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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及細則: 

^本地數據包括: $298 月費計劃之基本數據每月 1GB 及合約期內之每月額外 3GB; $408 

月費計劃之基本數據每月 2.5GB 及合約期內之每月額外 7.5GB; $498 月費計劃之基本數

據每月 6GB 及合約期內之每月額外 6GB 及$638 月費計劃之基本數據每月 10GB 及合

約期內之每月額外 10GB。 

 

#月費$298 包括每月 2,000 基本及 1,000 心連心(分鐘)，月費$408 包括每月 2,500 基本

及 1,200 心連心(分鐘)，月費$498/$638 包括每月 3,500 基本及 2,000 心連心(分鐘)。 

 

◊合約期內額外加送每月 1GB 中港澳數據(優惠期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 優惠期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此優惠組合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1. 台灣雙人來回機票 : 

a. 雙人來回香港至台北/高雄/台中/台南經濟客位直航機票(香港航空、中華航空或

長榮航空，逗留期限: 2 至 7 天) 。 

b. 預訂機位換領日期：2018 年 6 月 16 日至 12 月 1 日。 

c. 有效出發日期：2018 年 8 月 28 日至 12 月 15 日(不包括 2018 年 9 月 22 日至

9 月 23 日、2018 年 9 月 27 日至 10 月 1 日) 。 

d. 於網上預訂，hutchgo.com 香港的客戶服務主任會於收妥資料後 3 個工作天

內聯絡您。如客戶提供的電郵地址或電話有錯誤、電郵被退回或未能接聽電話，

hutchgo.com 香港及 3 香港對此不承擔任何責任。如客戶於預訂後 3 個工作

天內仍未收到 hutchgo.com 香港客戶服務員的來電確認，請自行致電 

hutchgo.com 香港的客戶服務熱線查詢：3192 0900。 

e. 機票換領碼一經使用，客戶將收到短訊通知。 

f. 兩位客戶須選擇同一目的地、去程及回程航班。去程目的地及回程地點必須相

同。 

g. 有關機位之安排須視乎航班機位之實際供應情況而定，客戶應儘早與

hutchgo.com 登記，提供足夠時間（最少 14 天）預留所需日子之機位。 

h. 客戶需自付機場保安及離境稅、機場建設費、旅遊保險、簽証及機票附加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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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機票換領不能轉讓。不可更改旅遊地點。有關機票一經確認，將不能取消或更

改旅行日期及不能轉讓。 

j. 機票換領只接受客戶作一次兌換，亦不能與其他 hutchgo.com 旅遊禮券同時

使用及不能兌換現金。 

k. 任何未有使用之產品及指定服務將不能兌換現金及不能更改為其他產品或服

務。 

l. 機票換領碼一經派發，恕不補發。機票換領碼通過未授權渠道獲得或以任何方

式塗改、複製、偽造、破壞、篡改，將被視為無效。如機票換領碼無效或與 

hutchgo.com 香港系統記錄不匹配，將不被接受及用於換領優惠。 

m. hutchgo.com 香港、香港航空、中華航空及長榮航空為機票之供應商，如對

有關航空機位之供應有任何查詢、申索或投訴，應直接向有關供應商提出。3

香港對此不承擔任何責任。 

n. 和記電話有限公司及 Hutchison Travel Limited 保留一切有關行使機票換領碼

之最終決定權。 

2. 須選購指定月費計劃，合約期內月費回贈每月$85(月費$298) /$125(月費

$408)/$175(月費$498 及$638) ，另須選購每月$39 或以上指定增值服務組合， 簽

32 個月合約、預繳指定金額(預繳金額將於合約期內分期回贈到客戶之流動電話賬戶

內)及繳付首月月費，須另繳付每月$18 行政費。客戶須於買 機上台時一同選購台灣

雙人來回機票，以每月$65 繳付 32 期付費用，並以信用卡自動轉賬繳交費用，客戶登

記姓名必須與持卡人之姓名相同。每個買機上台月費計劃之客戶可享以上優惠乙次，

如登記流動電話號碼於付款期內因任何原因終止服務，客戶須依賬單全數繳清餘下產

品款額。 此優惠組合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3. 4GB 本地數據包括指定$298 月費計劃之基本數據每月 1GB 及合約期內之每月額外

3GB。 

4. 適用於合約期內。 

5. 客戶須成功攜號轉台，此本地及漫遊數據用量只適用於香港、澳門及中國內地之指定

網絡商，並不包括漫遊話音通話、漫遊短 訊、Home Direct 專線及漫遊視像通話服

務。本地流動數據服務之最高數據下載速度將根據選購之相關 指定月費計劃而有所不

同。客戶須啟動「全面漫遊服務」方可享此優惠，而不能於本服務使用期間取消。 有

關「全面漫遊服務」詳情請瀏覽 www.three.com.hk/roaming。相關漫遊數據用量使

用情況須視乎指定網 絡商之網絡覆蓋、系統兼容性或指定網絡之其他有關因素，並將

不時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6. 客戶在中國內地及澳門以外的地方使用數據，可購買或使用 3 香港其他數據漫遊計劃，

並將以該數據漫 遊計劃計算，否則該數據之使用一概以標準漫遊費用計算。合約期後

或優惠期後，客戶在中國內地及澳 門使用數據，可購買或使用 3 香港其他數據漫遊

計劃，並將以該數據漫遊計劃計算，否則該數據之使用 一概以標準漫遊費用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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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此任用服務只適用於首 12 個月合約期。此任用中港澳共享社交即時通訊數據用量只

適用於 WhatsApp 和微信 指定社交應用程式使用語音通話功能、傳輸文字及語音訊

息、照片及影片所產生的本地及漫遊流動數據。 但不包括下載應用程式、更新軟件、

經微信朋友圈播放影片、使用該程式之定位服務功能、微信錢包、 透過該程式瀏覽、

連結或下 載來自任何其他網頁或應用程式的任何內容及額外提示產生之數據用量。 

客戶所使用之其他流動數據及非豁免之流動數據用量會於閣下之免費/已付費/月費計

劃數 據中扣除。有 關 WhatsApp 和微信指定社交應用程式由 WhatsApp Inc.及 

Tencent International Service Pte. Ltd.作為第三方 供應商提供，該社交應用程式內

容和設定將於不定時修訂或變更，恕不另行通知。本公司並不會對有關 WhatsApp 和

微信指定社交應用程 式服務之內容、下載、服務使用(包括但不限於由該第三方供應

商所提 供的資料之準確性、客戶或任何人士因使用 WhatsApp 和微信指定社交應用

程式服務所 造成或引致的任 何費用、支出、損失或損害) 及/或客戶因上述修訂或變

更及其他非本公司可以合理控制的原因而引致未 能使用全部或部分有關服務負上任

何責任。當首十二個月合約期優惠屆滿後，此任用中港澳共享社交即時通訊數據服務

將自動停止。客戶須重新選用此服務方可繼續使用，任用中港澳共享社交即時通訊數

據之收費為每月$39。此服務只適用於同時使用中港澳數據之客戶。 

8. 客戶凡於 2018 年 7 月 31 日或之前選購指定手機型號及生效指定月費計劃 並簽訂有

關合約，可於月費計劃服務生效日起計 3 個月內免費享用「自遊數據王」$98/1GB 一

次，而 1GB 數據可於 6 日有效期內使用。客戶須啟動「全面漫遊服務」方可享此優

惠。「自遊數據王」適用於歐洲、亞太、美加及大中華 4 大區域指定地區，有關服務詳

情及覆蓋，請瀏覽 www.three.com.hk/RIC。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9. 合約期內「任用數據王」組合服務。送當每月使用的本地流動數據用量超過此月費服

務計劃包含的基本 6GB (月費$498)/ 10GB(月費$638) 及合約期內額外 6GB (月費

$498)/10GB(月費$638)本地數據用量(共 12GB (月費$498) /20GB (月費$638) )，本

地數據服務仍可繼續使用，惟於下一個賬單日前客戶所享用的網絡資源將因應網絡情

況而分配會較少，數據服務體驗或會受到影響。 當合約期屆滿後， 將按原價月費$198

繼續提供「任用數據王」組合服務，除非客戶通知本公司終止此服務。 

10. 每個 Wi-Fi 服務點提供一個或以上之 Wi-Fi 熱點。須於指定 Wi-Fi 服務點及熱點使用。

Wi-Fi 服務點及熱點數目由服務供應商提供。每個 Wi-Fi 服務點包括不同的熱點數量。

在 Wi-Fi 信號接收較弱或不能使用時，或會自動轉為流動數據並會依據相關月費計劃

收取流動數據費用。 

11. 優惠期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 產品價值、廣告及屏幕圖片只供參考。產品圖片、規格及資料由供應商/有閣商戶提供，

並以實物為準。有關任何查詢，請聯絡個別供應商/有關商戶(供應商聯絡資料: 

www.three.com.hk/vendorcontact) 

http://www.three.com.hk/vendor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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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對供應商/有關商戶提供之產品及服務恕不負任何責任。 

• 產品貨量有限，視乎供貨情況。 

• 所有使用量須符合本公司服務使用政策及公平使用政策。 

• 除非另有註明，所有使用量及收費只適用於本地服務。 

• 以上為新上台及特選現有客戶優惠，附帶有關條款及細則。優惠及服務計劃內容之詳

情請向 3Shop 店員、致電本公司銷售熱線或瀏覽 www.three.com.hk 查詢。 

• 和記電話有限公司(“本公司”)保留隨時修改本服務之收費﹑服務條款及細則 (包括但

不限於指定地區及指定網絡及其覆蓋範圍系統、兼容性或指定網絡之其他有關因素)

以及暫停或終止服務之任何部份而不作另行通知，特別是當漫遊合作商與 3 香港終止

合作的情況下。如有任何爭議，3 香港保留最終決定權。 

 

http://www.three.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