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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客戶熱線 : 3166 3333
www.three.com.hk

3G循環儲值咭
使用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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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打出第一個本地話音/視像電話

系統會發出短訊確認您的
儲值咭電話號碼

短訊：

啟用程序已完成

電話號碼：XXXX XXXX

儲值額：$XX

有效日期至：日日/月月/年年  23:59

查閱號碼：X

密碼：XXXXXX

現有儲值額

儲值咭有效日期

此號碼能讓您透過自動櫃員機或繳費靈

為儲值咭增值

此儲值咭賬 戶密 碼適 用於以其他電話
號碼致電1753 175。基於安全理由，
我們建議您以3手機到「3圖示目錄」內
客戶服務」更改密碼。

或

註：儲值咭於啟用後之有效期請參閱儲值咭封套。每次增值後，有效期會由增值日起計自動延長。

首次啟用程序
(適用於3G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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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戶查詢
• 致電1753 175並依照指示查詢電話

號 碼、儲 值 咭 餘 額 及有 效日期 等
資料；或

• 登入www.three.com.hk查閱儲值咭
餘額及有效日期；或

• 按 免 費
查閱餘額、電話號碼及有效日期等
資料；或

• 按 「3圖示目錄」內「客戶服務」
免費查閱餘額、用量、電話號碼及有效
日期等資料。

註：用量及賬戶其他資料只可透過「3圖示目錄」內
    「客戶服務」查閱。

增值方法
您可選擇下列方式為儲值咭增值，並可保
留同一電話號碼，其有效日期將會由增值
日起計自動延長。

1. 增值券 
 於任何一間3Shop或其特約經銷商

購買增值券：

• 按 (增值券上
16位數字密碼) ，無論身處
香港或外地均適用；或

• 致電1753 175，然後依照指示輸入。

2. 自動櫃員機 
 適用於提供「繳費易」/「繳費服務」

的「 銀 通 」/ 豐 / 生 銀 行 自 動
櫃員機。

3. 繳費靈」PPS服務
 致電「繳費靈」熱線18033或透過

網頁www.ppshk.com，和記電訊之
商戶編號「06」。

4. 電子增值券
 於7-11便利店或特約經銷商購買電子

增值券：

 按 (增值券上
18位數字密碼) 。

註：

• 透過自動櫃員機/「繳費靈」PPS增值，
請於「賬戶/客戶號碼」一欄，輸入電話
號碼及“查閱號碼”：

• 例：電話號碼為9123 XXXX，「查閱
號碼」為5則請輸入9123XXXX5。

• 有關查閱號碼，您可隨時以3手機進入
「3圖示目錄」內「客戶服務」查詢。

• 透過自動櫃員機/「繳費靈」PPS增值，
須時二個工作天，如增值少於$100，
有效日期將不會延長。

如若透過增值券增值，於每次成功增值
後，您會收到一段短訊，說明最新餘額及
增值後的有效日期以作參考。

增值程序已完成

電話號碼：XXXX XXXX

增值額：$XXX

新儲值額：$XXX

新有效期至：日日/月月/年年  23:59

查閱號碼：X

如若透過自動櫃員機/「繳費靈」PPS
增值，請按

或 「3圖示目錄」內「客戶服務」查詢
最新餘值及有效日期。

5. 上網增值
 透過網頁www.three.com.hk，您可

隨時以信用咭為儲值咭增值。以此方
法增值須時2個工作天，並須輸入6位
數字之儲值咭戶口密碼，您可以發送
一個空白短訊至503175查詢您的
密碼。

更改系統語言
儲值咭預設語言為中文/廣東話。

您可透過下列途徑更改儲值咭系統所
發出短訊通知及1753 175內話音指示
之語言。

中文/廣東話：

按

英文：

按

中文/普通話：

按

或

3圖示目錄」內「客戶服務」

精彩體驗一按即有
簡單而實用的概念，由我們的名字開始，
而且延續至您生活每一處。

如您使用3手機，您可直接按“3”鍵查閱
即 時 新 聞 或 享 用 多 媒 體 服 務。其 他
手 機 操 作 方法請 參 閱 個 別手 機 使 用
說明。

進入「3圖示目錄」選擇多媒體服務：

• 按 “ 3 ” 鍵 後出現「今日精 選」
頁 面。最 新 最 H o t 資 訊 及 服 務，
一覽無遺

• 亦可 再 選 擇「目錄」進 入「3 圖 示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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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頻道
•	追擊今期及即將	
上映電影介紹、	
預告片、影評及
HMV影片流行榜。		

•	即 時 購 買 電 影	
戲票，查閱各場
次放映時間及座
位位置，一切盡在	
掌握之中！		

•	嘉禾電影台精選猛片日日不同，讓您	
隨身帶備您的私人影院！				

•	仲有電影迷大優惠：每月送您免費	
電影戲票，戲票折扣及小食贈券！把握
機會免費睇好戲！

娛樂頻道
網羅至八on.cc娛樂	
消息、有線寬頻娛樂	
新聞、T V B 娛 樂	
節目/劇集精華重溫
及預告片段。

遊戲地帶
有 過 百 種 遊 戲	
選擇，包括動感、	
網絡、智力、趣味和
體育遊戲等。特別
推介3D動畫互動	
遊戲「V-g i r l TM —	
虛擬女友」，帶您	
隨時隨地進入求戀世界。

賽馬情報
讓您透過視像手機	
觀看賽馬直播及接
收最新賽事資訊，	
包括名家話音貼士、
賠率、賽果及派彩
等。更提供重溫昔日
的賽事片段以作賽事參考及分析。

由著名馬評家：張基、匡公、王若舜、	
蔡俊佳及高乘駿所組成 最強馬評家
陣容已經登陸3「賽馬情報」為馬迷	
提供最全面的賽馬分析及投注策略！	
助您穩操勝券！

尚有其他豐富內容，請瀏覽3網頁查詢	
www.three.com.hk

新聞提要
直播串流新聞頻道，	
全日2 4小時不停	
送上第一手國際、
中港台及財經新聞	
內容，讓您時刻緊貼
時事脈膊。

交通實況
以串流方式即時
提供港九新界各區
100個交通熱點的
路面情況。讓您於
出門前查看各主要
交通點，節省交通
時間。

投資理財
送上最新香港及	
國際財經資訊及	
專家評論，更備有	
多項個人化功能，
如：自設股票及指
數組合、到價提示及	
按時報價等，助您	
洞悉環球市場走勢，
把握投資先機。

音樂頻道
推出加強版音樂平台及多項全城獨家	
功能，音樂世界任您馳騁!

•	熱門推介－提供最新最HIT全首歌曲及
MV

•	超過60,000首歌曲任您聽

•	KKBOX－全亞洲首個音樂無限下載
iPhone	&	Android	app，網羅港台國際
最Hit歌曲及MV超過100萬首，俾您
最熱捧 未來新音樂平台用手機/電腦
無限聽無限睇，唔駛加錢、加double，
享受無拘束的跨平台新體驗！

•	Western Channel－全英語音樂頻道，
可無限次播放過百首精選歐美歌曲；	
更有不同類型的播放清單任您選擇，
可供連續播放

•	我的音樂庫－讓您就個人喜好，設定及
儲存多達100首歌曲

•	9 0 3移動樂壇－「903MMV」迷您	
音樂錄像及「叱 3首歌」迷您音樂	
節目任您睇

足球天地
獨家盡覽歐洲3大	
賽事 8 0 0 場精華	
片段，第一時間得
知歐洲各大聯賽及	
盃賽的賽事資訊。

3圖示目錄
唯有3盡覽最好玩視像內容，政經消閒娛樂一應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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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服務
話音/視像留言信箱
話音/視像留言信箱服務助您更靈活處理
來電。當系統收到新口訊時，將以預設的
短訊通知您，讓您把握每個重要來電。

1.	申請服務：
•	服務可透過3網站申請：按 進入	

3圖示目錄」內「客戶服務」

2.	收聽口訊及更改設定：
•	話音留言信箱：以話音通話致電	

或	

•	視像留言信箱：以視像通話致電	
或	

•	*32及*31代號只適用於香港。

•	服務申請將於4至�小時後生效。

•	服務以每月為單位，下期月費將於	
儲值咭餘值自動扣除。

•	當服務生效後，繁忙、無人接聽及
系統未能接通時之來電，將會預設
轉駁至您的話音/視像留言信箱。

3.	收費：
請參閱內附的「3G循環儲值咭 —	
服務收費表一」

	

全套來電轉駁及來電等候
1.	來電轉駁

使用方法(適用於本港或漫遊海外)：
•	所有來電
	 啟動： (電話號碼)	

	  

	 取消：	

•	繁忙
	 啟動： (電話號碼)	

	  

	 取消：	

•	無人接聽*
	 啟動： (電話號碼)	

	  

	 取消：

•	無系統
	 啟動： (電話號碼)	

	  

	 取消：

2.	來電等候*
啟動：

取消：

*	此功能不適用於視像來電

•	繁忙、無人接聽及無系統時之轉駁已	
預設至話音/視像留言信箱(如適用)，	
在一般情況下您並不需要自行轉駁。

•	如您希望於轉駁話音通話至其他	
電話後再將所有視像來電轉駁至	
視像留言信箱，請於轉駁話音通話後再
按**21*1963313131*24# 以設定
視像來電轉駁至視像留言信箱。

	 於上述情況下，如稍後以##21#  

取消來電轉駁，所有自行設定之話音及
視像轉駁亦將一併取消。

來電顯示(免費)

•	客戶可於香港及多個亞太、歐洲及	
北美洲國家/地區免費享用來電顯示	
服務，識別香港的重要來電。有關適用	
之國家/地區，請參閱本使用簡介於	
漫遊服務之國際來電顯示部份。

多媒體訊息及短訊服務
•	只須從手機「功能表」中選擇「編寫訊
息」，然後輸入訊息及收訊人之電話號
碼，再按 便可。

•	如發送國際訊息，請於收訊人之電話	
號碼前，加入 (國家編號)(地區	
字頭)。

註：

•	 除特別註明之服務外，其他均只適合於本地使用。

•	 有關代號及收費之詳情，請參閱3Shop內之單張
或瀏覽www.three.com.hk。

IDD國際話音及視像通訊
電話服務
3 G國際漫遊循環儲值咭用戶可享	
全球IDD001及IDD1968國際話音通訊	
服務。而	 IDD001國際視像通訊電話	
服務現已適用於致電大部份海外
3G網絡。覆蓋及收費詳情，請參閱	
www.three.com.hk之3G國際漫遊循環
儲值咭自動漫遊資料概覽。

致電方法：

按 / 或1968 (國家編號)	
(地區字頭)	(電話號碼)

•	此咭不能接聽由接線生轉駁(即接聽人
付款)的國際長途電話。

•	有關IDD收費詳情，請到各3Shop索取
單張或瀏覽www.three.com.hk。

漫遊服務
3G國際漫遊循環儲值咭用戶不單可享
一般話音、短訊、多媒體訊息及數據等
漫遊服務外，更可享視像通訊及3服務
漫遊服務。

漫遊服務包括：
•	可於123個國家及地區打出或接收話音
電話。

•	可於19個國家及地區包括英國、意大利
及澳洲等接收視像電話。	

•	可於支援相關服務的3G漫遊網絡撥
出視像電話，包括M1	 Singapore，	
3	Austria等。

註：	有關支援相關服務的3G漫遊覆蓋範圍及網絡商	
詳情，請瀏覽www.thre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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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 請於離港前為儲值咭進行首次啟用
程序，及為儲值咭增值至足夠金額或
購買足夠的增值券 。

• 您亦可把常用的手機號碼轉駁到此咭，
以方便親友與您保持聯繫。

覆蓋及收費

請參閱內附之「3G循環儲值咭 — 服務
收費表一」或瀏覽www.three.com.hk

海外使用說明
1. 申請服務：

按

2. 查閱餘值 /儲值咭電話號碼及
有效日期： 
按 (免費)

3. 增值：
請參考前頁之“增值方法”

4. 話音漫遊服務
於海外之致電方法

• 致電回港：
 按

(8位香港電話號碼)

• 致電當地電話：

 按
(漫遊當地國家編號)

(地區字頭)(電話號碼)

• 致電其他地區：

 按
(國家編號)(地區字頭)

(電話號碼)

• 當打出電話後，螢幕上將顯示：
 Await ring back ，系統會回撥
至您的手機，並以來電響鈴方式
通知您。當您聽到手機鈴聲響起，
請按 (通話收費於此時開始計
算，如對方未能接聽或線路繁忙，
客戶仍須繳付通話費)。您會聽到
系統之話音廣播，然後接駁至對方
的電話號碼。

• 如使用支援相關服務之網絡商如
中國 移 動、M1  S i n g a p o r e、
3 Austria、3UK、Spice Telecom 
(印度)等，可直接利用 撥號打出
視像/話音電話。

5. 視像通訊漫遊服務
 客戶現可在奧地利、澳洲、馬來西

亞、意大利、新加坡、日本、英國等3G
網絡之國家及地區，享用視像通訊
漫遊服務。有關覆蓋及收費詳情，請
參閱www.three.com.hk之3G國際
漫 遊 循 環 儲 值 咭 自 動 漫 遊 資 料
概覽。

於海外之致電方法

• 致電回港：
 按( 或當地國際直撥號碼)(香港

區號852)(8位香港電話號碼)

• 致電當地電話：
 按(地區字頭)(當地電話號碼)

• 其他地區：
 按( 或當地國際直撥號碼)(國家

編號)(地區字頭)(電話號碼)

6. 短訊漫遊服務
 短訊漫遊服務現已適用於大部份漫遊

國家及地區。

 有 關 覆 蓋 及 收 費 詳 情，請 瀏 覽
www.three.com.hk之3G國際漫遊
循環儲值咭自動漫遊資料概覽。

7. 數據漫遊服務
3G國際漫遊循環儲值咭客戶現可在
多個國家漫遊時享用多項數據服務，
包 括：多媒 體 訊 息、電 郵、3 服 務
漫 遊、漫 遊 資 訊 站 及 互 聯 網 等
服務。

註：

1. 是項收費為漫遊分組數據服務附加費，當中
並未包括相關服務之收費。

2. 是項收費是按數據用量以Kbyte計算，不足
1Kbyte亦會以1Kbyte收費。

3. 數據用量多少或會因客戶使 用之終端機
型號、使用程式及漫遊網絡設計之不同而
有所調整。如有任何爭議，將以和記電訊
系統記錄為準。

8. 漫遊預設來電轉駁 
3G國際漫遊循環儲值咭客戶如已
申請使用留言信箱服務，將可免費
享用漫遊預設來電轉駁服務。您的
留言信箱可在您漫遊時，繼續處理
所有未能接聽的來電，而您亦無須
支付國際長途通話費。此服務適用於
所有漫遊國家及地區。

9. 國際來電顯示
 即使身在海外，亦可輕鬆篩選來電。

• 國際來電顯示服務適用之國家 /
地區(需選用支援此服務的漫 遊
網絡)包括：中國、日本、澳門、馬來
西亞、毛里裘斯、菲律賓、新加坡、
台灣、南韓、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巴基斯坦、泰國、越南、奧地利、
比利時、丹麥、芬蘭、法國、德國、
意 大 利、荷 蘭、挪 威、波 蘭、
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國、
加拿大及美國。

• 有關支援此服務的網絡商詳情，
請瀏覽www.three.com.hk。

Print_3G U.Guide_3GMAN01_M1_C.in8-9   8-9Print_3G U.Guide_3GMAN01_M1_C.in8-9   8-9 6/15/11   12:09:53 PM6/15/11   12:09:53 PM



10 11

11. *101中文財經資訊
在大部分漫遊國家及地區，您均可
接收最新財經資訊，您亦可使用有關
代號設定股票或指數定時報價。

使用方法：
(5個位股票編號)

收費：“T”+ 漫遊短訊費

註：在一些漫遊地區因使用上述服務而接收
短訊，或會收取漫遊短訊服務附加費。
詳情請瀏覽www.three.com.hk之3G國際
漫遊循環儲值咭自動漫遊資料概覽。

12. 於海外設定漫遊網絡：
• 如需測試覆蓋範圍，可於手機上

按
(免費)，若收到儲值咭餘值的訊息，
即表示該地在覆蓋範圍內。

10. 國際來電轉駁
 您可把所有話音來電轉駁至大部分國際固網或手機號碼*，處理來電更方便輕鬆。

 服務收費：

來電轉駁類型 啟動方法 服務收費

所有來電轉駁 **21* IDD 001收費(由香港到轉駁號碼)

無人接聽來電轉駁 **61* 漫遊接聽來電收費 +
  漫遊打出電話收費   
  (由漫遊國家至轉駁號碼)

未能接通來電轉駁 **62* 漫遊接聽來電收費 +
(沒有網絡覆蓋)  漫遊打出電話收費
  (由漫遊國家至轉駁號碼)

未能接通來電轉駁 **62* IDD 001收費(由香港到轉駁號碼)
(關掉手機)

通話中來電轉駁 **67* 漫遊接聽來電收費 +
  漫遊打出電話收費
  (由漫遊國家至轉駁號碼)

* 除柬埔寨、迪戈加西亞島、印度、細埃、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及瓦利斯和富圖納群島，本服務適用於
所有IDD001覆蓋的國家及地區。

• 於漫遊時如需打出電話，請先取消來電轉駁功能。

海外漫 遊國家 /地區覆蓋情況將不時
更 新，恕 不 另 行 通 知， 客 戶 可 向
各 3 S h o p 索 取 宣 傳 單 張 或 瀏 覽
www.three.com.hk。

主要漫遊國家/地區編號

亞太區
中國 86

澳門 853

台灣 886

澳洲 61

印尼 62

馬來西亞 60

菲律賓 63

新加坡 65

泰國 66

歐洲
比利時 32

捷克 420

丹麥 45

芬蘭 358

法國 33

德國 49

希臘 30

冰島 354

意大利 39

荷蘭 31

挪威 47

葡萄牙 351

西班牙 34

瑞典 46

瑞士 41

英國 44

北美洲
美國/加拿大 1

非洲及中東
南非 27

埃及 20

中國主要城市地區字頭
*  如在中國國內致電其他城市，請在

地區字頭前先按“0”字。(致電身處之
城市除外)

安徽
合肥 551

北京
北京市 10

福建
福州 591

建陽 599

寧德 593

廈門 592

漳州 596

甘肅
蘭州 931

廣東
寶安縣 755

潮州 768

從化 20

東莞 769

佛山 757

廣州 20

海豐 660

惠州 752

江門 750

南海 757

番禺 20

汕頭 754

韶關 751

蛇口 755

深圳 755

順德 765

新會 750

湛江 759

肇慶 758

中山 760

珠海 756

廣西
桂林 773

柳州 772

南寧 771

欽州 777

梧州 774

陽朔 773

貴州
貴陽 851

海南
海口 898

河北
承德 314

石家莊 311

唐山 315

張家口 313

黑龍江
哈爾濱 451

河南
開封 378

洛陽 379

鄭州 371

湖北
漢陽 27

黃石 714

武漢 27

湖南
衡陽 734

岳陽 730

江蘇
南京 25

蘇州 512

無錫 510

揚州 514

鎮江 511

江西
景德鎮 798

吉林
長春 431

吉林 432

延吉 433

遼寧
大連 411

瀋陽 24

陝西
西安 29

延安 911

山東
濟南 531

青島 532

上海
上海市 21

四川
成都 28

重慶 811

天津
天津市 22

雲南
昆明 871

浙江
安吉 572

杭州 571

嘉興 573

紹興 575

象山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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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收費
• 本地電話：以每分鐘為計算單位，不足

一分鐘亦作一分鐘計算。

• IDD國際直撥長途電話：
﹣ IDD 001以每6秒為計算單位，而

IDD1968則以1分鐘為計算單位。
豁免IDD本地通話收費。

﹣使用國際話音及視像通話服務，須
繳付國際長途電話費用。

• 漫遊服務：漫遊收費將於您接聽系統
之回撥響鈴時開始計算；如在接聽後，
對方未能接聽電話或線路繁忙，有關
費用仍會於儲值咭剩餘之儲值額內
扣除。有關漫 遊收費詳情，請瀏覽
www.three.com.hk。

• 話音/視像留言信箱：使用儲值咭致電
話音/視像留言信箱，收費按本地/漫遊
之話音/視像通話時間計算。

• 全套來電轉駁服務：接聽轉駁至本地
電話號碼/留言信箱/視像留言信箱之電
話按本地之話音/視像通話收費計算。
而 有 關 接 聽 轉 駁 到 指 定 海 外電 話
號碼之IDD國際長途/電話收費詳情，
請瀏覽www.three.com.hk。

• 多媒體訊息及短訊服務：以每個發送
訊息計算。

• 流動數據：
﹣ 流動數據用量收費適用於手機電郵

程式應用，瀏覽3服務以外的網址，以
及無線數據器應用。

﹣ 數據服務(包括系統所需之資料傳
送)會以KByte計算，不足1KByte亦
會以1KByte收費。如有任何爭議，
將以和記電訊系統記錄為準。

• 內容收費：
 3圖示目錄/今日精選/每日快訊/服務

速連
﹣ 只收 看 每日快 訊 的 多 媒 體 訊 息

提示及服務速連，除非註明收費，否
則不另加收費。

﹣ 收費會顯示於您視像手機上所選取
的內容旁邊。如欲參閱各項內容之收
費詳情，請到3Shop索取《3G收費》
小冊子。

﹣ 指定內容另設內容套餐，收費詳情會
顯示於您視像手機上所選取的內容套
餐旁邊。

• 收費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每月/定期服務收費
• 下列服務收費將由客戶啟用儲值咭

開始，按月或定期於儲值咭之餘值內
扣除，直至儲值咭失效為止。

a) HK$2.5之政府流動電訊服務牌照及
行政費

b) 其他已申請之每月或定期服務費用

• 倘若您的儲值咭未有足夠餘值，儲值咭
服務將暫時停止。請增值以重新啟用
服務。

• 自行申請之月費服務/內容套餐如於
收費日未能於儲值咭賬戶內扣除費用，
該項服務將被取消，請於增值後重新
申請該項服務。

遺失或換領儲值咭
• 若儲值咭不幸被遺失，客戶將不會獲

補發新咭。

• 若儲值咭遭損毀或不能正常運作，請
攜同儲值咭到任何一間3服務中心補發
新咭。客戶於補發儲值咭時須繳交
手續費。

3香港服務使用政策
為 確 保 本 公 司 能 為 3 G 循 環 儲 值 咭
(「本服務」) 用戶提供高質素的服務，
本 服 務 受 此 “ 3 香 港 服 務 使 用 政 策 ”
所規範。

簡介

以下政策闡明何謂未經授權、不合理或
不適當地使用由3香港提供的各項通訊、
應用程式及內容服務 (「服務」)。本政策
適用於所有此等服務之客戶及用戶。如
違 反本政 策 而作出所 禁 止 之 用途 或
行動，則3香港可能暫時取消或終止客
戶已申請之有關服務，或立即採取必須
或合理的行動 (包括但不限於限制數據
傳輸流量及用量)，而毋須另行通知。
本政策並無意圖推翻或損害3香港就
其與客戶訂定之服務條款及細則所擁有
之權利。

被禁止之用途及行動
服務不可作以下用途：

(a) 任何非法活動或與其有關之活動；
(b) 侵害他人之權利，包括版權或其他

知識產權； 
(c) 下載、傳送或上載檔案過大、數量

過多的數據，或過度頻密地下載、
傳送 或上 載 數 據，或 以任 何方 式
影 響或可能 影 響 3 香港的 網絡或
服務表現，或不合理地妨礙或可能
妨礙其他客戶使用服務；

(d) 分發任何可能更改或破壞任何保安
系統，或危害或干擾任何網絡設施
或服務的正常運作的工具； 

(e) 傳送 或 上 載任 何屬於淫 褻、令人
反感、具侮辱性、具威嚇性、具侵擾性
或恐嚇性質的東西；

(f) 作轉售用途 (明確在客戶訂定之服務
條款及細則內准許者除外)；

(g) 傳送未經索要的商業訊息或內容。 

客戶不可：

(a) 披露任何3香港用以核證客戶身份之
個人身份代碼；

(b) 偽造任何傳送者或用戶的資料，或
使用任何工具來掩飾通訊致電者、
起始人的身份或起始點 (無論全部或
部份)； 

(c) 使用任何程式或任何通訊或數據傳
輸，以干擾任何服務或3香港網絡的
正常運作；

(d) 不合法地截斷或干擾以3香港網絡開
始或以3香港網絡終結而應以第三者
為目標的通訊；

(e) 使 用 任 何 工 具 更 改 或 破 壞 任 何
3 香港為其 服務、網絡 設 施及 / 或
內容所安裝的任何保安系統或其他
防護裝置。

修訂

3香港可隨時修訂本政策而毋須另行
通知，而有關修訂將於在3香港 網站
(http://www.three.com.hk)公佈後開始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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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G循環儲值咭的
客戶條款
1. 關於本《客戶條款》與你的協議

 1.1 客戶條款》是為讓你進入「3網絡」及
使用3服務而設之一般條款及細則。

 1.2 本《客戶條款》是我們的標準協議，連同
你同意的任何其他條款，均對你及我們
具約束力。有關標準協議的內容，可瀏覽
我們的網站www.three.com.hk。

 1.3 你 與 我 們 簽 訂 的 協 議 包 括 本《 客 戶
條款》和我們制訂的文件內所載的其他
條款以及你曾簽署的任何申請表格或
協議文本。我們也可能 會在你的手機
螢幕上顯示其他使用條款。

 1.4 本文件中，凡提及：

  (a) “我們”或“我們的”指經營3 Hong 
Kong品牌的和記電話有限公司；

  (b) “你”或“你的”指你，即我們的客戶；
及

  (c) “協議”，指你與我們簽訂有關提供
3服務的協議。

 1.5 此外，我們在本《客戶條款》第16條內
列 出 本 文件 中所 使 用 的 詞 語 之一 些
有用的定義。

 1.6 我們與你連線後，你的協議隨即生效。

 1.7 你的協議屬私人文件。除非我們向你
發出書面同意，否則，你一直有責任遵守
你的協議。即使你把你的手機、其他裝置
或智能咭給予其他人士，亦不能轉移你的
任何權利或責任予該等人士。

 1.8 本《客戶條款》並不涵蓋你在使用3服務
時與其他第三方所達成的任何其他購物
或服務。

2. 變更你的協議

 2.1  在符合第2.3款的規定下，我們保留權利
可變更、修訂、修改或取消你的協議內
任何條款及細則或在你的協議內增補新
的條款及細則。

 2.2 在符合電訊管理局公佈的任何牌照規定
或指引下，我們將按本文件第14條向你
發出有關變更、修訂、修改、取消或增補
任何條款及細則的通知。

 2.3 對於不利於你的任何條款及細則的變更、
修訂、修改、取消或增補，我們務必發出
不少於30日的事先通知。

3. 為你提供的服務

 智能咭及賬戶

 3.1 我們將為你開設一個賬戶，並向你提供
智能咭。除非你已向我們轉攜你原先的
手機號碼，否則，我們會給予你一個新的
手機號碼和其他服務號碼(如適用)。

 3.2 智能咭屬於我們的財物，我們可隨時因
提升、改進該咭的性能及/或在你的協議
終止時收回該咭。

 3.3 你不得以未被認可之方法擅自干擾或
容許任何其他人士擅自干擾你的手機、
其他裝置及/或配件，同時，不得複製或
容許任何其他人士複製智能咭中預先
設定的任何程式編製數據。

 3服務

 3.4 你的要求經我們批核後，一經連線便可
享用3服務為你提供的下列服務：

  (a) 自選服務；及

  (b) 只供年滿18歲或以上人士享用的既定
服務。

 3.5 3服務的詳情可參閱我們編印的《服務
指南》。

 3.6 你可透過3服務上載及傳送個人訊息。
你授權我們運用獲豁免專利權費用的
永久及全球性的牌照，為你儲存、傳送或
以其他方式處理你在使用3服務所上載的
任何內容。例如：假如你選擇使用「訊息
服務」中的POP3 polling功能，即表示
你已委任我們為你的代理人，為你提供
POP3 polling服務。

 3.7 我們可因應技術變更、服務已不合時宜、
推出嶄新或不同的產品功能、更換內容
供應商等因素，以及在有需要取消、取替
或改進內容時，不時更改或取消3服務中
某些或部分服務。

 3服務之限制

 3.8 我們力求時刻為你提供3服務。不過，
現時僅限於「3網絡」的覆蓋範圍內方可
接收3服務，在使用漫遊服務時，亦只能
有限度地享用3服務。此外，在「3網絡」的
覆蓋範圍內，你在某些地區或許只能接收
有限的3服務或無法享用3服務。

 漫遊時之限制

 3.9 當你身處 本港 某 些非「3 網 絡」覆 蓋
範圍內的地區時，又或是在「3網絡」的
覆蓋範圍內但處於無法接收的情況下，
系統將轉 為漫 遊模式。同時，我們在
某 些 國 家 內已 與 當 地 的 網 絡 商 達 成
漫遊安排，讓你身處海外時亦可享用漫遊
服務。

 3.10 你在使用漫遊服務時，或許不能使用所有
的3服務。

 漫遊時的法律責任之限制

 3.11 你如需在香港以外的國家或地區使用
3服務，在使用時或須遵循適用於當地
的法律規章及習俗。在此情況下，你有
責任確保所使 用之3服務並沒有違反
上述之法律規章及 /或習俗。倘你未能
遵循該等法律規章及/或習俗，我們毋須
就此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受干擾之3服務

 3.12 我們不能保證服務絕無瑕疵。在某些情況
下，你或會未能繼續使用3服務，或是訊息
未能傳送給你以致你無法接收訊息，又或
是服務質素受影響，例如：

  (a) 我們有必要對「3網絡」或3服務進行
升級、維修或其他工作；

  (b) 你如要享用本地或國際漫遊服務並
需從「3網絡」轉至其他供 應 商的
網絡時，或會未能維持原有的通話
服務及數據項目；

  (c) 基於我們無法控制的因素，例如你的
手機或其他裝置的性能或功能問題、
監管規定、容量不足、其他供應商和
內容供應商的服務中斷、其他通訊
網絡產生故障、天氣影響、受到高山、
隧道或其他實質障礙物引致的無線
電干擾現象；或

  (d) 當 你 身 處 香 港 以 外 的 地 區 或 非
3 網 絡」覆 蓋 範 圍 內 的 地區 時，

3服務的運作須依賴其他供應商的
網絡，這是非我們所能控制的情況。

4. 手機、其他裝置及配件

 在「3網絡」上使用手機及其他裝置

 4.1 在使用3服務時，你只可使用經我們批准
可在「3網絡」上使用的智能咭、手機或
其他裝置，並且在使用時須遵循相關的
法例或規例。

 4.2 倘若你將智能咭配合使用於未經我們
批准可在「3網絡」上使用的手機或其他
裝置上，你將不能使用所有或部份3服務。
此外，你必須接受你所使用之手機或其
他裝置於接收3服務時之所有限制，我們
將不會就此負上任何責任。除此以外，
你須確保此舉將不會引致「3網絡」有
任何損毀或干擾及/或對其他客戶於使用
3服務時造成任何方面的影響。

 4.3 你保證並聲稱你被授權及擁有使用與
智能咭有關的手機、其他裝置及/或配件
的合法權利。你進一步承諾，如因你違反
本4.3款規定而引致的一切直接與間接
損失、損害、賠 償、索償、索求、法律
程序、費用及收費，須對我們作出全數
的彌償。本4.3款的規定在本協議終止後
仍繼續生效。

 4.4 倘我們知悉或在合理的情況下懷疑你正
使用的智能咭及有關手機或其他裝置是
失物或遭盜竊，我們可暫停任何或所有
向你提供的3服務，或拒絕履行我們與你
的協議之責任。

 直接向3購買

 4.5 如你直接向我們購買手機、配件或其他
裝置，你會與我們簽訂一份購買上述
貨品的協議。對於凡是向我們購買的所
有貨品，我們均保有該等貨品的擁有權，
直至你全數繳清貨款為止。

 4.6 任何手機、配件或其他裝置一經交付予你
後，你將對此負上責任。在你全數繳清貨
款之前，如你損壞或遺失任何貨品，仍須
向我們全數支付該等貨品的價格。

 向其他零售商購買

 4.7 如你向我們以外的零售商(零售商包括
我們認可的任何經銷商)購買手機、配件
或其他裝置，你會與該零售商簽訂一份
購買上述貨品的協議，而我們並非該買
賣協議之任何一方。

 保用

 4.8 任 何 手 機 或 其 他 裝 置 的 性 能、品 質
及造工，可能受制於製 造商的規格及
保用證。

 4.9 除製造商在其保用條款內另行訂明外，
手機或其他裝置須符合下列條件才獲
保用：

  (a) 須 遵照製 造商或我們的任 何 商品
手冊或書面指引操作、處理及修理
手機或其他裝置；

  (b) 手機或其他裝置必須被你妥善儲存或
保養；及

  (c) 不會在未經我們事先書面許可下改裝
手機或其他裝置。

 4.10 手機或其他裝置的保用不適用於任何
舊的或二手貨品，也不保障因使用不當、
疏忽、濫用、把有關手機用於非原先設計
的用途上或用於不恰當的用途上所導致的
損害、失靈或失誤、或是正常耗損。

 4.11 倘你購買的手機、其他裝置或配件產生
故障或不能正常操作，你則有責任作出
維修或更換的安排，從而令你能繼續使用
3服務，所需費用由你自行承擔。

5. 你的義務

 5.1 你的智能咭、手機或其他裝置一旦遺失、
遭盜竊或受破壞，又或你已出售或送出
你的智能咭、手機或其他裝置，你仍須對
你的儲值咭賬戶內有關3服務的一切使用
量負責，直至你根據本《客戶條款》要求
我們暫停智能咭或終止你的協議為止。

 5.2 所有3服務之收費會根據我們所訂下之
收費標準，你有責任於使用3服務前查
詢有關收費標準。有關收費將會於你的
儲值咭賬戶內扣除。週期性收費將會
預先從你的儲值咭賬戶內扣除，儲值咭
賬戶所獲取之用量將會於指定期限後
自動取消。所使用之用量將根據我們的
網絡記錄並以此為準。

 5.3 儲值咭賬戶內所有餘額或剩餘之用量
皆不能退還、轉讓或贖回現金。於任何
情 況 下，包 括 遺 失 或 損 毀 智 能 咭，
所 有 儲 值 咭 賬 戶 剩 餘 之 金 額 皆不 能
退還或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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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儲值咭賬戶內須有足夠用量及 /或金額
方可使用3服務。然而，為免儲值咭被終
止，請於賬戶有效期限前替你的儲值咭賬
戶增值不少於所需服務之最低金額。如被
終止，儲值咭賬戶內之剩餘金額將會被自
動扣除。

 5.5 新增值後之金額或不能即時於儲值咭賬戶
內更新。建議你於金額不足或賬戶有效期
限前提早增值(視情況而定)。

 5.6 如你的儲值咭之用量及/或金額已全部被
扣除或不足，你將不能使用任何3服務。
此外，部份3服務或許不適用於儲值咭
用戶。

 5.7 我們不會提供賬單或月結單，唯不排除
你或會收到因你使用3服務購物或享用
服務，而經由其他服務供應商所發放之
賬單票據或月結單。你同意為你所選用之
服務負責，並悉數及獨自向我們因應上述
有關產品或服務之損失及損毀及任何第三
方向我們提出申索而作出彌償。

 5.8 我們保留向你收取因你以信用咭繳付
你的儲值咭賬 戶所需之合理費用。於
實行該費用前，我們會預先知會你有關
詳情及實施日期。

 5.9 你必須繳付香港政府及其他人士(包括但
不限於各隧道營辦商與地鐵公司)按你
使用3服務及(如適用)任何手機及/或其他
裝置而不時徵收的所有牌費，並依我們不
時指定的付款方式繳付。上列牌費及有關
行政費用將於儲值咭賬戶餘額內扣除。

 5.10 於使用個別3服務或內容前，我們會視乎
你所使用之服務或條款需要而可能要求
你承諾提供你的真確姓名、地址、年齡和
其他所有的事實資料。你須保證：

  (a) 你所提供的資料絕對真確；

  (b) 你已完全接受3服務及/或內容所列之
附加條款及守則。

 對你的PIN、密碼及智能咭加以保密

 5.11 你必須安全保管你的智能咭並加以保密，
如需更換或補領智能咭，我們會向你收取
費用。你確認你的智能咭是用以儲存你的
個人資料，例如你的地址簿和任何個人
資料。你的智能咭一旦遺失或遭盜竊，
即表示其他人士有可能在未經授權下得以
套取上述資料。

 5.12 你必須安全保管所有的PIN及密碼並
加以保密。一旦遭人擅自使用你的PIN或
密碼，你應立即更改任 何此等失誤的
PIN或密碼。

 5.13 凡任 何人士能說出你的PIN或密碼，
我們將容許該名人士得悉你的儲值咭
賬戶資料以及改動你的儲值咭賬戶或
3服務。

 負責任地使用3服務

 5.14 你僅可在下列情況下使用3服務：

  (a) 依你的協議內規定的方式使用；及

  (b) 僅供你個人使用，即是說，你不得轉售
或利用任何3服務、內容、手機或其他
裝置作商業用途。

 5.15 你不得獲取任何內容中的任何權利或
權益，亦不得發佈、發送或分發任何內
容予任何第三方或複製任何內容或使
用任何內容作商業、非法或不當用途。
若因你不履行此項義務而引致我們蒙受
的一切損失和損害以及因你違約而招致
任何第三方向我們提出申索，你須就此
對我們作出彌償。

 5.16 你不得使用3服務或容許任何其他人士
使用3服務作非法、不當、誹謗性質或
違法用途。例如：

  (a) 從事欺詐、刑事或其他非法活動；

  (b) 以任何方式侵犯另一人的權利，包括
版權或其他知識產權；

  (c) 複製、儲存、改動、另行發佈或另行
分發3服務或內容(例如鈴聲)，如你已
獲得我們的許可則不在此限；

  (d) 下載、傳送或上載容量過大、數量過
多的內容或過份頻密地下載、傳送或
上載內容，為其他使用者帶來不便；

  (e) 以任何方式違反任何保密或其他保
障措施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損害或干擾
3網絡」或其他人士的網絡或系統；

  (f) 在你所上載的檔案中，捏改或刪除
其軟件起始或軟件源中的任何作者
屬性、法律或其他正當通知或所有權
標記或標識或其他內容；

  (g) 在未得通話的另一方同意進行電話
錄音的情況下，使用你的手機記錄
任 何電話 對 話內容或以任 何方 式
發表錄音對話；

  (h) 設 立、使 用、複 製、下 載 或 提 供
3服務使用者或任何其他使用者的
任何目錄或其使用資料予任何人士或
機構，不管你是否因此獲金錢回報；
及

  (i) 傳送淫褻或令人反感的訊息或使用在
香港並非廣泛為人明白的語言。

 5.17 你 必 須 常 與 我 們 合 作，跟 從 我 們 的
合理指示，確保正確使用及加以保密你的
3服務與儲值咭賬戶。

 5.18 使用3服務時，你必須遵循香港的法律、
規章和習俗及其他地方適用的法律、
規章和習俗。

 負責任地使用訊息及儲存服務。

 5.19 使用「訊息服務」時，你不得傳送或上載：

  (a) 受版權保護的任何東西，除非你已
獲得版權擁有人的許可；

  (b) 非請求的大容量訊息或商業訊息或
其他未經授權的訊息，亦不得在知情
下傳送任何病毒；或

  (c) 任何屬於淫褻、令人反感、具侮辱性、
誹謗性質、具威嚇性、具侵擾性、
恐嚇性質的東西或其他違法的東西。

 5.20 在使用「訊息服務」來傳送推廣性質或
類似性質的短訊予任何人士(包括公司、
獨資經營者、合夥公司及其他法人團體，
不管此等人士是否正使用3服務或其他
服務供應商所提供的服務 )時，你同意
遵照《跨 網短訊守則》內的程 序進行
特別是：

  (a) 在未經有關人士的事先同意下，你不
得使用「訊息服務」來傳送推廣性質
或類似性質的短訊予任何人士；

  (b) 你須負責取得上述第5.20(a)款內所
指的同意，並因應我們的要求，向我們
出示證據證明已取得所需的同意；

  (c) 倘你違反第5.20(a)款的規定，傳送了
任何非請求的宣傳訊息，或我們若接
獲任何投訴，指出有關訊息源自你，
在此情況下，你須同意我們有權：

   (i) 在我們知悉有關訊息後，可停止或
拒絕傳送或發送有關訊息；

   (ii) 就我們接獲的任何投訴，要求你作
出回應，而你須於有關要求作出後
3天內給予我們書面回覆；

   (iii) 根據《跨網短訊守則》暫停由你
發放的所有短訊；

   (iv) 進行我們認為合適的調查；

   (v) 在有需要時，按我們認為合適的
做法，暫停向你提供全部或部分
的3服務。

 5.21 如 你 收 到 任 何 非 請 求 的 宣 傳 短 訊，
你有權針對發件人作出投訴。投訴可以
口頭、書面或電子方式提出。接獲投訴
後，我們會：

  (a) 蒐集並披露有關短訊的資料予相關
的流動網絡商，包括但不限於你的
手機號碼、接獲有關訊息的日期和
時間以及該等訊息的內容；及

  (b) 根據《跨網短訊守則》堵截該短訊
發件人的任何短訊。

 5.22 我們可限制3服務(如「訊息服務」或「儲存
服務」)的使用，例如：我們可限制訊息
容量或儲存空間。

 5.23 由於我們並無義務就你使用「訊息服務」或
儲存服務」進行監管，倘你超出我們設定

的使用上限或我們獲悉因你使用3服務而
對「3網絡」、我們的儲存容量或其他使用
者構成問題，我們可保留暫停你使用有關
服務的權利。

 負責任地使用既定服務

 5.24 如你是18歲以下的人士，則不可享用我
們專為年滿18歲或以上人士而設的既定
服務。如你是18歲或以上的人士並享用
此項既定服務，你不得向任何18歲以下
的人士顯示此項既定服務或將之發送予

18歲以下的人士。同時，如你允許任何
18歲以下的人士使用你的手機或其他
裝置，你必須確保該名人士無法接達
所述的既定服務。

6. 遺失、盜竊等

 6.1 你的智能咭一旦遺失、遭盜竊或受破壞，
你仍有責任繳付你的儲值咭賬戶內有
關3服務的一切費用。此外，儲值咭賬戶
內的任何剩餘金額將不獲贖回、退還或
轉讓。

 6.2 若智能咭遭遺失或盜竊，客戶將不獲
補發新咭。若智能咭遭受破壞，我們可
酌情處理，在我們認為合理可行的情況下
盡快向你補發智能咭，而我們亦會因應
情況向你徵收我們認為合適的費用。

7. 私隱聲明

 7.1 你有權確保我們只可根據你的協議及
我們的《私隱聲明》使用你的個人資料。
我們的《私隱聲明》會受我們在法律下
的義務所約束。

 7.2 你同意：

  (a) 我們可蒐集有關你如何使用3服務、
你的喜好、使 用3服務時的地點、
在你使用3服務時你所聯絡的人及
聯絡你的人等資料；

  (b) 我們可運用你的資料維持你的儲值咭
賬戶運作、為你提供3服務、讓你透過
「3網絡」通訊、收取你的付款，以及
避免欺詐情況和不當的使用；

  (c) 我們可向你發送有關3服務及我們的
產品資料，包括內容供應商的特別
推廣活動或優惠；

  (d) 我們可以監察並記錄你與客戶服務
部之間的電話對話，作培訓、提供
優質服務之用及按合約進行；及

  (e) 我們可與我們集團旗下的其他公司
共用你的資料，向我們或他們的夥伴
公司、聯屬公司、代理人、承辦商、或
可能繼承我們業務的人士提供你的資
料，其中或會包括香港境外的機構。

 7.3 對於我們就你的儲值咭賬戶所持有的
資料，你有權要求獲取此等資料進行
更新及更正。有關要求應以書面提出，
來信可寄往香港荃灣郵政信箱999號和
記電話有限公司資料保護主任收。對於配
合有關要求所招致的費用，我們就此保留
收取合理費用的權利。

 7.4 如你不希望收到任何推廣訊息、資料或
材料，應以書面通知我們，來信可寄往
香港荃灣郵政信箱999號和記電話有限
公司資料保護主任收。

 7.5 你確認當你在另一國家使用漫遊服務時，
在處理你的個人資料方面，或須遵循適用
於該國家的法律、規章及習俗。

 7.6 我們現行的《私隱聲明》可於我們的網站
www.three.com.hk內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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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們的知識產權

 8.1 3服務及內容中的所有權利(包括知識
產權)，均屬於我們或我們的特許來源，
如內容供應商。

 8.2 凡涉及3服務的“3”商標與其他相關形
象、標誌及名稱，均屬於我們集團的專利
標記。

9.  號碼分配與轉攜

 9.1 除電訊管理局公佈任何相反的指引或有
關牌照載有任何相反的條款外，就你的
協議下所發給或分配給你的任何號碼，
你不會獲得當中的任 何權利，包括但
不限於station A-call或私人傳呼專線號
碼或手機號碼，而我們可變更、撤回、更
改或重新分配任何此類號碼。除非任何
的變更、撤回、更改或重新分配是基於
3服務的終止或暫停或與此有關，否則，
我們在變更、撤回、更改或重新分配號之
前，將在合理及可行的情況下通知你。

 9.2 如你申請從任何其他的流動電訊服務
供應商營運的網絡中轉攜任何手機號碼
(“轉攜號碼”)到我們的「3網絡」：

  (a) 你須按現行的收費標準向我們繳付
不獲退還的手機號碼轉攜費用；

  (b) 如要取消有關申請，須在該轉攜號碼
啟動3服務之前，親身前往遞交申請
的地點辦理；

  (c) 基於任何原因致令申請不成，你可於
接獲我們的通知後7天內選擇：

   (i) 使用我們發給或分配給你的號碼
啟動3服務；或

   (ii) 依照第9.2(b)款的規定取消申請；
或

   (iii) 倘申請不成功是因為你所提交
的資料不足或不正確，則你可再
提交所有必需及正確的資料，
重 新 申 請 轉 攜 該 轉 攜 號 碼。
唯規定如下：

    • 如你於7天內不作出選擇，你將
被視為已取消有關申請。

    • 如你要求從「3網絡」轉攜手機
號碼，一經成功地從「3網絡」中
轉攜任何手機號碼後，你同意：

     (a) 所有手機服務及任何相關的
增值服務和漫遊服務(不論
是自動或手動的漫遊服務或
以個別智能咭形式提供的
漫遊服務)將即時終止，而任
何已繳的智能咭費用(不論
是漫遊或其他服務費用)亦
不會獲全數或按比例退還；

     (b) 除依你的協議終止外，由我
們提供給你現正使用的其他
服務(如有)將繼續生效；及

     (c) 你繼續使用的服務將不再
享有先前隨我們的手機服務
(如適用)一併使用而獲得的
組合優惠。此後，我們將會
對你繼續使用的服務按一般
標準收費徵收費用而不另行
通知。

10. 暫停3服務

 10.1 如發生下列情況，我們可依我們的酌情
決定暫停你的儲值咭賬戶或任何或全部
的3服務而不另行通知：

  (a) 你不履行你的協議內任何條款；

  (b) 儲值咭賬戶內之餘額未能達到週期性
金額或其他我們要收取之金額；

  (c) 我們在合理情況下相信你向我們提供
虛假或誤導的個人資料；

  (d) 我們相信你的智能咭已遺失或遭盜竊；

  (e) 我們接獲關於你的嚴重投訴，而我們
相信投訴屬實；

  (f) 我們須因應緊急服務的需要或其他
政府機構的規定暫停你的3服務；

  (g) 我們認為有必要保障3服務的水準或
3網絡」的穩定性；

  (h) 3網絡」或任何相關的設備產生故障
或需要進行改進或維修工作；

  (i) 根據我們的合理意見，認為出現或已
經出現擅自、違法、以欺詐手段或不
合理的方式使用3服務的情況或你在
使用3服務或任何相關的設備時正在
對或可能會對「3網絡」及/或有關設
備造成損害或干擾；

  (j) 儲 值咭賬 戶內之 餘 額未能 達 到由
我們所訂之最低金額。我們擁有對
上述金額之決定與更改權。

  (k) 我們有權終止本協議。

 你的所有儲值咭賬戶與3服務將暫停

 10.2 倘我們依本協議的允許暫停你的儲值咭
賬戶或3服務，則你的所有的儲值咭賬戶
與3服務將暫停。除非在我們合理酌情下
另有決定，否則，你仍有責任繳付在服務
暫停期間招致或應繳付的所有費用及
牌費。

11. 終止本協議與停止連線

 11.1 如你完全終止使用智能咭或你未能於賬
戶有效期限前，為你的儲值咭賬戶增值至
不少於所需服務之最低金額，你可終止
你的協議。

 11.2 我們可循下列途徑終止本協議：

  (a) 你完全終止使用3服務

  (b) 你未能於賬 戶有效 期限 前為你的
儲值咭賬戶增值至不少於所需服務
之最低金額。

  (c) 你不遵照我們就3服務的使用對你
作出的合理要求或不履行你的協議下
應履行的義務； 

  (d) 我們已依 照協議的允許 暫停 你的
3服務，而我們相信你做出嚴重的違
約行為或對任何違約行為未曾作出
補救；

  (e) 我們在合理情況下相信你與客戶服務
部或我們的任何認可經銷商或銷售
代理之間的溝通或你在使用3服務時
正危及我們的運作及「3網絡」或該
些溝通或你所使用3服務的方式不被
我們接受；或

  (f) 無網絡接達或無法提供3服務倘我們
無法接達其他供應商的網絡作提供
3服務之用，或我們無法再提供3服務，
又或是我們結業。

 你的所有儲值咭賬戶將於協議終止時結束

 11.3 倘我們基於第11.2款內的任何原因終止
你的協議，你的儲值咭賬戶及其他賬戶及
經由3服務申請之服務即告終止。

12. 本協議終止後的效力

 12.1 你的協議一旦終止，我們將結束你的
賬戶，而3服務亦停止連線，你將不能再
使用3服務。3服務停止連線後，任何預繳
的費用將被沒收。

 12.2 終止你的協議將不會影響在協議終止前
屬於你或我們現有的任何權利或法律
責任。

13. 法律責任

 我們的法律責任上的限制

 13.1 就3服務而言，我們對你應負的所有義
務已在你的協議內列明，唯本第13條內
另有條文訂明者除外：

  (a) 豁除關於3服務的所有其他條款、細則
及保證；

  (b) 對於我們或為我們工作的任何人士
如做任何事情或不做任何事情，我們
均毋須對你負上任何法律責任；及

  (c) 對於你因使用3服務、任何手機、其他
裝置或配件所引致、蒙受或與此有關
而引致、蒙受(不管是直接或間接的、
相應的、或有的，也不管是否可預見
的 )不論是任何性質的損失、損害、
申索 或 費 用，包 括 但不 限 於 任 何
收益、業務或盈利的損失、個人資料
或 數 據 流 失 或 訛 誤、商 譽 受 損 或
訛誤、不能傳送任何通訊、數據或
訊息等，在此情況下，我們、我們的
僱員及我們的內容供應商在任何方面
均毋須對你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d) 對於你或任何第三方在下列情況下
招致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我們、我們
的僱員、代理人或次承辦商均毋須

對你 或任 何第三方負 上法 律 責任
(不管是合約上的、侵權法下的或其他
方面的法律責任)：

   (i) 基於3服務的任何故障、延誤、
中斷、遺 漏或錯誤或與 履行你
的協議 有關的情 況，不論此等
故障、延誤、中斷、遺漏或錯誤是
否由我們或我們的僱員、代理人
或次承辦商的行為或不作為或
疏忽所引致；

   (ii) 基於某些非我們能合理控制的因
素而導致無法履行或延遲履行
你的協議或3服務或與此有關的
情 況，此 等因素包括但不限 於
天災、流行性疾病擴散、閃電、
火災、地震、暴風、水災或其他
自然 災害、迫 近 的戰爭威 脅、
暴動或其他的民眾抗命行為、
工業爭拗、停電、電話線路故障、
廠房或機械故障或失靈、政 府
限制、禁制或沒收。

 13.2 若法例隱含某些不能豁除、限制或修改的
保證或條件，在我們享有權利的範圍內，
我們的法律責任僅限於我們作出的下列
選擇：

  (a) 就貨品供應而言，我們須更換貨品
或供應同等的貨品、支付更換貨品或
購買同等貨品的費用、支付維修貨品
的費用或負責貨品的維修；及

  (b) 就服務而言，我們須重新提供服務或
承擔重新提供服務的費用。

 3服務—我們毋須負上責任的範疇

 13.3 如你因你的協議而向我們提出任何申索，
必須於有關的申索事件發生後一年內以
書面形式通知我們，否則，你將被視為已
放棄你的申索權利。

 13.4 在不損害上述條文的原則下，

  (a) 對於因不完整、失實、錯誤、遺漏、
誤述、傳送延誤或故障、任何訊息
或數據的傳達或儲存、任何訊息的
洩露、混淆或破壞所引致的或與此
有關所引致的任何費用、開支、損失、
損害或賠償，我們不承認對你或任何
人士的一切責任或法律責任；

  (b) 就提供3服務或任何手機或其他裝置
(包括但不限於任何手機、其他裝置
及「3網絡」在任何用途上的適用性、
品質標 準或性能)而言，我們不 被
視為給予任何條件、保證、作出責任
及法律責任的承擔；及

  (c) 對於交付或退回給我們進行維修保
養服務的任何手機或其他裝置，如
外觀上出現任何凹痕、刮痕或其他
損毀情況，又或出現數據流失的情況，
我們均毋須就此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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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在為你提供並讓你使用任何3服務或內容
時，我們並無向你提供任何性質的建議，
包括但不限於投資建議。對於載有投資
資訊的任何3服務或內容，我們並非傳達
邀請或誘使簽訂投資協議的訊息。

其他人士提供的內容與服務—我們毋須負上
責任的範疇

 13.6 你可透過使用3服務：

  (a) 上載、以電郵傳送或發送內容；及

  (b) 進入非由我們編輯的內容，並可選購
非由我們制定、挑選、修訂或可行使
控制權的貨品和服務。我們會為你
提供非由我們供應的內容，但我們
在這方面只是向你發送內容，因此，
我們在任何方面均毋須對任何此類
內容、貨品或服務負上任何責任或
法律責任，也不會承認任何此類內容、
貨品或服務。

 13.7 本第13條在本協議終止後仍適用。

14. 通知

 14.1 若已在我們的網站www.three.com.hk
內列載有關資訊或我們直接透過適當
渠道與你通訊，在此情況下，我們將視
你已接獲我們的資訊。適當渠道包括以
電話、多媒體或文字訊息與你儲值咭賬戶
之電話號碼聯絡。

15. 其他條款

 15.1 除另行議定外，你的協議構成你與我們
之間在3服務上的完整及獨有的聲明。
你的協議取代你與我們之間在3服務上的
所有不論是口頭或書面的諒解文件或先前
的協議以及所有的陳述或其他通訊。

 15.2 倘你或我們延遲採取或不採取行動強制
執行我們各自在本協議下的權利，不會
阻礙你或我們稍後採取行動。

 15.3 你須同意，倘我們因你而須強制執行你的
協議而導致我們蒙受的一切損失、損害或
開支，你須就此對我們作出彌償。

 15.4 對於看來是你或代表你的簽署或標記是
否真確或是否已獲授權，並無條文規定
我們須加以驗證。我們會根據你以儲值
咭賬戶使用3服務並因你本我們已通知
對條款及守則上之變更、改動、修改、
刪除或新增後仍繼續使用3服務而表示
你已無條件地接受條文。凡在你的協議內
出現的任何獲授權的簽署人印鑑、公司
印鑑、私人印章、簽署或標記即可代表
你的簽署，而我們不可撤銷地獲授權可
依據看來是由你簽署或代表你簽署的
任何表格、信件或文件。

 15.5 本協議內的任何條款一旦失效或不能
依法強制執行，將不會影響其他條款。
我們可以法律上有效的類似條款取代任何
在法律上不再生效的條款。

 15.6 如有任何人士同意繼續履行本協議下我們
的義務，我們可向其轉讓或轉移你的協議
下我們的權利和義務。如未經我們事先的
書面同意，你不得轉讓或轉移你在你的協
議下(不管是全部或部分)的權利和義務。

 15.7 在本協議下，我們不行使或延遲行使
任何權利、權力或補救方法，又或我們行
使其中任何單一或部分的權利、權力或
補救方法，並不表示我們放棄此等權利、
權力或補救方法。本協議內訂明的權利、
權力或補救方法是累積的，且不排除法律
下的任何權利、權力或補救方法。

 15.8 我們給予你的任何寬免、優惠或額外時間
僅限於特定的情況，不會在任何其他方面
影響我們在本協議下的權利。

 15.9 本協議受香港法律規限(不包括該協議與
法律原則的抵觸)，你須接受香港法院非
獨有的司法管轄權管轄。

 15.10 本協議以中、英文書寫，而中、英文文本
均具有同等效力。

16. 定義

3網絡」：
指我們的附屬公司和記電話有限公司所擁有或
營運的流動電訊網絡與其他系統，目的是為你
提供3服務。

3服務：
指我們提供的服務，包括但不限於我們根據你
的協議同意向你提供的內容、「訊息服務」、
儲存服務」、只供年滿18歲或以上人士享用的

既定服務和自選服務。

配件：
指任何電池、電池充電器、針筆、手機套、汽
車套件、輕便免提裝置、智能咭消耗品(須定期
更換的物品)或可配合手機或其他裝置使用的
任何其他物品。

賬戶有效期限：
指不時由我們決定的一段時間，期間你未能為
你的儲值咭賬戶增值至所需的最低金額而導致
你的儲值咭賬戶被終止。

既定服務：
服務指南》內指定由我們或內容供應商只提供

予年滿18歲或以上的客戶之任何3服務。

費用：
指接達及使用3服務所徵收的費用。費用包括
(但不限於)按期收取的固定費用、使用費、賬戶
行政費用、取消費用、連線及重新連線的費用、
政府牌費、因向你追收欠款或追收你的協議下
任何到期款項所招致的特殊費用、或我們不時就
提供任何3服務而公佈或編印的其他收費。

連線：
指我們讓你接達3服務的程序。「與你連線」、
連線工作」、「重新連線」所指意思相同。

內容：
指使用3服務時可接達的任何數據、資訊、圖像、
圖形、視像/話音內容、應用程式、可下載的檔案
或其他多媒體內容。

內容供應商：
指我們以外的負責供應內容的人士。

客戶服務部：
指我們旗下樂於為你解答疑問的服務隊伍。
如要聯絡他們，可致電3162 3333或發送電郵至
feedback@three.com.hk。

停止連線：
指我們停止讓你接達3服務的程序。「停止與你
連線」所指意思相同。

手機：
指經我們認可可使用於「3網絡」及可接達3服
務的手機。

香港：
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跨網短訊守則》：
指2001年12月3日訂立的短訊服務營辦商之
間的業務守則，此守則可由各簽署方不時予以
修訂、補充。

牌照：
指由電訊管理局發出之營運「3網絡」及提供
3服務的牌照。

訊息服務」：
指《服務指南》內指定的任何3服務，讓你接達、
傳送或接收訊息，包括但不限於郵件、傳真、
文字、數據、圖片或視像訊息。

自選服務：
指你向我們申請並經我們批准後才可使用的
任何3服務。

其他裝置：
指經認可可使用於「3網絡」及可接達3服務的
任何設備(例如電腦或電子手帳)、數據咭或裝
置，但不包括手機。

其他供應商：
指我們以外的流 動電訊網絡商或其他網絡
供應商，而我們須使用他們的網絡為你提供
3服務。

PIN：
指我們發給你或你指定的任何個人辨認號碼，
唯有使用正確的辨認號碼方可接達3服務或你的
賬戶或對你的賬戶進行任何改動。

儲值咭賬戶：
指關於我們為你而設的所有記錄，包括你的
個人賬戶資料、你的儲值咭詳細記錄、你的
流動電話號碼、你使用的3服務、你的剩餘金額
及通話時間及你的賬戶有效期限。

私隱聲明》：
指我們現行的聲明，詳列我們會向你蒐集的
資料類別，以及我們將如何運用及分享該等
資料。我們可不時修訂此聲明，有關內容可
瀏覽我們的網站www.three.com.hk。

漫遊服務：
指當你身處某些非「3網絡」覆蓋範圍內的地區
時，或處於無法接收「3網絡」的情況下，你使
用其他供應商的流動網絡接達某些或全部的
3服務。漫遊服務包括「本地漫遊服務」，指你
在香港使 用其他供 應 商的 流 動網絡漫 遊，
還有「國際漫 遊服務」，指你在海外使用其
他供應商的流動網絡漫遊。「漫遊」一詞的
意思相同。

服務指南》：
用以介紹我們現有的3服務。我們可不時予
以 修 訂 ， 其 內 容 可 瀏 覽 我 們 的 網 站
www.three.com.hk。

儲存服務」：
指《服務指南》內所述的能為你提供「3網絡
儲存容量的任何3服務，供你儲存使用3服務時
所接達的內容。

暫停：
指我們臨時停止連線不讓你接達3服務的程序。
凡提及「暫停」一詞，所指的意思相同。

智能咭：
指由我們提供的咭(包括儲值咭)，配合手機或
其他裝置使用可讓你接達3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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