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香港開賣 iPhone 14 系列
買機折扣高達$8,000
推出「守機寶」三大保障 月費只需$39
爆 Mon 寶|手機網絡保安|手機資料轉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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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 700MHz 頻譜，提供穿透力特強的廣域覆蓋
5G SIM 月費$228，享 iPhone 14 系列淨機折扣$1,500
5G 組合月費$598 送$8,000 折扣，換購 iPhone 14 256GB 只需$199，兼送「3Care
BowtieGo 營養 See 計劃」連一次身體檢查，貼心照顧客戶健康
推出「守機寶」服務，精心設計三大保障，為新機提供全面守護，奠定
淨機之王，超越全行」地位

香港，2022 年 9 月 16 日 — 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和記電訊香港控股；股份代
號︰215）旗下 3 香港，今天於銅鑼灣 3Supreme 旗艦店舉行 iPhone 14 系列開賣活動，讓
已預訂的客戶第一時間取得期待已久的心頭好，同時宣佈推出極具吸引力的計劃，出
機折扣高達$8,000！
全城矚目的 iPhone 14、iPhone 14 Pro 及 iPhone 14 Pro Max 今天正式推出，新機支援穿透力
強的 700MHz 頻譜，而 3 香港早前已率先宣佈啟動 700MHz 頻譜基站，為客戶提供穿透力
特強的廣域覆蓋。此外，為方便已預訂的客戶可以第一時間取得新機，3 香港特別安排
全港 4 間 3Supreme Shop 提前於早上 8 時營業，其餘門市亦提早於 9 時營業。
首批早鳥客戶 齊集銅鑼灣 3Supreme 旗艦店出機
3 香港早前推出的早鳥優惠大受歡迎，於開賣日特別邀請搶得$6,000 淨機折扣的首批早
鳥客戶到銅鑼灣 3Supreme 旗艦店出機，超額完成當日保證新機 14 日內到手的承諾，並
贈送 MOMAX 禮品包以答謝支持。
5G SIM 月費$228 享 80GB 本地數據及$1,500 淨機折扣
配合 iPhone 14 系列推出，3 香港推出一系列出機計劃，讓果粉們可以最優惠的價錢選購
新機。現時選用月費$228 的 5G SIM 月費計劃，可享每月 80GB 本地數據及$1,500 淨機折
扣，用作購買 iPhone 14 系列淨機即減$1,500。
$598 組合計劃送$8,000 折扣 換購 iPhone 14 256GB 只需$199
此外，3 香港亦推出全新 5G 組合計劃，月費$598 享每月 300GB 本地數據，兼送$7,500 手
機現金券及 25,000 易賞錢積分（價值$500），有關積分可作現金折扣購買手機，或免
費換取總值高達$1,343 的 iPhone「星」級裝備，折扣總值$8,000！以 iPhone 14 256GB 為例，
淨機價只需$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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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折加購 Apple Care+及送贈「3Care BowtieGo 營養 See 計劃」連一次身體檢查
出機客戶更可以 8 折加購 Apple Care+，以優惠價錢為 iPhone 14 系列提供完善保護。
選用$598 月費計劃的客戶，更可免費獲贈原價每月$59 的「3Care BowtieGo 營養 See 計
劃」，該計劃為客戶提供全面營養資訊，包括 8 次一對一營養師諮詢、無限次以
WhatsApp 獲取營養師建議，以及一次身體檢查（建議零售價：$2,400），助客戶達至飲
食均衡，照顧客戶對健康的需求。
月費計劃
本地數據
合約期
手機折扣
易賞錢積分
特別優惠

$228
80GB
26 個月
$1,500

$388
$228
$388
$598
200GB
60GB
180GB
300GB
26 個月
28 個月
28 個月
28 個月
$1,500
$2,500
$2,500
$7,500
現有客戶可額外多享$500
15,000
25,000
15,000
25,000
25,000
8 折加購 Apple Care+
送 3Care BowtieGo 營養 See 計劃（只限$598 月費計劃）

*須另繳每月$18 行政費。
奠定「淨機之王，超越全行」地位 頭炮推出「守機寶」服務
配合 iPhone 14 系列登場，3 香港推出「守機寶」服務，精心設計三大保障，為 3 香港客
戶的新機提供全面守護，配合即將推出的其他創新優惠，奠定「淨機之王，超越全行」
的地位。「守機寶」優惠月費$39，包括三項服務：
•

爆 Mon 寶：客戶可享每年一次熒幕更換服務，部份型號更同時支援熒幕及機背
玻璃更換，而每次更換熒幕或機背玻璃，3 香港會提供高達$1,000 墊底費。

•

手機網絡保安：特有程式為客戶測試裝置被攻擊的機會，同時會偵測 Wi-Fi 連線
的安全，並提供可疑程式警告，為裝置提供深層保護。

•

手機資料轉移服務：將舊手機內的聯絡人、行事曆、相片及影片等資料，由舊
手機轉移至新手機，服務支援不同平台裝置，於轉移期間 3 香港不會儲存有關
資料記錄，過程安全快捷。

有關 3 香港 iPhone 14 系列月費計劃詳情，請瀏覽 web.three.com.hk/plans/flagship/、致電銷
售熱線 1038 或留意 Facebook 專頁@threeHK 的最新公佈。
【完】
有關 3 香港
3 香港是領先的流動通訊服務營辦商，致力在 5G 新世代轉型為數碼營辦商，為個人及
企業客戶提供多元化的流動通訊服務、物聯網及 5G 方案，推動新經濟生態圈的發展。
3 香港分別以 3Supreme、3 及 MO+品牌，糅合金融科技、視像點播、電玩和音樂等應用
程式，為不同需求的客戶提供尖端的數據及漫遊服務。
此外，3 香港亦與不同行業的夥伴合作，為企業度身訂制一站式方案，服務涵蓋網絡、
流動裝置、專業顧問諮詢、項目執行及技術支援，協助企業透過流動解決方案提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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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效率及競爭力。3 香港亦透過「3 智城」計劃，與初創公司及環球企業合作，為企業
及個人客戶開創各種應用場景，加快開拓及推廣涵蓋流動商務、資訊科技、物聯網及
大數據的商業和企業方案，以提升大眾及企業市場的客戶體驗，推動香港成為智慧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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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香港
公司事務部
pr@hthk.com
2128 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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