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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及細則: 

1. 客戶須選用指定 5G SIM 月費計劃，並簽訂 30/36 個月合約﹙合約期﹚及繳付每月$18 行政費方可申請「IN3」手機

升級計劃﹙計劃﹚。客戶須於選用 SIM 月費計劃之同時一同選購指定型號手機﹙購買之手機﹚，並以計劃內之繳費方

式繳付費用。每位客戶於合約期內只可申請計劃乙次。 

2. 繳付購買之手機方式如下： 

 首階段 – 首 24 個月 

服務一經申請，客戶可以一次性方式繳付或以信用卡免息分期方式繳付部分購買之手機之費用﹙如下圖﹚。此

費用將扣減舊裝置之回收價﹙如適用﹚，舊裝置回收條款細則跟據 3 香港 Trade-in 至專之條款及細則

https://web.three.com.hk/tnc/190829/tnc-tradein-tc.pdf。 

 次階段 – 期後 6 個月 

 由購買日起計第 25 個月開始，客戶將於每月 3HK 賬單內繳付購買之手機之剩餘金額 

手機型號 
首階段費用 

（未扣減舊裝置之回收價） 

次階段每月費用 

（為期 6 個月） 

iPhone 12 64GB $4,353 $311 

iPhone 12 128GB $4,629 $330 

iPhone 12 256GB $5,175 $369 

iPhone 12 Pro 128GB $5,445 $389 

iPhone 12 Pro 256GB $5,991 $428 

iPhone 12 Pro 512GB $7,079 $505 

iPhone 12 Mini 64GB $3,807 $272 

iPhone 12 Mini 128GB $4,083 $291 

iPhone 12 Mini 256GB $4,629 $330 

iPhone 12 Pro Max 128GB $5,991 $428 

iPhone 12 Pro Max 256GB $6,533 $466 

iPhone 12 Pro Max 512GB $7,625 $544 

   

3. 如客戶透過指定信用卡免息分期方式繳付首階段費用，客戶須填寫及完成相關信用卡機構之申請表格。 

4. 於合約期內，客戶需以信用卡自動轉帳繳費，信用卡持有人姓名必須與服務登記人相同。 

5. 如客戶在合約期內首 24 個月內退回購買之手機，客戶無需繳付次階段每月費用。如客戶在 24 個月後退回購買之

手機，客戶無需繳付餘下未繳付之次階段每月費用。此條款之執行細則將按照以下條款 6 進行。 

6. 客戶必須退回購買之手機來抵消次階段未繳付之每月費用。退回購買之手機型號、機身編號及容量必須與合約上

所列出之手機資料相同、通過驗測證明外觀良好，及性能和操作正常等等。和記電話有限公司(“本公司”)有權

驗証評估退回之手機及有權拒絕回收任何購買之手機。在任何情況下，已回收之裝置一概不予退回。客戶請先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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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手機內之所有資料已經移除及/或備份。本公司將不負責任何因是項回收指定裝置安排導致之資料損失/存取重

置/轉移。如因維修而更換原機，客戶可攜同 Apple Inc.發出之 Work Authorization & Service Confirmation 到

3Shop 更改手機編號記錄。本公司保留隨時修改此服務相關之條款及細則而不作另行通知。 

7. 客戶於計劃合約期內因任何理由而提早終止服務，客戶須繳付包括首階段及次階段未繳付之總費用及指定 5G 

SIM 月費計劃餘下之月費。 

8. 客戶須於選購指定 $248/$288/$388/$688 5G SIM 月費計劃時，同日加購每月$58 「4.5G 任用數 據王」服務

升級至其後任用 4.5G 全速數據，並簽訂 36 個月合約 。 當合約期屆滿後，除非客戶終止服務，3 香港將繼續

向客戶提供「4.5G 任用數據王」 服務並以$238 按月收費。當每月使用的流動數據用量超過該月服務計劃包含

的數據用量，數據服務仍可繼續使用，至相關截數日前可享用的最高數據下載速度為 4.5G 網絡速度。 

 

手機現金券優惠 

 手機現金券之有效期為 36 個月合約期內 (視乎所選優惠)。手機現金券總額視乎 所選月費計劃合約而定，

每張手機現金券面額為$500。若剩餘之手機現金券面額 不足$500，將會以每張面額$100 之手機現金券

所替代。 

 手機現金券只限於香港全線 3Shop 購買指定淨手機、平板及智能手錶，不適用於 手機配件，逾期無效。  

 客戶須按當時 3 香港之建議零售價選購指定淨手機、平板及智能手錶。 

 每次惠顧可使用多張手機現金券。付款總額若少於手機現金券的面值，手機現金券 餘數會被自動沒收並不

可兌換現金及任何形式找續。 

 手機現金券餘額詳情請向店員或客戶服務查詢。 

 手機現金券不可轉讓及轉售，僅限已選購相關服務計劃登記人為本人使用。 

 手機現金券不能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手機現金券不可兌換現金、退款或作現金及任何形式找續。 

 可供選購之指定淨手機、平板及智能手錶將不時更新及更改，詳情請向店員查詢。 

 和記電話保留權利隨時更改優惠之內容、條款及細則而不作另行通知。如有爭 議， 和記電話保留最終決

定權。 

9. 此服務不適用於公司名義登記及企業客戶服務計劃的賬戶。 

10. 除另有註明外，本計劃之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一般條款及細則  

- 3 客戶之間之通話時間及傳送或接收多媒體訊息，均以心連心通話及網內多媒體訊息收費計算。 

- 有關視像通話、短訊及語音通話之其後收費，詳情請瀏覽 3 香港不時更新之網頁 

https://web.three.com.hk/servicecharges/thereaftercharges。 

- 接收由本港其他指定網絡商用戶來電的視像通話則不會收取任何附加費。 

- 本地流動數據用量收費適用於手機電郵程式應用或透過手機進入訊息中心，瀏覽 3 服務以外的網址，以及無線

數據器應用。 

- 所有月費計劃，已包括用戶使用 IDD 服務時須額外繳付的所有本地通話分鐘 (只限"001", "1968" 及 "+")。 

- 使用國際話音及視像通話服務，須繳付國際長途電話費用。 

- 使用國際漫遊服務，須繳付國際漫遊服務費用。 

https://web.three.com.hk/servicecharges/thereafterchar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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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話保障」 (若客戶在打出或接收視像及話音通話時出現中斷情況， 只要在斷線 1 分鐘內重新接通相同的手

機號碼，將自動獲贈 1 分鐘通話時間)。 

- 如客戶使用電話會議或來電等候服務時，當電話接駁超過一條電話線以上，通話時間將按照每條已接駁電話線之

時間總數計算。 

- 客戶於合約期內提前終止流動電話服務或相關額外服務組合 (如適用)，客戶須繳付指定抵償金予本公司。 

- 當數據用量快將用完時，客戶會收到有關數據用量之短訊提示。數據用量一經購買，有關費用恕不退還。客戶可

透過 www.three.com.hk/3Care 逐次增值額外數據用量於該月餘下時間至截數日前使用。任何剩餘數據用量不

能累積至下一個賬單月。當數據用量用完時，流動數據服務會被暫停。有關每月逐次增值收費，詳情請瀏覽不時

更新之網頁 https://web.three.com.hk/data/topupdatapack/index.html。 

- 本地流動數據服務被暫停期間，手機軟件仍會產生微量數據，或因時間的差異及延誤令少量已使用的數據用量並

未計算在內，均會於該賬單月內下一次增值時扣除。 

- 展示數據用量的記錄介面、提示短訊等，可能與實際使用量有所差異。申請免費或付費之增值數據可能有時間、

取消、傳遞、或收發失誤，本公司不會對此承擔任何責任。有關實際用量及收費，請參閱客戶下期賬單。 

- 數據用量一經購買，有關費用恕不退還。 

- 所有使用量須符合 3 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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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有服務內容及收費均以 3 香港之最後公佈為準。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以上優惠須受 3G、4G LTE 及 5G 服務使用條款、上述及其他特別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向 3Shop 店員查

詢。 

- 5G 網絡須配合指定型號流動裝置使用。 

- 實際 5G 網路數據體驗可能應某些因素而受影響，包括但不限於網絡設定/規格或覆蓋、手機裝置之個別性能或

功能、傳輸技術、網絡流量及使用情況、網站伺服器速度、其他內容供應商的服務穏定性、天氣狀況及其他環境

因素(如受大廈、山嶺、隧道等障礙物)可能引致無線電干擾現象。須受 3 香港 5G 服務使用條款及細則約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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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eb.three.com.hk/data/topupdatapack/index.html
http://www.three.com.hk/website/appmanager/three/home?_nfpb=true&_pageLabel=P200470391219567710594&lang=chi&pageid=zz6401
http://www.three.com.hk/website/appmanager/three/home?_nfpb=true&_pageLabel=P200470391219567710594&lang=chi&pageid=zz6301
http://www.three.com.hk/website/appmanager/three/home?_nfpb=true&_pageLabel=P200470391219567710594&lang=chi&pageid=b32001
https://web.three.com.hk/terms/3g4gstnc/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