銷售附件-中國電信 CTExcel「校園棒棒糖」

「校園棒棒糖」計劃之特點
高速穩定 4G 網絡 4G LTE 全速香港本地數據 + 其後無限數據用量
其後無限流量

「少糖級」8GB 香港本地數據; 其後無限 (最高 128kbps)

安心預算

「半糖級」20GB 香港本地數據; 其後無限 (最高 128kbps)
「全糖級」35GB 香港本地數據; 其後無限 (最高 128kbps)
（使用服務期間，可按個人用量隨時升級至「全糖級」計劃）
「校園棒棒糖」計劃(合約期 12/24 個月): 優惠價值約 HK$1,320 起
[免]行政費$18/月(價值: HK$216 起)
[免]「一卡多號」增值服務之「中國內地流動電話號碼」月費$18/月(價值: HK$216
起)
[送] 每月贈送$18 特惠 IDD 致電中國內地: 100 分鐘(價值: HK$216 起)

「校園棒棒糖」計 [送]每月贈送中國內地/澳門/台灣「數據漫遊 Day Pass」。少糖級用戶每月贈送 2
劃

日；半糖級用戶每月贈送 4 日；全糖級用戶每月贈送 6 日

「校園棒棒糖」計劃(合約期 24 個月): 優惠價值約 HK$2728 起
[免]合同期内免 1 個月月費

【專屬渠道客戶專享】-「校園棒棒糖」計劃(合約期 24 個月):
[送] 專屬渠道客戶一次性「流動服務獎賞」回贈。少糖級一次性回贈$100；半糖
級一次性回贈$200；全糖級一次性回贈$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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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棒棒糖」計劃之年付優惠(合約期 12 個月 一次性付款)
少糖級 $88 x 12 = $1056
半糖級 $128 x 12 = $1,536
全糖級 $208 x 12 = $2,496

年付優惠價$900
年付優惠價$1,300
年付優惠價$ 2,000

【專屬渠道客戶專享】-「「校園棒棒糖」計劃之年付優惠(合約期 24 個月 一次性
付款)
少糖級 $88 x 24 = $2112
半糖級 $128 x 24 = $3,072
全糖級 $208 x 24 = $4,992

年付優惠價$1700
年付優惠價$2,400
年付優惠價$ 3,700

中國電信 CTExcel「校園棒棒糖」計劃 (港幣$)
「校園棒棒糖」[備註 1]

少糖級

半糖級

全糖級

$88

$128

$208

12/24 個月
合約

[備註 10]

基本
（1） 免 1 個月月費

（1） 免 1 個月月費

（1） 免 1 個月月費

（2） 額外一次性回贈

（2） 額外一次性回

月費
24 個月合約 （2） 額外一次性回贈
$100
年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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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年

$200

$1,300/年

贈$300

$2,000/年

2

(12 個月合約)
雙年付優惠
(24 個月合約)
香港本地數據
(4G LTE) [備註 6]
香港本地通話（分鐘）

$1,056/年

$1,536/年

$2,496/年

$17,00/年

$2,400/年

$3,700/年

$2,112/年

$3,072/年

$4,992/年

8GB

20GB

35GB

(其後無限最高 128kbps)

(其後無限最高 128kbps)

(其後無限最高 128kbps)

1,000

無限

無限

【送】2 日/月

【送】4 日/月

【送】6 日/月

「數據漫遊 Day
Pass」: 中國內地/澳
[條款及細則 1]

門/台灣

【免】每月$18

行政費
「一卡多號」增值服

【免】「中國內地流動電話號碼」月費 ($18/月)
務

[備註 11]

IDD 優惠[

【送】致電中國內地: 100 分鐘($18/月)

備註 8]

額外香港本地數據[

＄40 / 1GB

備

註 9]

數據漫遊[條款及細則 1]

已預設啟用「數據漫遊」及「數據漫遊 Day Pass」服務

話音漫遊[條款及細則 1]

已預設啟用「語音漫遊」服務
來電待接及來電暫待功能: 免費
電話會議功能: 免費

話音增值服務[條款及細則

來電轉駁功能: 免費

2]

來電號碼顯示: 免費
基本留言信箱服務: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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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 IDD 收費外，須另加本地通話費（以每分鐘計算）。

注意: 如果將「香港數據及話音儲值卡體驗版」之香港流動電話號碼轉用「校園棒棒糖」計劃 - 少糖
級/半糖級/全糖級，儲值卡內所有未用完之金額及服務將自動於月費計劃生效日作廢。

短訊服務
身處

短訊

香港
中國內地

收費
免費

接收短訊

其他國家/地區**
發送短訊至香港本地號碼

$0.5/短訊

發送短訊至中國內地號碼

$1.8/短訊

發送短訊至澳門號碼

$1.8/短訊

發送短訊至其他國家或地區號碼

$1.8/短訊

發送短訊至香港本地號碼

$0.5/短訊

發送短訊至中國內地號碼

$1.8/短訊

發送短訊至澳門號碼

$1.8/短訊

發送短訊至其他國家或地區號碼

$1.8/短訊

發送短訊至香港本地號碼

$0.5/短訊

發送短訊至中國內地號碼

$1.8/短訊

發送短訊至澳門號碼

$1.8/短訊

香港

中國內地

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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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送短訊至其他國家或地區號碼

$1.8/短訊

發送短訊至香港本地號碼

$3/短訊

發送短訊至中國內地號碼
其他國家或地區**
發送短訊至澳門號碼
發送短訊至其他國家或地區號碼
**身處其他國家/地區接收或發送短訊服務:覆蓋漫遊服務之國家或地區及網絡技術會不時更新，恕不另行通知，最新詳情可瀏

覽官方網站 www.ctexcel.com.hk。

網站支援以下在线支付方式：

網站支付方式[備註３]

-

Visa Card

-

Master Card

-

Paypal

-

UnionPay

-

Alipay

-

AlipayHK

-

WeChat Pay

1. 此中國電信 CTExcel「校园棒棒糖」計劃提供數據漫遊及話音漫遊服務。
2. 有關本產品或服務之條款及細則和收費詳情，請瀏覽 www.ctexcel.com.hk
3. 數據服務或會受不同因素影響，包括流動裝置、身處之地點/環境、網絡狀態等。
4. 中國電信國際有限公司(「中國電信國際」)有權更改相關之條款及細則，恕不另行通知，並有權更
改或終止任何優惠。
5. 如有任何爭議，中國電信國際將保留一切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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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客戶須承諾最少使用服務 12/24 個月。
「校園棒棒糖」計劃之「少糖級」基本月費為$88、
「半糖級」
基本月費為$128 及「全糖級」基本月費為$208。承諾 24 個月合約期之客戶，可獲贈一個月月費
豁免, 將於第 23 個月豁免。承諾 24 個月合約期之專屬渠道客戶，將額外獲贈「流動服務獎賞」, 以
扣除客戶賬戶內之流動服務相關費用，少糖級獲贈「流動服務獎賞$100」
，半糖級獲贈「流動服務
獎賞$200」，全糖級獲贈「流動服務獎賞$300」
。
「一個月月費豁免」以及「流動服務獎賞」不可
兌換現金及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合約期後「校園棒棒糖」計劃將回復當時之原價收費。「少
糖級」月費為原價$108/月、
「半糖級」月費為原價$158/月、
「全糖級」月費為原價$258/月。
（免
除每月$18 港鐵、隧道、流動電話服務牌照及行政費。）
(2) 「校園棒棒糖」計劃之「年付優惠」數量有限。
「少糖級」之「年付優惠」年費为$900、
「半糖級」
之「年付優惠」年費為$1,300、
「全糖級」之「年付優惠」年費為$2,000。合約期後「校園棒棒糖」
計劃將回復當時之原價收費。（如適用）
(3) 「校園棒棒糖」計劃只接受合資格人士辦理，並須提供有效證明文件。合資格人士分為三類：（a）
持有有效學生證/學生逗留簽注/學生手冊/新學年的正式取錄通知書之本地或海外院校之全日制學
生；
（b）持有效工作證件，直接受僱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教育局」
）以及其認可之所有院校
的教職員、校長、註冊教師或一般職員；（c）由申請上台當日计算，在 2017-2020 年 3 年內畢業
於本港大專院校的畢業生校友，並持有有效畢業證書/成绩單的校友（可證明就讀時間）。
(4) 符合優惠資格的人士须以香港身份證或有效護照（使用護照適用於學生尚未獲得香港身份證的情
況）作为上台证件，第(3)點中合資格人士必須同時提供上述相關之證明文件作服務計劃申請。如
學生未年滿 18 歲，欲上台選擇「校園棒棒糖」計劃，可提供有效之學生證/學生逗留簽注/學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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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新學年的正式取錄通知書，並使用父母或監護人的有效身份證明文件代為申請上台。
(5) 選擇「校園棒棒糖」計劃之「年付優惠」的非香港本地學生，若暫未獲得香港身份證或其他所需文
件，在持有學生有效證明文件的情況下，可提供護照作為上台登記之證件，並在指定限期前提供其
他所需文件，否則服務將無法開通。
(6) 首 8GB/20GB/35GB 香港本地數據傳輸速度最高為香港本地 4.5G 流動數據服務，最高速度可達
42Mbps，用途不受限制。使用達 8GB/20GB/35GB 之後仍可繼續使用數據服務，數據傳輸速度
將調至最高為每秒 128kbps，數據服務或會受不同因素影響，包括流動裝置、身處之地點/環境、
網絡狀態等。在香港本地使用流動數據服務時，計算單位為每 100KB 為計算單位；使用量不足
100KB 亦作 100KB 計算。

➢

當客戶在香港本地使用流動數據服務時，將自動從服務計劃中扣除用量。

➢

流動服務計劃內所包含之使用量只供該賬單月內使用，餘額不能累積至下一個賬單月，並會
於該賬單月自動被取消。

➢

如果使用服務計劃以外的服務，用量將按實際使用計算費用。

(7) 客戶可以透過中國電信 CTExcel 之網站 www.ctexcel.com.hk，選擇使用預先登記的信用卡來設置
自動付款。
(8) 「IDD 長途電話通話費」及「國際漫遊通話服務」按照目的地通話費計算，通話量按每分鐘為計算
單位，通話不足一分鐘亦作一分鐘計算，收費以每一分鐘為計算單位。
(9) 「額外香港本地流動數據」使用量或其他地區/國家以每 100KB 為計算單位；使用量不足 100KB
亦作 100KB 計算。「額外香港本地流動數據」收費以每 1GB 為收費單位。其使用量按中國電信國
際的網絡報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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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客戶如於合約期內終止服務，需繳付餘下合約期之服務費。
(11) 用戶需同時遵守中國電信 CTExcel「語音漫遊」服務之條款及細則、中國電信 CTExcel「數據
漫遊 Day Pass」之條款及細則及中國電信 CTExcel「中國內地漫遊語音服務」之條款及細則。
(12) 有關每個月贈送中國內地/澳門/台灣「數據漫遊 Day Pass」優惠，服務生效第一個月不足一個月
亦可獲贈 2/4/6 日中國內地/澳門/台灣「數據漫遊 Day Pass」
，如用戶於合約期內每個賬單月內未
使用免費之中國內地/澳門/台灣「數據漫遊 Day Pass」
，將自動取消，恕不另行通知。
(13) 有關合約期內每月免$18 致電中國內地 100 分鐘之 IDD 優惠，服務生效第一個月不足一個月亦可
獲贈 100 分鐘致電中國內地優惠，如用戶於合約期內每個賬單月內，若有任何剩餘的 IDD 優惠分
鐘致電中國內地，將自動取消，恕不另行通知。
(14) 有關合約期內每個月免$18「一卡多號」增值服務之「中國內地流動電話號碼」之優惠，服務生
效第一個月不足一個月亦可豁免「中國內地流動電話號碼」每月$18，如用戶於合約期內每個賬單
月內未使用免費之「一卡多號」增值服務，將自動取消，恕不另行通知。

中國電信 CTExcel「校園棒棒糖」計劃之條款及細則:
(1) 本流動通訊服務受中國電信國際於香港本地提供之 2G、3G 或 4G 網絡所覆蓋（視乎可用情況而
定），如果客戶在 4.5G 網絡的覆蓋範圍內，最高速度為 42Mbps。實際速度可能受到多種因素影
響，包括所使用的流動裝置、所在地點的信號強弱、身處之環境、設備配置、網絡狀態等。
i.

客戶需要於申請中國電信 CTExcel「校園棒棒糖」計劃時同時開通「IDD 國際長途電話服務」
及漫遊(數據及通話)服務，客戶有可能需要為開通服務作出擔保，如繳付按金、以自動轉賬
方式付款、以自動轉賬/信用卡方式付款等。客戶可隨時透過 www.ctexcel.com.hk 登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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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TExcel」線上自助平台或 24 小時客戶服務熱線（+852）57499868 申請關閉或開通
漫遊服務。
ii.

當客戶到訪中國內地、澳門或其他國家/地區，手機將會自動搜尋並鎖定中國電信國際於當地
合作的網絡供應商，以提供使用流動數據漫遊服務。有關之指定當地合作網絡供應商將不
時修訂或變更，恕不另行通知。

iii.

客戶於非指定地區（包括航空漫遊、海事漫遊及衛星漫遊服務）使用流動數據漫遊服務所產
生之費用，將按標準流動數據漫遊用量計算。

iv.

流動數據漫遊可用於網絡分享(tethering)及點對點(P2P)功能(包括 Bit-Torrent 等)。

(2) 「增值服務」免費優惠的有效期為服務生效日起至合約期內第 12/24 個月之賬單最後截數日為止。
客戶如在合約期/優惠期後繼續使用「增值服務」，須繳交當時之服務費用。中國電信國際保留隨
時更改或終止免費優惠之權利。若終止優惠，會以書面或短訊通知客戶。每次語音通話、IDD 長途
電話、漫遊語音服務及「增值服務」之通話收費按每分鐘為計算單位。通話不足一分鐘亦作一分鐘
計算。其使用量按中國電信國際的網絡報告計算。
i.

當客戶使用「來電待接及來電暫待」或「電話會議」功能時，需要繳付所有同時接聽或暫待
中之通話;通話收費將按每段已接通之電話通話時間作獨立計算，收費會按本地通話費計算，
或於月費計劃中所包含之通話分鐘扣除(如適用)。 如其中之通話為 IDD 長途電話，則須繳
付 IDD 長途電話服務費。

(3) ii. 如客戶透過「來電轉駁」功能，將來電轉駁至非香港電話號碼，則會對接通電話收取相關之 IDD
長途電話通話費當流動數據服務中斷時，該數據通信段落可能會間歇性結束及重新連接（例如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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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或離開 WiFi 網絡、開啟或關閉飛行模式、進入或離開無網絡覆蓋的地區等）
，將按既定之數據
使用單位收費（或扣除服務計劃內提供之數據用量）。
(4) 本流動通訊服務計劃申請一經確定，服務將於 7 個工作天後開始生效，承諾之服務計劃合約期將於
服務生效日起開始計算。如需要於合約期內將服務計劃升級，用戶可以在每月賬單截數日前 7 個工
作天於 CTExcel 官方網站提交申請，最快可於下一期賬單日首天正式開始使用新的服務計劃，升級
後之「合約期」將重新由新服務計劃之生效日起計算。
(5) 客戶如於合約期內轉用月費較低的「流動通訊計劃」或終止服務，將當終止合約，而客戶同時需繳
付提早終止服務費用。不論你因任何原因在合約期屆滿前選擇終止服務，你必需於 30 天前提出終
止服務通知及繳付承諾之合約期內剩餘之所有服務月費，所有剩餘之回贈金額或其他優惠（如有）
將即時取消，不予退還。
(6) 中國電信國際可自行決定為客戶免費更換因正常損耗造成損壞的 SIM 卡。在下列情況中，中國電
信國際將向客戶收取電話卡之更換費用$100 一張：
(a) 由於客戶使用不當、疏忽或故意損壞造成的損壞；或
(b) 客戶遺失或被盜。
(7) 如果遺失 SIM 卡，客戶可以聯繫中國電信國際，我們可以通過符合通訊事務管理局相關政策和要
求的特定程式來驗證客戶的身份。在中國電信國際確認客戶身份資訊後，客戶可以要求取消遺失的
SIM 卡，並更換新的 SIM 卡。客戶遺失 SIM 卡須自行承擔相關風險，並且不影響有效期的計算。
(8) 有關本流動通訊服務或其他相關之收費詳情，請瀏覽 CTExcel 官方網站 www.ctexcel.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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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可選額外收費之服務組合，每月自動延續服務。如欲取消額外收費之服務組合，用戶可以在每月服
務賬單截數日前 1 個工作天於 CTExcel 官方網站或通知客戶服務人員，最快可於下一期賬單日首
天正式取消服務。
(10) 對於使用不相容或經改裝的 SIM 卡所造成的任何損失，中國電信國際概不負責。
(11) 如有任何原因導致本流動通訊服務合約終止，客戶將有機會無法保留原有的手機號碼。
(12)

中國電信國際有權更改上述條款和細則，恕不另行通知，並有權更改或終止任何優惠。

(13)

計算之貨幣均以港幣為計算單位。

(14) 當流動數據快將用完時，客戶會收到相關用量之短訊提示。客戶可透過 www.ctexcel.com.hk 額
外選購流動數據，並於下一期賬單開始前使用。任何剩餘之流動數據用量不能累積至下一個賬單
月，當數據用量用完時，流動數據服務會被暫停或以月費計劃內所指定之限制速度繼續提供服務。
有關本地流動數據用量的短訊提示或網上查詢，可能與實際使用量有所差異，申請/取消額外流動
數據服務可能有時間、傳遞、或收發失誤，中國電信國際不會對此承擔任何責任。有關實際用量及
收費，請參閱下期賬單。
(15) 上述所顯示之服務生效日期只供參考，實際生效日期將按照系統正式生效日期為準。
(16) 客戶一經簽訂本「銷售附件」
，即表示客戶確認及同意本銷售附件內所提及的內容和相關之條款及
細則將成為「銷售及服務合約」之一部份。客戶於「銷售及服務合約」及「銷售附件」中所選購之
一切服務均受相關之條款及細則所約束。

補充文件:
「銷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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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本公司證明已收妥上述之文件，確認已細閱及同意本「銷售及服務合約」及「銷售附件」內所列
之「條款及細則」
，並受其約束。

同意及接納

客戶簽署(公司蓋章, 如適用)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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