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one 5G 服務啟動 網絡覆蓋全港至廣
帶動香港智慧城市發展
(香港，2020 年 5 月 26 日) SmarTone 今天正式在香港推出 5G 服務，帶來極速 5G 網
絡，於室內室外提供至廣覆蓋。SmarTone 5G 亦為不同客戶群及企業推出一系列創新
5G 服務及應用。配合高競爭力及具彈性的 5G 服務計劃，SmarTone 致力為客戶提供
全城最佳的整體 5G 網絡體驗。
SmarTone 5G 建基於其強勢的 LTE 網絡及採用愛立信領導業界的動態頻譜共享技術
(Dynamic Spectrum Sharing)，令其 5G 網絡可於短時間內於全港提供至廣的覆蓋，並
無縫連接 4G 及 5G，為用戶帶來快穩順的體驗，並可減低電池耗電量。
SmarTone 採取結合高、中、低頻譜的方式，於香港建構一個領先業界及穩固的 5G
網絡。3.5GHz 頻段將陸續於全港鋪設，並會針對在人流較多及繁忙地點採用，以提供
充裕的網絡容量，支援需要高頻寬的 5G 應用。SmarTone 5G 網絡於推出時，會覆蓋
至廣的室外地點、熱門的室內地點，及主要路段和高速公路。
SmarTone 總裁葉安娜女士表示：「SmarTone 非常高興能夠為本地電訊業建立新的
里程碑，並為香港消費者帶來最佳 5G 網絡體驗。5G 憑著極速和超低時延的特點帶來
無限潛力，惠及消費者和企業，以推動香港智慧城市發展。我們深信，憑藉
SmarTone 至廣的 5G 網絡覆蓋及具競爭力的月費計劃，客戶將能享受到由 SmarTone
帶來的最佳 5G 體驗。」
SmarTone 5G 月費計劃具競爭力且非常靈活，客戶可根據其用量需要選擇升級。每月
港幣 398 元，可享 80GB 本地數據、2GB 大灣區漫遊數據及內地手機號碼，另可按需
要隨時申請額外附屬 SIM 咭。高用量客戶亦可選擇逐月以每月港幣 80 元升級無限 5G
數據，速度為 5Mbps。「數據智滾存」服務讓客戶將每月用剩的數據累積滾存，可滾
存高達 500GB 本地數據及 10GB 大灣區數據。而即日起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前登記
5G 服務計劃的客戶，更可於合約期內享每月額外 20GB 本地數據優惠。
為慶祝 5G 服務推出，SmarTone 特別推出 Samsung S20 系列 5G 智能手機限時優惠，
新客戶合約期內可享 4 個月月費港幣 298 元^，餘下合約期內月費港幣 398 元，體驗
100GB 5G 本地數據*、2GB 大灣區漫遊數據及內地手機號碼，更可以高達港幣 2,100
元折扣優惠購買 Samsung S20 系列 5G 智能手機。

SmarTone 5G 為不同客戶帶來多項創新的應用程式及更佳的視像會議、AR／VR、遊
戲和娛樂體驗：
● 聲話同步視像通話：
o 透過流暢穩定的 5G 視像通話來進行遙距會議、與親友視像見面、或學生網上
學習。
o 現有 5G 月費計劃客戶更可享「FREE 住傾」服務，免數據任用 Microsoft
Teams 及 Zoom 視像通話。
● 擴增實境及虛擬實境體驗：
o 喜歡寵物的朋友可用 SmarT AR 程式自己設計可愛 3D 虛擬寵物，帶入現實世界
拍下互動時刻。另外，客戶可於 SmarTone 指定門市挑戰全港首個多地點實時
AR 機械人射擊遊戲，享受 5G 帶來的低時延極致遊戲體驗。
o 引入唯一榮獲「iF 傑出設計獎」的 4K VR 一體機；另推出「VIVEPORT Infinity
Annual」配 VR 一體機的娛樂組合優惠價。
● 王者打機體驗：
o 與大熱線上遊戲《傳說對決》達成獨家夥伴合作，機迷可獲得 SmarTone x
《傳說對決》特別遊戲角色造型及虛擬寶物、與 3D AR 遊戲人物互動，更可享
免數據盡情打《傳說對決》。
o 推出「爆機王牌」組合，讓機迷升級至較優先網絡次序，體驗極速極穩打到完
場。
● 頂級娛樂體驗：
o 獨家優先觀賞 hmvod 最新 4K 電影。
5G 的高速、低時延和泛連接為各行各業的企業創造無限可能。SmarTone 一直與不同
企業夥伴及初創合作，共同建構 5G 生態圈。為鼓勵創新，SmarTone 於 2017 年成立
Innovation Hub，並於去年舉辦以「5G 智慧城市」為題的 SmarTone Hackathon。
SmarTone 一直與建築、醫療、酒店、物業管理、零售及運輸等行業的企業緊密合作，
推動 5G 數碼轉型。透過在建築地盤建立 5G 基站並結合獲獎的 SmartWorks 方案，工
地管理人員和建築師就能夠採用建築資訊模型 （BIM）檢視備有豐富視像內容的 3D
建築模型；以虛擬桌面基礎架構（VDI）使用數據密集的電腦系統和雲端應用程序；
及以電腦輔助設計（CAD）實時監察工地的現場操作。加上擴增實境（AR）技術，將
虛擬的建築設計在真實的工地場景中呈現，增加準確性及工作效率。

SmarTone 的企業網絡安全團隊也為企業提供全面方案，從人手、流行及技術三方面
（PPT）防止及檢測 5G 時代存在的網絡安全威脅。
SmarTone 歡迎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最新推出的「鼓勵及早使用 5G 技術資助計劃」
幫助企業加快部署其 5G 計劃，為香港智慧城市發展鋪路。SmarTone 為此設立熱線
2155 3322 及電郵 aef@smartone.com 為有意使用 5G 的企業提供專業建議和支援。
為讓大眾親身體驗 5G 服務，SmarTone 將於 6 月起在 APM、國際金融中心商場率先
設立 5G 體驗平台，讓市民率先試玩。

有關詳情，請瀏覽 SmarTone 網站：5g.smartone.com/tc/5G/

###

SmarTone 5G 服務計劃：
月費

$398

5G 本地數據用量

100GB*

漫遊優惠
5G 本地數據增值
(無合約 Flexi 逐月計)
「數據智滾存」
(Data 用到盡，用剩留番之
後用)

送 2GB 大灣區數據
(中國內地及澳門)

+

中國內地號碼

$80/月 無限
或
(速度不高於 5 Mbps)

$50/10GB

本地數據
高達 500GB

大灣區數據
高達 10GB

+

本地通話分鐘

無限

附屬 SIM 咭
(主 SIM 咭及附屬 SIM 咭
共享本地及漫遊數據用量
及
本地通話分鐘)

第 1 張︰ +$120/月
第 2-4 張： +$120/月 (每張額外送 50GB/月 5G 共享本
地數據)

合約期

24 個月

條款及細則：^於即日起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推廣期」)，客戶選用指定 5G 服務計劃及同時於門市以指定機價購買指定智能手
機方可享 $640 特別回贈 (即$160 x 4 期)。月費$298 乃根據指定 5G 服務計劃原價月費 $458，於合約期內當中 4 個賬單月內每月
扣除總共$160 特別回贈計算得出。合約期內其餘之賬單月將收取已扣減指定合約優惠後之月費$398。
* 於推廣期內，客戶選用指定 5G 服務計劃 (80GB)，可於合約期內享每月 20GB 額外本地數據優惠。
 $2,100 折扣是基於客戶選用指定 5G 服務計劃合約，並以 $8,898 購買 Samsung Galaxy S20 Ultra (512GB) ( 建議零售價:
$10,998) 計算得出。

優惠只適用於新客戶上台、現有客戶加開新號碼或指定現有客戶並選用指定服務計劃合約，須簽約 24 個月及繳付每月$18 之行政
費。客戶須預繳月費及行政費。優惠及服務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參閱 smartone.com。

SmarTone 增值服務收費：
免費三個月^
•

爆機王牌 (月費港幣 38 元)

•

hmvod (月費港幣 48 元)

•

VIVEPORT Infinity Annual (月費
港幣 69 元)

免費*
•
•

「FREE 住傾」(月費港幣 18 元)
SmarT AR

條款及細則：^ 客戶需簽訂 12 個月期限合約以享有免費 3 個月。爆機王牌只適用於已選用指定 5G 服務計劃之客戶。VIVEPORT
Infinity 年方案之免費 3 個月優惠只適用於同時購買指定 VR 頭戴式顯示器。
* 客戶選用指定 5G 服務計劃，可於合約期內享此優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