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香港率先宣佈 4 月 1 日推出 5G 服務
標準月費$388 起 包括最少 100GB 數據
首階段室內覆蓋包括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置地公司旗下甲級商場
（包括置地廣塲、交易廣場一及二座、遮打大廈、歷山大廈及太子大廈）、
長江實業集團旗下主要商場、香港國際機場及特選 3Shops 等熱點。
5G 的室外覆蓋由核心商業心區（CBD）展開，
室內室外覆蓋將陸續伸展至全港各區。





率先宣佈 4 月 1 日推出 5G 服務，跨地域優勢、跨領域配套
公佈 5G 標準月費計劃，月費$388 起，包括至少 100GB 數據
推出 5G 旗艦手機預購，指定 4.5G 月費計劃與 5G 服務自動免費升級，
節省共$6,768
3 月 31 日前，新選用及現有 Net+服務客戶亦享 5G 自動升級，極優網絡體
驗再提升

香港，2020 年 3 月 4 日 – 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15）旗下 3 香港宣
佈，將於 4 月 1 日正式推出全城期待的 5G 服務，同時公佈首發 5G 標準月費計劃，與客
戶進入跨地域、跨領域的 5G 世代。
跨地域、跨領域 5G 世界更為一
由模擬制式到 4.5G 年代，3 香港一直為客戶提供極優通訊體驗，進入 5G 新紀元，將會再
一次與客戶走進耳目一新的通訊世界。隨著 5G 相關頻譜將於 4 月 1 日正式生效，3 香港
亦會於當天正式推出 5G 服務，並會陸續覆蓋至全港各區。服務首階段將會覆蓋包括香
港會議展覽中心、置地公司旗下甲級商場（包括置地廣塲、交易廣場一及二座、遮打大
廈、歷山大廈及太子大廈）、長江實業集團旗下主要商場、香港國際機場及特選 3Shops
等室內熱點。5G 的室外覆蓋由核心商業區（CBD）展開，室內室外覆蓋將陸續伸展至全
港各區 。
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古星輝表示：「3 集團於英國、意大
利、奧地利、愛爾蘭及澳洲共擁有逾 480MHz 的 3.4-3.9GHz 頻段 5G 黃金中段頻譜#，當中
英國及奧地利於去年已開展 5G 服務。憑藉與 3 集團的緊密聯繫及與環球夥伴的關係，讓
我們擁有跨地域 5G 網絡的豐富建構經驗及智能手機採購優勢。在領先的網絡基礎上，
我們將致力為跨領域行業提供 5G 帶動的不同商機，建立企業對企業（B2B）優勢，致力
為不同領域提供應用場景，加快數碼轉型及智慧城市的發展。我們即將舉辦 5G 企業峰
會，凝聚各界精英，全力為各行各業建立 5G 應用的生態網絡，開創『世界更為一』的
5G 世界。」
#

截至 201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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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標準月費$388 起 平均每 GB 數據只需$3.9
隨著 5G 服務推出，3 香港率先公佈 5G 標準月費計劃，包括至少 100GB 數據用量，月費由
$388 起，與 4G 月費計劃比較數據量更多，平均費用更相宜，足夠讓用戶於 3 香港極
快、極廣、極順暢的 5G 網絡下載 4K/8K 超高清影片、AR/VR 遊戲及低時延視像教學等嶄
新 5G 應用，有關的精彩內容及增值服務詳情即將公佈。
3 香港 5G 標準月費計劃
標準價
$388
$688
$638
$938

類型 a
SIM
出機上台

本地數據
100GB
200GB
100GB
200GB

手機現金券 b

本地通話分鐘

不適用
無限

$6,000
$7,500

推出 pre-5G 早鳥限時優惠 4.5G 月費與 5G 服務自動免費升級 節省共$6,768
首個 5G 旗艦手機系列即將登陸香港，3 香港特別推出 pre-5G 早鳥限時優惠，配合精心設
計的多項禮遇，吸引客戶加入免費升級行列，盡佔先機。
於 3 月 31 日或以前，客戶只需選用月費$538 的「pre-5G 早鳥限時優惠」並預訂即將推出
的 5G 指定手機 c，除了機價即減$8,000 及免費獲贈原廠無線耳機外 d，更可獲贈娛樂或
3Gamer 服務、雙倍內地‧港澳數據，以及 Net+ e 連 4.5G 任用數據王組合 f（原價$98），
免費升級享用網絡優先服務及任用數據，成為網絡 VIP。更重要的是當 5G 服務於 4 月 1
日推出時，客戶將可自動獲享 5G 服務及每月額外 100GB 數據 g。以 4.5G 月費自動升級
5G，合約期內節省共$6,768 h！
3 香港「pre-5G 早鳥限時優惠」
數據
類型

pre-5G
早鳥
限時優惠

月費 c

手機現金券

$538

$8,000

本地

內地‧港澳

15GB

2GB

自動享
5G 服務升級及
每月額外數據 g

通話分鐘

100GB

5,500

送：
4.5G 任用數據王組合 f（價值$98）
Net+
增值服務 4 選 1
（3Gamer 新手包、myTv SUPER、「手機更換」服務或娛樂自由選）
e及

註：「pre-5G 早鳥限時優惠」將於 2020 年 3 月 5 日 0 時 0 分開始

此外，現有 Net+服務客戶及於 3 月 31 日或以前上台並選用 Net+服務的客戶，於 5G 推出
時亦會自動免費升級獲享 5G 服務及每月額外 100GB 數據，優惠期有限。
欲查詢更多詳情，請致電 3 銷售熱線 1032、3iChat 網上客戶服務大使 3ichat.three.com.hk、
瀏覽 www.three.com.hk、web.three.com.hk/5g 或 Facebook 專頁 www.facebook.com/threeHK 的最新
公佈。
條款與細則：
2

SIM 月費計劃：客戶須簽 24 個月合約，並繳付首月月費及另繳付每月行政費。手機王現金券月費計
劃：客戶須簽 24 個月合約，預繳指定金額（預繳金額將分 18 期回贈到客戶之賬戶內），並繳付首月
月費及另繳付每月行政費。
b. 手機現金券之有效期為合約期內。手機現金券只限於香港全線 3Shop 或 AT3 門市購買指定淨手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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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客戶須選購指定$538 月費計劃，簽 36 個月合約，預繳$6,000（預繳金額將分 18 期回贈到客戶之賬戶
內），並繳付首月月費及另繳付每月行政費。可獲$8,000 手機現金券。於合約期內享 Net+連 4.5G 任用
數據王組合，及指定増値服務組合（4 選 1）：3Gamer 新手包或 myTV SUPER 或手機更換服務或娛樂自
由選
d. 需預訂指定 5G 旗艦手機。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e. Net+ 服務: 客戶將獲分配較多網絡資源及提高使用網絡之優先次序，從而提升客戶的流動數據體驗。
服務條款及細則：web.three.com.hk/tnc/191107/netplus_IDP_bundle_tc.pd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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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GB 本地數據包括(指定月費計劃之
基本數據每月 6GB 及合約期內之每月額外 9G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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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繼續提供「任用數據王」組合服務。
g. 當 5G 服務推出時，數據服務將自動提升至 5G 網路及 Net+合約期內每月享額外 100GB 本地數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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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條款及細則約束。
h. 以兩個同時提供$8,000 手機現金券的計劃比較，「pre-5G 早鳥限時優惠」（月費$538）較「5G 出機上
台計劃」（月費$638）每月節省$100；此外「pre-5G 早鳥限時優惠」更包括價值$147 的 Net+、4.5G 任
用數據王組合及自選娛樂增值服務，較「5G 出機上台計劃」包括價值$59 的自選娛樂增值服務每月節
省$88。「pre-5G 早鳥限時優惠」每月合計節省$188，36 個月合約期所節省的總額為$6,768（$188 × 36
個月）。
- 所有使用量須符合本公司服務使用政策及公平使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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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2 或瀏覽 www.three.com.hk 查詢。- 本公司保留以上優惠內容及限期之最終決定權。如
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a.

【完】
有關 3 香港
3 香港是領先的流動通訊服務營辦商，是目前本港唯一擁有橫跨 900 兆赫、1800 兆赫、
2100 兆赫、2300 兆赫及 2600 兆赫五個頻譜制式頻段的網絡商。3 香港透過覆蓋廣泛及先
進的 4G LTE、3G 及 2G 網絡，以「3」品牌為客戶提供尖端的數據、話音及漫遊流動通訊
服務，並與全球各地著名的供應商合作，引入嶄新的流動裝置和增值服務；配合遍佈全
港各主要地區的 3 香港 Wi-Fi 熱點，提供高速的無線上網服務。3 香港是和記電訊香港控
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15）的流動通訊業務，和記電訊香港控股為長江和記實業
（股份代號：1）集團成員。
有關 3 香港的詳情，請瀏覽 www.three.com.hk。
有關和記電訊香港控股的詳情，請瀏覽 www.hthkh.com。
傳媒查詢：
2128 3162
pr@ht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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