洲協會聯賽及歐洲青年聯賽，再次證明我們致力於 beIN SPORTS 上提供最精彩
絕倫足球體驗的承諾。」
歐聯、歐霸盃、歐洲協會聯賽及歐洲青年聯賽將於今年九月登陸 Now TV 及 Now E 平台。
有關訂購詳情，可致電 Now TV 客戶服務熱線+852 2888 1888 或瀏覽網站 nowtv.no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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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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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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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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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關於 beIN Asia Pacific
beIN Asia Pacific is a multi-platform media company. Offering a stellar line-up of live
sporting events through its premium brand, beIN SPORTS, we serve passionate fans with
great coverage, news and analysis of the top leagues and competitions from around the
planet, as well as exclusive and never-before-available content. beIN SPORTS is available
in 11 countr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eadquartered in Singapore, we are part of beIN
Media Group, the fastest-growing global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company with over 60
channels worldwide.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beIN Media Group, please visit
beinmediagroup.com or contact mediaoffice@be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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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 Asia Pacific
Magdalene Ng
電郵：ngma@be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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