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marTone 第二期消費券「送錢畀你」 

推出連串獨家出機、上台及續約優惠 

 

（香港，2022 年 8 月 4 日）第二期消費券即將發放，SmarTone 推出連串獨家出機、

上台及續約優惠。新客戶使用消費券選用指定 5G 月費計劃，即送高達$5,500 手機折

扣，送錢畀你出旗艦 5G 機王，以至抵優惠感受優質及穩定的 SmarTone 5G 網絡。此

外，SmarTone 接受客戶共同使用八達通、支付寶香港、微信支付香港、PayMe 及 BoC 

Pay 付款方法，十分方便。 

 

衝 Phone 去出旗艦 5G 機王  

新客戶以消費券上 SmarTone 5G，除可享高達$3,640 的月費回贈外，更預早送你機王

折扣，出機即勁減高達$3,500，選用 5G 附屬 SIM 機價可再減高達$2,000。上指定

SmarTone 5G 月費計劃，合約期內更可免$18 行政費、額外獲贈$300 超市現金券及

多項免費增值服務： 

 

優惠月費 $238 

($298) 

$318 

($398) 

$398 

($498) 

$468 

($598) 

$698 

($758) 

5G 本地數據

用量 

42GB 110GB 180GB 220GB 330GB 

無限本地數據(速度不高於 5Mbps) 

新上台優惠月費回贈 

24 個月合約 $1,440 $1,920 $2,400 $3,120 $1,440 

28 個月合約 $1,680 $2,240 $2,800 $3,640 $1,680 

新上台優惠手機及配件現金券 

24 個月合約 $1,000 

28 個月合約 $2,000 $3,000 

新機王推出 60 日後出機加送$500 機價折扣 

選用 4 張 5G 附屬 SIM 可享合共$2,000 手機及配件現金券 

行政費 $18 豁免 

額外優惠 $300 超市現金券 

 

 

 

 

 

 

 

 

 

 

 

 

 



 

 

 

衝 GB 去用全港 No.1 SmarTone 5G 網絡 

SmarTone 為新客戶提供至抵優惠上台享用 No.1 5G 網絡。新客戶用消費券上 5G 

180GB SIM Only 服務計劃，除可享$3,880 月費回贈外，合約期內更免費升級至無限

本地數據，豁免$18 行政費及額外獲贈$300 超市現金券。 

 

月費 $337 

($498) 

5G 本地數據用量 180GB + 

無限本地數據(速度不高於 5Mbps) 

月費回贈 $3,880 

行政費 豁免 

贈品 $300 超市現金券 

 

即上台買機優惠高達$1,694 

客戶到 SmarTone 選購 Samsung Galaxy A53/A33 5G 手機及登記任何月費計劃，除

可享$800 折扣外，更可獲贈價值$894 精選配件，優惠總值$1,694。另外，客戶亦可以

優惠價選購其他指定手機及配件。 

 

衝線去體驗 Home 5G 寬頻 

SmarTone Home 5G 寬頻突破以往家用寬頻的限制及應用方式，成功重新定義家居寬

頻，讓一家人在家上網工作、學習和娛樂都享暢通無阻。SmarTone 全新推出 Home 

5G 寬頻轉台限時優惠，除可免 6 個月月費外，還可獲贈「家+電話」服務連無線數碼

電話，優惠總值$2,628。 

 

Home 5G 寬頻轉台優惠月費 $148 

合約期 24 個月 

優惠: 

1. 免 6 個月月費 (價值$888) 

2. 送「家+電話」服務連無線數碼電話 (價值$1,740) 

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特選現有客戶續約優惠 

特選現有客戶使用消費券升級或續約指定 5G 月費計劃，即送高達雙倍價值優惠，包括

高達$7,000 手機現金券、免費 Samsung Galaxy Buds2 無線耳機一部、月費回贈以及

免費增值服務。 

 

 $3,000 消費券

享$6,000 優惠 

$5,000 消費券

享$10,000 優惠 

$3,000 消費券享$8,000 優惠 

月費 $318 $398 $149 

5G 本地數據用量 110GB 180GB 20GB 

無限本地數據 $68  

(速度不高於 42Mbps) 

(原價$90/月) 

$80  

(速度不高於 5Mbps) 

 

合約期 24 個月 

 

24 個月 36 個月 

手機現金券 

 

$4,000 $7,000 $1,800 

免費贈品 Samsung Galaxy Buds2 (建議零售價$1,298)                   

月費回贈 

 

2 個月 3 個月 12 個月 

無限數據月費回贈 

 

2 個月 3 個月 24 個月 36 個月 

免費 eDoctor 服務 

 

6 個月(價值$288) 

免費網絡至安保服務 

 

12 個月(價值$432) 

優惠總值 $6,834 $10,482 $7,526 $8,486 

 

 

### 

 

 

 

 

 

 

 

 

 

 

 

 

 

 

 



 

 

 

條款及細則： 

▪ 「減高達$3,500」 是基於客戶選用指定 5G SIM Only 合約期限服務計劃可享$3,000 手機及配件折扣優惠券及額

外$500 手機折扣購買指定旗艦手機計算得出。「送高達$2,000 機王折扣」 是基於客戶選用指定 5G SIM Only

合約期限服務計劃及同時選用 4 張 5G 附屬 SIM 咭可享合共$2,000 手機及配件折扣優惠券。 「$3,640 月費回

贈」是基於客戶選用指定 5G SIM Only 服務計劃(200GB) 之合約期限服務計劃可享$3,640 月費回贈。客戶選用

指定 5G SIM Only 服務計劃(200GB) 之合約期限服務計劃，可於合約期限內享每月 20GB 額外本地數據優惠及

5Mbps 無限數據優惠。優惠及服務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請瀏覽

https://www.smartone.com/tc/mobile_and_price_plans/offer_detail/get-more-with-consumption-vouchers-for-flagship-

handset-14/4243/ 

▪ 「$3,880 月費回贈」是基於客戶選用指定 5G SIM Only 服務計劃(150GB) 之合約期限服務計劃可享$2,880 月費

回贈及額外$1,000 月費回贈。於合約期限終止後，如客戶繼續使用此服務，本公司將按照當時同等服務計劃

之月費收費。客戶選用指定 5G SIM Only 服務計劃(150GB) 之合約期限服務計劃，可於合約期限內享每月

30GB 額外本地數據優惠及 5Mbps 無限數據優惠。 

▪ 「即上台買機慳高達$1,694」：指 Samsung Galaxy A53 5G 之建議零售價$3,998 與上台出機價$3,198 相減之

$800 折扣金額，及購買 Samsung Galaxy A53 5G 獲得之合計價值$894 免費贈品[包括 ITFIT 真無線藍牙耳機(價

值$498)、10000 mAh 移動電源(價值$198) 及 玻璃貼+手機套套裝(價值$198) ]，兩者雙加之金額總和。貨品及

贈品數量有限，售/送完即止。 

▪ 上台出機價：客戶必須於上台/續約/加簽合約同時選購手機方可以「上台出機價」購買指定手機 1 部。優惠只

適用於門市。 

▪ 「$3,000 消費券享$6,000 優惠」：特選現有客戶續約或升級指定 5G 合約期限服務計劃及簽 24 個月期限合約並

繳付$3,000，可享超過$6,000 優惠，包括：$4,000 手機及配件優惠券、Samsung Galaxy Buds2 智能降噪耳機 (建

議零售價: $1,298)、免首 2 個月 5G 服務月費 (價值: $636)、免首 2 個月無限本地數據^月費 (價值: $180)、6 個

月「eDoctor」服務 (價值: $288) 及 12 個月「網絡至安保」服務 (價值: $432)。另須付每月$18 行政費。^當數

據用量達到每月上限，客戶仍可於 5G 網絡繼續使用本地流動數據服務，唯網絡速度將不高於 42Mbps。 

▪ 「$5,000 消費券享$10,000 優惠」：特選現有客戶續約或升級指定 5G 合約期限服務計劃及簽 24 個月期限合約

並繳付$5,000，可享超過$10,000 優惠，包括：$7,000 手機及配件優惠券、Samsung Galaxy Buds2 智能降噪耳機 

(建議零售價: $1,298)、免首 3 個月 5G 服務月費 (價值: $1,194)、免首 3 個月無限本地數據^月費 (價值: $270)、

6 個月「eDoctor」服務 (價值: $288) 及 12 個月「網絡至安保」服務 (價值: $432)。另須付每月$18 行政費。^

當數據用量達到每月上限，客戶仍可於 5G 網絡繼續使用本地流動數據服務，唯網絡速度將不高於 42Mbps。 

▪ 「$3,000 消費券享$8,000 優惠」：特選現有客戶續約或升級指定 5G 合約期限服務計劃及簽 24 或 36 個月期限

合約並繳付$3,000，可享高達$8,000 優惠，包括：$1,800 手機及配件優惠券、Samsung Galaxy Buds2 智能降噪耳

機 (建議零售價: $1,298)、免首 12 個月 5G 服務月費 (價值: $1,788)、免 24 或 36 個月無限本地數據^月費 (價

值: $1,920 或$2,880)、6 個月「eDoctor」服務 (價值: $288) 及 12 個月「網絡至安保」服務 (價值: $432)。另須

付每月$18 行政費。^當數據用量達到每月上限，客戶仍可於 5G 網絡繼續使用本地流動數據服務，唯網絡速度

將不高於 5Mbps。 

 

https://www.smartone.com/tc/mobile_and_price_plans/offer_detail/get-more-with-consumption-vouchers-for-flagship-handset-14/4243/
https://www.smartone.com/tc/mobile_and_price_plans/offer_detail/get-more-with-consumption-vouchers-for-flagship-handset-14/4243/


 

 

 

▪ 「eDoctor」家庭視像診症服務：此服務只供 SmarTone 現有指定流動電話月費計劃客戶使用。於優惠期內，指

定流動電話月費計劃客戶選擇標準計劃作首次登記可享首 6 個月免費試用優惠。6 個月免費試用優惠基於標準

計劃月費原價$48，於合約期限內第 1 至第 6 個賬單月每月扣除$48 回贈。 

▪ 「網絡至安保」服務：網絡至安保包括來電管家及上網管家。此服務只供 SmarTone 現有指定流動電話月費計

劃客戶使用。12 個月免費服務優惠基於月費原價$36，於合約期限內首 12 個賬單每月扣除$36 合約回贈。 

一般條款及細則：每位*全新客戶只可獲贈任何迎新上台優惠一次。每個指定服務計劃合約只可享以上優惠 1 次。

本公司保留以其他同等或相若價值禮品代替的權利。不能與其他上台/續約優惠同時使用。如客戶更改選用其他服

務計劃，優惠將自動取消；本公司有權向客戶收取已享用之優惠的總額而毋須事先通知。以上優惠不能轉讓他

人、兌換現金或找贖。本公司保留對優惠及任何爭議之最終決定權，並可更改此優惠之條款及細則而不作另行通

知。優惠及服務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向店員查詢。*全新客戶是指過去 3 個月內客戶之身份證明文件 

(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 未曾用作登記任何數碼通後付流動服務。 

#「消費者 No.1 首選 5G 網絡」基於 SmarTone 委託 NuanceTree 市場研究公司於 2020 年 7 月至 9 月透過網上及

街頭訪問 771 位後付流動服務用戶之調查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