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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組合 1：myTV SUPER 免簽約月費計劃（首 3個月: $19 ; 其後月費: $34）  

 

服務組合 2：myTV SUPER 及「歡樂通宵無限數據組合」免簽約月費計劃（首 3個月: $39 ; 其後月費: $58）  

 

服務組合 3：myTV SUPER 及「TVB 無限數據組合」免簽約月費計劃（首 3個月: $39 ; 其後月費: $58）  

 

服務組合 4：myTV SUPER 作為出機上台或手機升級之指定增值服務組合 

(月費$30，或月費$39 包 HelloRing 1 首指定接 駁鈴聲）  

 

服務組合 5：myTV SUPER並簽訂固定合約期（月費$30）  

 

服務組合 6：myTV SUPER 及「歡樂通宵無限數據組合」並簽訂 12 個月固定合約期（原價$58，優惠價$48）  

 

服務組合 7：myTV SUPER 及「TVB 無限數據組合」並簽訂 12 個月固定合約期（原價$58，優惠價$48）  

 

1. 此服務為一電視娛樂節目播放服務，客戶於成功申請此服務後，從 Google Play 或 App Store 下載 myTV 

SUPER 之 應用程式 (「myTV SUPER App」) 及根據指示完成有關啟用程序後便可使用此服務。  

 

2. 若此服務之實際使用量不足一個月，客戶仍需全數繳付適用之月費，有關之月費在任何情況下將不會按

比例退還。  

 

3. 服務組合 1 、 4及 5適用於和記電話之 3G 及 4G 月費計劃客戶；服務組合 2、3、6及 7 只適用於和記電

話之 4G 月費計劃客戶。每一 3 香港流動電話號碼只可選購上述其中一項服務組合。  

 

4. 選用服務組合 4、5、6 及 7 須簽訂上述固定合約期。若於固定合約期內因客戶違約終止已選購服務組合，

客戶同意繳 付相關已選購服務組合之剩餘合約期月費總額作為提前終止服務費用。  

 

5. 於優惠期間申請服務組合 6 及 7 之月費，合約期內可享每月$10月費回贈，月費回贈將顯示於月結單上。 

 

6. 當指定合約期屆滿後，此服務將按下列安排提供(服務內容不變至另行通知)，除非客戶通知和記電話終此

服務： (a) 服務組合 4、6 及 7 將按上述相關月費繼續提供服務；及 (b) 服務組合 5將以正價月費$34 繼續提

供服務。 

 

7. 服務組合 2 及 6另須受以下「歡樂通宵無限數據組合」之條款及細則約束：  

 「歡樂通宵無限數據組合」適用於選用指定 4G 月費計劃 (不適用於 4.5G 共享/共享 SIM 月費計劃) 

之客戶。  

 「歡樂通宵無限數據組合」不可與「超級數據王」及／或其他「歡樂通宵」數據組合增值服務同時

選購。  

 於「歡樂通宵」時段(每日晚上 11 時至早上 7 時)可使用無限流動數據服務，最高數據傳輸(上下載)

速度為 7.2Mbps。實際數據傳輸速度可能受網絡設定、網絡規格、使用者的設備、傳送技術、個別

網絡及軟件之使 用、覆蓋範圍、使用量及其他因素所影響。其他非「歡樂通宵」時段所使用之流

動數據會於閣下之免費/已付 費/月費計劃數據中扣除（視乎情況而定）。流動數據服務轉至／出不

同時段期間，因時間差異及延誤可能與 實際使用量有輕微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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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服務組合 3及 7 另須受以下「TVB 無限數據組合」之條款及細則限制約束：  

 客戶可於 myTV SUPER App 使用無限流動數據服務觀賞節目，不包括瀏覽透過其中廣告所連結網

站所產生之 數據用量，相關用流動數據用量將於閣下之免費/已付費/月費計劃數據中扣除（視乎情

況而定）。  

 「TVB 無限數據組合」只適用於本地流動數據服務。已選購 4.5G 共享計劃之客戶，「TVB 無限數

據組合」用 量只適用於主 SIM 咭，並不與其附屬 SIM 咭共享。「TVB 無限數據組合」亦不可與

「超級數據王」及／或其 他「TVB」數據組合同時選用。  

 

9. 此服務適用於 Android 4.4 或以上作業系統，iOS 9.0 或以上作業系統，並建議使用已被測試可以兼容 

myTV SUPER App 的流動裝置，客戶可於 http://www.mytvsuper.com/tc/basic_requirement 瀏覽詳情。  

 

10. 每個登記戶口只支援登入一部裝置以使用此服務。客戶每月最多可轉換裝置三次。  

 

11. 客戶利用數據網絡下載 myTV SUPER App 及/或使用此服務 (包括於登入 myTV SUPER App 後所收看之

廣告) 時， 和記電話將額外收取流動數據費用。  

 

12. 如客戶在透過和記電話選購此服務之同時或之後，客戶因任何原因亦透過其他渠道另行或再次申請或選

購此服務而 招致任何費用或損失，則和記電話將不會就任何有關之費用或損失負上任何責任。  

 

13. 客戶如欲終止此服務，客戶必須於此服務之相關月結單截數日最少七天前致電客戶熱線 1033 通知和記

電話。有關 服務將於和記電話收到客戶之終止服務通知後即時生效。  

 

14. 終止此服務後，所有此服務之設定將全部被清除。  

 

15. 此服務之內容由 MyTV Super Limited 作為第三方供應商提供，並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 

(http://www.mytvsuper.com/tc/tos)，MyTV Super Limited 保留權利隨時修訂 myTV SUPER 服務條款的任何部

分而毋 須另行通知，請定期瀏覽 (http://www.mytvsuper.com/tc/tos) 以確保得悉任何有關修訂。MyTV Super 

Limited 保留權 利，在不論有否作出通知的情況下，隨時更改、更換或取消任何節目、頻道、組合及/或任

何內容 (不論已宣傳與 否)。MyTV Super Limited 概不承擔任何有關更改或取消的責任。此服務只供香港境

內使用。詳情請瀏覽官方網站 www.mytvsuper.com 或致電 MyTV Super Limited 客戶服務熱線 2399 9666。

和記電話並不會對有關此服務之內容、 myTV SUPER app 下載及/或服務使用 (包括但不限於由該第三方供

應商所提供的資料之準確性、及客戶或任何人士 因下載 myTV SUPER App 及/或使用此服務所造成或引致

的任何費用、支出、損失或損害) 負上任何責任。就此服 務如有任何爭議，MyTV Super Limited 將擁有最

終之決定權。  

 

16. 和記電話有限公司保留優惠之最終決定權，優惠或條款如有更改，本公司將以合理時間提早通知。 

 

17. 成功申請此服務之客戶受此服務之條款及細則所約束，客戶同時亦受和記電話之 3G 及 4G LTE 服務使

用條款所約 束，詳情請瀏覽 http://www.three.com.hk/ > 條款及細則 > 3G 及 4G LTE 服務使用條款。若此服

務之條款及細則與和 記電話之 3G 及 4G LTE 服務使用條款有所抵觸，則以前者為準。  

 

18. 若中英文本之條款及細則有任何差異，則以英文本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