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marTone 5G 配合「爆機王牌」  機迷盡享極速極穩打機體驗 

聯乘大熱手遊《Garena 傳說對決》推「爆機傳說任務」送巨獎 

   
(香港，2020 年 7 月 14 日) SmarTone 5G 創先「動態頻譜共享技術」(Dynamic 

Spectrum Sharing，DSS)，帶來極速和全港覆蓋至廣的 5G 網絡，更與大熱手遊

《Garena 傳說對決》聯乘推出獨家「爆機傳說任務」，讓機迷盡享極速極穩打機體驗。

誠邀全城機迷齊做任務贏取《Garena 傳說對決》獨家角色人物造型、虛擬寶物及 5G

大熱手機等豐富禮品。SmarTone更為機迷裝備爆機優勢，以優惠價帶來 5G「爆機王

牌」增值服務。 

 
「爆機傳說任務」是 SmarTone與《Garena 傳說對決》及 Advokate合作推出的期間

限定任務遊戲活動，推廣期為即日起至 8 月 31 日。玩家只要每月登入活動平台*做任

務賺取傳說幣，系統便會於每月最後一日，結算所得幣數來發放相應虛擬寶物，當中

包括《Garena 傳說對決》的經典限定造型、排位保護卡禮包、以及魔法水晶等。而於

終極結算日前賺取最多傳說幣及總累積得出最高排名則可贏取終極大獎** — 首三名玩

家可獲SmarTone獨家限定「緋淚」造型 – 秋日私語(連英雄：緋淚)^及大熱5G手機。 

 
今次活動更加入了熱選任務，讓玩家與角色互動，玩遊戲不再只局限於家中。玩家可

到 SmarTone香港多個門市中，尋找隱身其中的《Garena 傳說對決》英雄！只需打開

「SmarTone AR」APP便可捕捉 3D虛擬英雄人物以賺取傳說幣，亦可隨時拍下互動

相片，猶如召喚角色人物同遊現實世界。想賺取更多傳說幣，還可以於 WhatsApp 專

線回答問題，或上 SmarTone Facebook及 Instagram，按步驟完成不定時發放的任務。

另外，於活動期內登記成為 SmarTone 客戶，即可按會籍等級賺取高達三倍傳說幣^^，

隨時超前其他玩家，一舉升到更高排名，輕易贏取終極大獎。 

 
於 8月 31日前啟動 5G計劃，即可獲得 SmarTone獨家限定「緋淚」造型 – 秋日私語

(連英雄：緋淚)、極罕有的排位守護卡禮包^^^、以及免數據打《Garena 傳說對決》，

免額外任務；再裝備最強王者輔助計劃「爆機王牌」，機迷可享優先網絡次序，就算

身處繁忙地帶，都可以極速極穩打到完場，隨時成為爆機王。現選購「爆機王牌」可

享三個月免費優惠 (平均月費只需港幣29元)，再送傳說幣，令玩家更易入手《Garena 

傳說對決》經典限定造型及一年免數據任玩《Garena 傳說對決》。 

 
有關詳情，請瀏覽：https://www.smartone.com/tc/garena/ 

 
*「爆機傳說任務」網站：smartone.com/hk/AOV/tc    

**得獎結果將於 9月內公佈，得獎玩家會收到電郵通知 

^數量有限，換完即止 

^^如參加者於終極大獎結算時間(即 2020年 8月 31日 23點 59分)前，成為 SmarTone流動服務指定月

費計劃客戶，「傳說幣」數量的總和將乘 2 倍作結算。SmarTone Plus 的 PriorityPlusTM Premium 及

PriorityPlusTM會員更可以 3倍結算。會籍級別以 2020年 8月 31日之會籍級別作基準 

^^^客戶需於「 爆機傳說任務」活動平台內以指定“傳說幣”兌換相對應的《Garena傳說對決》遊戲虛

擬物品 (包含排位保護卡禮包 / 經典限定造型)。有關「 爆機傳說任務」活動獎賞兌換詳情及《Garena

傳說對決》遊戲虛擬物品發派發詳情，請參閱「 爆機傳說任務」遊戲平台(smartone.com/hk/AOV/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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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one 5G 服務計劃： 

月費 $398 

5G本地數據用量 100GB* 

漫遊優惠 
送 2GB大灣區數據 + 中國內地號碼 

 (中國內地及澳門) 
 

5G本地數據增值 

(無合約 Flexi逐月計) 

 $80/月 無限 或 $50/10GB  

(速度不高於 5 Mbps) 

「數據智滾存」 

(Data用到盡， 

用剩留番之後用) 

 本地數據 + 大灣區數據 

 高達 500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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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G限時優惠 

$298/月▲
(4 個月優惠) + 高達$2,100折扣買

SAMSUNG Galaxy S20 系列 

或 

電子印花月月儲兌換高達$1,200手機或配件折扣 

機迷專屬—《Garena 傳說

對決》虛寶 

SmarTone獨家限定「緋淚」造型 – 秋日私語(連英

雄)% 

+ 

「爆機傳說任務」活動 - 傳說幣 70個# 

合約期及行政費 24個月及每月$18 行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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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GB)，可於合約期內享每月 20GB額

外本地數據優惠。 

 

* 於推廣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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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rTone 獨家造型緋淚 – 秋日私語(連英雄)"兌換碼之有效期至 2021年 5月 31日，未被享用的兌換碼於到期日後將自動取消。 
#「 爆機傳說任務」活動之傳說幣 70個的兌換編碼之有效期至 2020年 8月 31日，未被享用的兌換碼於到期日後將自動取消。

客戶需於「 爆機傳說任務」活動平台內以指定"傳說幣"兌換相對應的《Garena 傳說對決》遊戲虛擬物品 (包含排位保護卡禮包 / 

經典限定造型)。有關「 爆機傳說任務」活動獎賞兌換詳情及《Garena 傳說對決》遊戲虛擬物品發派發詳情，請參閱「 爆機傳

說任務」活動平台 (smartone.com/hk/AOV/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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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2020年 8月 31日前啟用服務計

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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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機王牌」服務收費： 

 

爆機王牌 服務收費 

標準計劃 

(不須簽約) 

每月 HK$38 

 

12個月合約計劃 

每月 HK$38 

免費 3個月* 

+ 
免數據打《Garena 傳說對決》12個月^ 

+ 
「爆機傳說任務」活動 - 傳說幣 70個# 

 
條款及細則：*「爆機王牌」優惠：只適用於簽定指定「爆機王牌」計劃 12個月期限合約。首 3個月服務月費優惠乃根據原價月

費 HK$38，首 3個個賬單月回贈 HK$38合約優惠計算得出。有關回贈金額將於客戶登記「爆機王牌」優惠後下一個賬單月安排

回贈客戶。 

^ 「免數據打《Garena 傳說對決》」12個月優惠：只適用於簽定指定「爆機王牌」計劃 12個月期限合約。 
#「 爆機傳說任務」活動之傳說幣 70個的兌換編碼之有效期至 2020年 8月 31日，未被享用的兌換碼於到期日後將自動取消。

客戶需於「 爆機傳說任務」活動平台內以指定"傳說幣"兌換相對應的《Garena 傳說對決》遊戲虛擬物品 (包含排位保護卡禮包 / 

經典限定造型)。有關「 爆機傳說任務」活動獎賞兌換詳情及《Garena 傳說對決》遊戲虛擬物品發派發詳情，請參閱「 爆機傳

說任務」活動平台 (smartone.com/hk/AOV/tc) 

 

優惠只適用於已選用指定 5G服務計劃之客戶。計劃內之額外 SIM卡用戶均可獨立使用此服務。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

瀏覽 smartone.com/hk/gamergizer/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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