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飛常大灣區』4G 服務計劃 1                                                    1 個月費，中港澳 3 地數據共享# 

24 個月合約 1 限時推廣價 1 $88 $128 $178 $268 $338 

限時優惠月費 
攜號轉台客戶尊享 - 豁免首 3 個月月費 

新客戶尊享 - 豁免首 1 個月月費 

數據用量(包括本地及漫遊數據) 1GB 3GB 6GB 10GB 20GB 

攜號轉台尊享額外數據獎賞 - - 2GB 5GB 5GB 

其後本地數據用量 

本地無限數據用量^ 

^當每月使用的數據用量超過該月服務計劃所包含的本地數據用量，數據服務仍可繼續而傳輸速

度最高為 128kbps 及不適用於網絡分享(tethering)及點對點(P2P)功能(包括 Bit-Torrent 等)。 

本地通話(分鐘) 2,000 3,700 無限任用 

額外優惠 1 豁免每月$18 行政費 

4.5G 全速本地服務計劃 1                                                                     4.5G 全速本地數據* 

24 個月合約 1 限時推廣價 1 $118 $148 

限時優惠月費 
攜號轉台客戶尊享 

- 
豁免首 3 個月月費 

新客戶尊享 豁免首 1 個月月費 

本地數據用量 12GB 20GB 

其後本地數據用量 

本地無限數據用量^ 

^當每月使用的數據用量超過該月服務計

劃所包含的本地數據用量，數據服務仍可

繼續而傳輸速度最高為 128kbps 及不適用

於網絡分享(tethering)及點對點(P2P)功能

(包括 Bit-Torrent 等) 

送贈 500MB 大灣區(中國內地及澳門)  

FUP 無限數據 +送贈 1GB 大灣區(中國內

地及澳門)  

數據漫遊組合 

本地通話(分鐘) 無限任用 

額外優惠 1 豁免每月$18 行政費 

*本地 4.5G 數據服務以中國移動香港 4.5G 網絡提供，如客戶在香港身處 4.5G 數據服務覆蓋以外地區，中國移動香港仍會透過 4G/3G/2G 網絡為客戶提供服務。使用

4.5G 數據服務須配合指定型號流動裝置使用。實際的網絡服務會受服務地點、網絡情況、網絡覆蓋範圍、硬件、軟件及其他因素而有所影響。 

1 只適用於新號碼或𢹂帶號碼轉台選用指定服務計劃並承諾最少使用服務期 12/24 個月之企業員工客戶。 

2 以上優惠月費計劃必須於企業客戶辦理上台手續時出示員工證或員工名片，香港身份證及住址證明正本（有效期必須為三個月內）。 

3 須受其他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向客戶服務經理聯絡。 

4 優惠的條款及細則以簽訂之合約為準。就以上服務內容、收費及上述優惠，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簡稱“中國移動香港”）有權隨時更改或終止而恕不另行通知。如

有任何異議，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簡稱“中國移動香港”）保留最終決定權。 

 

 

 

客戶經理：Miss Owen Chiu Tel. : 9204 8272 Email：owenchiu@hk.chinamobile.com 

優惠期至 : 31/12/2018   

政府機電監工技工 

工職員協會限定優惠 

攜號轉台MNP額外優惠 

1. 超市禮劵$200/300/400 

2. 漫遊話音賬額回贈$200 

mailto:owenchiu@hk.chinamobile.com


 

 

 

 

 

 

 

 

『飛常環球』服務計劃 1                                             1 個月費，全球 101 個指定國家/地區數據共享# 

24 個月合約 1 限時推廣價 1 $378 $578 $678 

限時優惠月費 
攜號轉台客戶尊享 豁免首 3 個月月費 

新客戶尊享 豁免首 1 個月月費 

數據用量 (包括本地及漫遊數據) 6GB 10GB 20GB 

攜號轉台尊享額外數據獎賞 2GB 5GB 5GB 

101 個指定國家/地區包括 

香港、中國內地、澳門、台灣、日本、南韓、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卡塔爾、沙特阿拉伯、阿富汗、 

以色列、科威特、越南、柬埔寨、巴基斯坦、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俄羅斯、

阿爾巴尼亞、安提瓜、巴布達、阿魯巴、奧地利、百慕達、比利時、英屬處女島、保加利亞、開曼群島、克羅地亞、開曼群

島、克羅地亞、捷克、丹麥、埃及、薩爾瓦多、愛莎尼亞、斐濟、芬蘭、加納、希臘、危地馬拉、圭亞那、海地、匈牙利、

冰島、愛爾蘭、拉脫維亞、立陶宛、盧森堡、馬耳他、摩爾達維亞、諾魯、荷屬安的列斯、挪威、巴布亞新幾內亞、波蘭、

葡萄牙、塞爾維亞、波蘭、葡萄牙、塞爾維亞、斯洛伐克、聖吉提斯及尼夫斯、聖盧西亞、瑞典、湯加、特克斯和凱科斯群

島、瓦努阿圖、蒙古、羅馬尼亞、土耳其、荷蘭、瑞士、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汶萊、孟加拉、約旦、缅甸、南非、墨西哥、

摩洛哥、巴西、智利、古巴、阿根廷、哥倫比亞、印度、老撾、馬爾代夫、毛里裘斯、尼泊爾、巴拿馬、祕魯、斯里蘭卡、

摩納哥 

本地通話(分鐘) 無限任用 

額外優惠 1 豁免每月$18 行政費 

『飛常亞洲』服務計劃 1                                               1 個月費，亞洲指定 31 個國家/地區數據共享# 

24 個月合約 1 限時推廣價 1 $278 $418 $518 

限時優惠月費 
攜號轉台客戶尊享 豁免首 3 個月月費 

新客戶尊享 豁免首 1 個月月費 

數據用量(包括本地及漫遊數據) 6GB 10GB 20GB 

攜號轉台尊享額外數據獎賞 2GB 5GB 5GB 

31 個指定亞洲國家/地區包括 

香港、中國內地、澳門、台灣、日本、南韓、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卡塔爾、 

沙特阿拉伯、阿富汗、以色列、科威特、越南、柬埔寨、巴基斯坦、汶萊、孟加拉、約旦、缅甸、土耳其、 

蒙古、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印度、老撾、馬爾代夫、尼泊爾、斯里蘭卡 

本地通話(分鐘) 無限任用 

額外優惠 1 豁免每月$18 行政費 

*本地 4.5G 數據服務以中國移動香港 4.5G 網絡提供，如客戶在香港身處 4.5G 數據服務覆蓋以外地區，中國移動香港仍會透過 4G/3G/2G 網絡為客

戶提供服務。使用 4.5G 數據服務須配合指定型號流動裝置使用。實際的網絡服務會受服務地點、網絡情況、網絡覆蓋範圍、硬件、軟件及其他因素

而有所影響。 

1 只適用於新號碼或𢹂帶號碼轉台選用指定服務計劃並承諾最少使用服務期 12/24 個月之企業員工客戶。 

2 以上優惠月費計劃必須於企業客戶辦理上台手續時出示員工證或員工名片，香港身份證及住址證明正本（有效期必須為三個月內）。 

3 須受其他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向客戶服務經理聯絡。 

4 優惠的條款及細則以簽訂之合約為準。就以上服務內容、收費及上述優惠，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簡稱“中國移動香港”）有權隨時更改或終止

而恕不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異議，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簡稱“中國移動香港”）保留最終決定權。 

客戶經理：Miss Owen Chiu Tel. : 9204 8272 Email：owenchiu@hk.chinamobile.com 

優惠期至 : 31/12/2018   

政府機電監工技工 

工職員協會限定優惠 
 

攜號轉台MNP額外優惠 

1. 超市禮劵$200/300/400 

2. 漫遊話音賬額回贈$200 

mailto:owenchiu@hk.chinamobile.com


 

 

 

 

 

『飛常大中華』4G 服務計劃 1                                                    1 個月費，中港澳台 4 地數據共享# 

24 個月合約 1 限時推廣價 1 $128 $178 $228 $348 $418 

限時優惠月費 
攜號轉台客戶尊享 

- 
豁免首 3 個月月費 

新客戶尊享 豁免首 1 個月月費 

數據用量(包括本地及漫遊數據) 1GB 3GB 6GB 10GB 20GB 

攜號轉台尊享額外數據獎賞 - 2GB 5GB 5GB 

本地通話(分鐘) 2,000 3,700 無限任用 

額外優惠 1 豁免每月$18 行政費 

 
*本地 4.5G 數據服務以中國移動香港 4.5G 網絡提供，如客戶在香港身處 4.5G 數據服務覆蓋以外地區，中國移動香港仍會透過 4G/3G/2G 網絡為客

戶提供服務。使用 4.5G 數據服務須配合指定型號流動裝置使用。實際的網絡服務會受服務地點、網絡情況、網絡覆蓋範圍、硬件、軟件及其他因素

而有所影響。 

1 只適用於新號碼或𢹂帶號碼轉台選用指定服務計劃並承諾最少使用服務期 12/24 個月之企業員工客戶。 

2 以上優惠月費計劃必須於企業客戶辦理上台手續時出示員工證或員工名片，香港身份證及住址證明正本（有效期必須為三個月內）。 

3 須受其他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向客戶服務經理聯絡。 

4 優惠的條款及細則以簽訂之合約為準。就以上服務內容、收費及上述優惠，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簡稱“中國移動香港”）有權隨時更改或終止

而恕不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異議，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簡稱“中國移動香港”）保留最終決定權。 

 

客戶經理：Miss Owen Chiu Tel. : 9204 8272 Email：owenchiu@hk.chinamobile.com 

優惠期至 : 31/12/2018   

政府機電監工技工 

工職員協會限定優惠 

 

攜號轉台MNP額外優惠 

1. 超市禮劵$200/300/400 

2. 漫遊話音賬額回贈$200 

mailto:owenchiu@hk.chinamobil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