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般儲值卡外遊覆蓋及收費
General Prepaid Travel Coverage Tariff

於外遊當地致電回港／其他地區Making calls to Hong Kong / other destinations when you are abroad

致電回港 / 
其他地區
Call to HK / 
Other  
destinations

致電當地電話
Local Calls

地區列表
List of Area

接聽來電
Incoming Call

HK$/Min. 港幣/分鐘

致電回港
Outgoing Call to HK
HK$/Min. 港幣/分鐘

打出外遊當地電話
Local Outgoing Call
HK$/Min. 港幣/分鐘

打出其他國家 / 地區
Outgoing Call to Other Destinations

HK$/Min. 港幣/分鐘

內地 China $0.90 $0.90 $0.90 $25.00
澳門 Macau $1.00 $1.00 $0.60 $25.00
日本 Japan $12.80 $12.80 $12.80 $25.00
南韓 South Korea $23.80 $23.80 $23.80 $25.00
澳洲 Australia

印度尼西亞 Indonesia
馬來西亞 Malaysia

菲律賓 Philippines
新加坡 Singapore

泰國 Thailand
台灣 Taiwan

比利時 Belgium
捷克共和國 Czech Republic

丹麥 Denmark
芬蘭 Finland
法國 France
德國 Germany

意大利 Italy
紐西蘭 New Zealand

挪威 Norway
西班牙 Spain

瑞典 Sweden
瑞士 Switzerland
荷蘭 Netherlands

阿富汗 Afghanistan
阿爾巴尼亞 Albania

阿根廷 Argentina
亞美尼亞 Armenia

奧地利 Austria
巴林 Bahrain

孟加拉國 Bangladesh
博茨瓦納 Botswana

巴西 Brazil
汶萊 Brunei

保加利亞 Bulgaria
柬埔寨 Cambodia
喀麥隆 Cameroon
加拿大 Canada

智利 Chile
哥倫比亞 Colombia

剛果民主共和國 Congo RDC
哥斯達黎加 Costa Rica

克羅地亞 Croatia
塞浦路斯 Cyprus
厄瓜多爾 Ecuador
愛沙尼亞 Estonia
格魯吉亞 Georgia

加納 Ghana
希臘 Greece
關島 Guam

匈牙利 Hungary
冰島 Iceland
印度 India

愛爾蘭 Ireland
以色列 Israel

哈薩克斯坦 Kazakhstan
科威特 Kuwait

吉爾吉斯斯坦 Kyrgyzstan
老撾 Laos

拉脫維亞 Latvia
利比里亞 Liberia

列支敦士登 Liechtenstein
立陶宛 Lithuania
盧森堡 Luxembourg
馬耳他 Malta
墨西哥 Mexico

黑山共和國 Montenegro
緬甸 Myanmar

尼加拉瓜 Nicaragua
尼日利亞 Nigeria
巴基斯坦 Pakistan

秘魯 Peru
波蘭 Poland

葡萄牙 Portugal
羅馬尼亞 Romania

俄國 Russia
塞爾維亞 Serbia

斯洛伐克共和國 Slovak Republic
南非 South Africa

斯里蘭卡 Sri Lanka
吉克斯坦 Tajikistan
坦桑尼亞 Tanzania

土耳其 Turkey
烏干達 Uganda

英國 UK
烏克蘭 Ukraine
烏拉圭 Uruguay

美國 USA
烏茲別克斯坦 Uzbekistan

越南 Vietnam

使用方法
How to use?

例子
Example

流動電話號碼 Mobile number
[+][國家號碼 country code][電話號碼 phone number]
固網電話號碼 Landline number
[+][國家號碼 country code][地區號碼 areacode][電話號碼 phone number]

致電香港流動電話號碼 Call a HK mobile phone number
[+][852][63323232]
致電香港固網電話號碼 Call a HK landline number
[+][852][31668796]

流動電話號碼 Mobile number
[+][國家號碼 country code][電話號碼 phone number]
固網電話號碼 Landline number
[+][國家號碼 country code][0][地區號碼area code][電話號碼phone number]

致電中國內地流動電話號碼 Call a Mainland China mobile phone number
[+][86][13863323232]
身處中國內地，致電廣州固網電話號碼 Call a Guangzhou landline number from other Mainland China cities
[+][86][0][20][31668796]

$13.00 $12.80 $19.00

$19.00$9.00 $8.80

地區 Area 2 $13.00

國家/地區
Country / Destination

特別地區
Special Area

地區 Area 1 $9.00

服務條款及細則 Terms & Conditions：
1. 以上收費會不時作出更新，請向客戶服務熱線查詢最新地區及收費資料。The charg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from time to time. For latest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iChat via online support. 
2. 基於不同之因素(如網絡覆蓋及系統兼容性)，外遊服務之地區會不定時作出更新，外遊服務以服務供應商之網絡服務為標準。Applicable travel destinations may change from time to time depending on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the coverage of our network 
partners and the specification and compatibility of their networks.

3. 所有上述收費以港幣及按每分鐘為收費單位。All charges are in Hong Kong dollars on a per minute basis.

地區 Area 3 $24.80 $25.00$24.80 $2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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