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2019 香港電台獲獎電視節目名單 

 
獨立製作人影展  (The Indie Fest Film Awards)  

1. 優異獎  

2. 優異獎 

3. 優異獎  

4. 嘉許獎 

幼稚園教育：《讓蝴蝶再飛》 

幼稚園教育：《玻璃閃閃亮》 

科學教育：《淺談力和運動的分析》 

英國語文教育：《Shorts》 

最佳短片大獎  (Best Shorts Competition)   

5. 特別表揚優異獎  

6. 優異獎 

7. 優異獎 

8. 優異獎 

中國語文教育：《塑膠海洋（疑問句（四））》  

幼稚園教育：《影子怪盜》 

小學常識科：《健康社區》 

小學常識科：《空氣 — 實驗篇》 

休士頓國際影展  (WorldFest Houston)   

9. 銀獎 

10. 銀獎 

11. 金獎 

12. 金獎 

13. 白金獎 

中國語文教育：《塑膠海洋（疑問句（四））》 

幼稚園教育：《玻璃閃閃亮》 

科學教育：《淺談力和運動的分析》 

小學常識科：《論盡青春期》 

小學常識科：《印刷古與今》 

美國特勒電視節  (Telly Awards)   

14. 銅獎  

15. 銅獎 

16. 銅獎 

17. 銅獎 

18. 銀獎 

19. 銀獎 

幼稚園教育：《黑夜的燈光》 

小學常識科：《網絡資訊真定假》 

數學教育：《續四邊形》 

英國語文教育：《Becky and her Bear》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The Story of Money》 

科學教育：《DNA and Heredity》 

優秀製作大賽  (The Accolade Global Film 

Competition)  

20. 特別表揚優異獎 

21. 優異獎  

22. 優異獎 

23. 優異獎 

24. 嘉許獎 

25. 嘉許獎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廣州與近代中國歷史（一）》 

幼稚園教育：《乘風破浪去》 

小學常識科：《論盡青春期》 

小學常識科：《印刷古與今》 

英國語文教育：《The Dog Show 3》 

小學常識科：《健康社區》 



 

 

 

美國國際電影及電視節  (U.S. International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26. 優異獎 

27. 優異獎 

28. 銀獎 

29. 金獎  

30. 金獎  

31. 最佳影片 

32. 提名最佳影片  

《彩虹交匯處》 — mini series 

《鏗鏘集》 — 劉曉波：未來的自由 

《彩虹交匯處》 — Miss Phoebe 

《全民動起來》 — 韻律泳 

《全民動起來》 — 花式足球 

《全民動起來》 — 花式足球 

《全民動起來》 — 韻律泳 

紐約電視節  (New York Festivals)  

33. 優異獎 

34. 優異獎 

35. 優異獎 

36. 優異獎 

37. 銅獎 

38. 銅獎 

39. 金獎 

40. 最佳導演 ─ 優異獎   

41. 最佳演員 ─ 銅獎  

《香港故事 ─ 邊緣探戈》 — 我要跨過界 

《鏗鏘集》 — 我看到了你的美 

《鏗鏘集》 — 你的愛是穿透鐵窗的陽光 

《香港故事 ─ 修復時刻》 — 修繕留痕 

《議事論事》 — 習近平時代（兩會） 

《鏗鏘集》 — 低端人口 

《香港故事 ─ 修復時刻》 — 留住舊城 

《獅子山下 2017》 — 秘密   陳偉棠 

《獅子山下 2017》 — 秘密   呂熙 

PromaxBDA Asia Awards  

42. 銀獎    2018  情人節宣傳短片 

亞太廣播聯盟 (Asia-Pacific Broadcasting Union) 

43. 優異獎 

 

《議事論事》 — 囚權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AIBs) 

44. 優異獎 

45. 優異獎 

 

《鏗鏘集》 — 血牙 

《鏗鏘集》 — 野鳥為鄰 

亞洲電視大獎 

46. 優異獎 

47. 優異獎 

48. 最佳單元劇 ─ 優異獎 

49. 最佳女主角 ─ 優異獎 

50. 最佳女配角 ─ 優異獎 

 

《鏗鏘集》 — 野鳥為鄰 

《鏗鏘集》 — 睇病難 

《獅子山下 2017》 — 秘密    

《獅子山下 2017》 — 秘密   郭羨妮 

《獅子山下 2017》 — 秘密   黃淑儀 

第 18 屆消費權益新聞報導獎 

51. 銀獎 

 

《鏗鏘集》 — 拒絕當樓奴 

恒大商業新聞獎  

52. 最佳商業財經人物專訪獎 — 銀獎 

53. 最佳經濟及金融政策新聞報導獎 —  

 銀獎 

 

《講錢講呢啲》 — 金融風暴又再來？ 

《講錢講呢啲》 — 究竟水清無魚定混水摸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