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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以流動裝置於屋外盡情追「myTV SUPER」
SUPER」
• 增「myTV SUPER 服務體驗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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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最佳過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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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T）「睇」驗
香港，
，2016 年 3 月 14 日－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和記電訊香港控股；股份代號︰
香港
0215）旗下固網業務和記環球電訊有限公司（和記環球電訊）今日宣佈，3 家居寬頻推
出「全家 Super Fun」娛樂組合，讓客戶以$1382 或$1882 的真．超值月費，透過速度 100M
或 1G 的光纖寬頻，享受由電視廣播互聯網有限公司（「電視廣播互聯網」）最新推出
的網絡平台「myTV SUPER」提供的精彩節目，結合和記環球電訊高速、高容量的內容傳
輸網絡及世界級數據中心優勢，為客戶帶來優質、簡便的家庭娛樂體驗。
極速寬頻
極速寬頻 ×「myTV SUPER」
SUPER」優惠月費$138
月費$1382 起兼享 Disney 點播組合
3 家居寬頻由明日（3 月 15 日）起，推出「全家 Super Fun」娛樂組合，客戶只需以$1382
的真．超值月費，即可享用 100M 家居寬頻、家居電話服務、無限「HGC On Air」Wi-Fi 服
務、租用「myTV SUPER」解碼器及 30 條頻道1的多元化內容，包括熱門的中、港、台、
日、韓劇集、粵語片、動畫、綜藝及兒童節目等超過 11,000 小時的精彩節目。另有
1G「全家 Super Fun」娛樂組合，超值月費只需$1882。
如客戶於 4 月 17 日或之前申請 100M 或 1G 的「全家 Super Fun」娛樂組合，可獲豁免首
月月費2，以及獲贈 3 香港$300 淨手機禮券3；於第 2 個月起，客戶更可收看適合全家老
幼的 Disney 點播組合，並享「額外流動裝置服務」，透過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以流動數
據或 Wi-Fi 於本港欣賞「myTV SUPER」的節目，享受全天候娛樂體驗。

服務

「myTV SUPER」
SUPER」內容

100M 家居寬頻、家居電話及 第 1 個月：
個月：
無限「HGC On Air」Wi-Fi
• 「myTV SUPER」解碼器5

月費及合約期4
第 1 個月：免費
第 2 個月起：$1382

• 30 條主題頻道 1 飽覽熱門的
中港台、日韓劇集、粵語片、 合約期：25 個月
動畫、綜藝及兒童節目等
• TVB 外購節目點播組合
• 精選基本頻道組合
1G 光纖寬頻、家居電話及
無限「HGC On Air」Wi-Fi

第 1 個月：免費
第 2 個月起
個月起：

第 2 個月起：$1882

• 「myTV SUPER」解碼器 5
• 30 條主題頻道 1 飽覽熱門的 合約期：25 個月
中港台、日韓劇集、粵語片、
動畫、綜藝及兒童節目等
• TVB 外購節目點播組合
• 精選基本頻道組合
• Disney 點播組合
• 配合一部智能手機或平板電
腦於戶外以流動數據或 Wi-Fi
欣賞「myTV SUPER」的「額外
流動裝置服務」
（TVB 建議價：每月$219）
註：選用以上組合均可獲贈 3 香港$300 淨手機禮券。3

無限「
無限「HGC On Air」
ir」WiWi-Fi 逾 17,000 個 WiWi-Fi 熱點緊貼「
熱點緊貼「myTV SUPER」
SUPER」
除了極速家居寬頻，「全家 Super Fun」娛樂組合更為客戶提供無限任用的「HGC On Air」
Wi-Fi 服務，讓客戶於全港最大商用 Wi-Fi 服務供應商6和記環球電訊逾 17,000 個 Wi-Fi 熱點，
享用 1G 光纖寬頻為主幹的「HGC On Air」Wi-Fi 服務。方便客戶透過已啟用「額外流動裝
置服務」的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緊貼「myTV SUPER」的精彩節目。
推出「
推出「myTV SUPER 服務體驗保證」
服務體驗保證」7 煲劇超清無窒格
透過和記環球電訊優質穩定的光纖網絡，3 家居寬頻相信可以為客戶帶來「myTV SUPER」
的極緻表現，故特別推出「myTV SUPER 服務體驗保證」7，承諾讓客戶煲劇超清無窒格。
如「全家 Super Fun」娛樂組合內的家居寬頻服務，未能達到「服務保證」計劃的保證標
準 7，客戶將可獲補償受影響日數的兩倍服務費。

結合網絡優勢 提供最佳過頂服務「
提供最佳過頂服務「睇」驗
2

過頂服務（OTT）是當今家庭娛樂的一大趨勢，用戶透過高速寬頻連線，欣賞各式各樣
的精彩節目，3 家居寬頻早已洞悉過頂服務（OTT）的潛力，年前已推出首個 4K 家居寬
頻娛樂組合，服務推出以來已獲得多個本地及海外獎項，實力廣泛獲得業界認同。
「和記環球電訊憑藉覆蓋廣泛的光纖骨幹網絡，
和記電訊香港控股營運總裁陳婉真表示：
建構高速及高容量的內容傳輸網絡，再配合世界級的數據中心，能為不同類型的過頂
（OTT）內容供應商，提供開放和中立的優質平台。透過這個平台，3 家居寬頻客戶以超
值的月費，即可安坐家中，欣賞『myTV SUPER』的多元化高清節目。此外，我們特別推
出『myTV SUPER 服務體驗保證』7，可見 3 家居寬頻對於為客戶帶來流暢超清的家庭娛樂
充滿信心。」
欲查詢更多關於「全家 Super Fun」娛樂組合的詳情，請致電 3 家居寬頻銷售熱線 1032、
瀏覽 www.threebb.com.hk 或留意 Facebook 專頁 www.facebook.com/threebbhk 最新公佈。
有關「myTV SUPER」服務詳情，請瀏覽 www.mytvsuper.com/tc。
【完】

1

明珠台將於 2016 年 4 月 6 日中午 12 時起於「myTV SUPER」播放。

只適用於指定之大廈及成功安裝3家居寬頻服務之全新以及特選現有客戶。上述優惠計劃有效期至2016
年4月17日，最少申用期為25個月，並須預繳指定費用。客戶必須於2016年6月30日或之前，成功安裝、續
約或升級3家居寬頻服務並具已生效合約，方可享首月免月費優惠。「myTV SUPER」服務首月包括基本組
合、TVB外購節目點播組合及精選基本頻道組合。第2至第25個月服務包括基本組合、TVB外購節目點播組
合、精選基本頻道組合、Disney點播組合及額外流動裝置服務（只限1部流動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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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憑「3 香港$300 淨手機禮券」於 3Shop 選購價值$2,000 港元或以上之指定淨手機可作$300 港元使用（不
適用於 Apple 產品），有效日期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禮券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4 客戶必須於登記時預繳銷售合約上註明之金額，預繳費用之方式將按照客戶之付款方法而定，預繳費
用將根據銷售合約中所指定月份及金額全數回贈予客戶。客戶用作繳付服務月費之信用卡有效期須至少3
個月。如客戶未能成功安裝寬頻服務，有關費用將會退還給客戶。家居寬頻、家居電話、寬頻電話服務
及/或其他有關裝置之安裝及/或使用質素可能受有關技術、環境及其他外在因素影響。須受有關條款及細
則約束，宣傳刊物所載資料於印刷時皆為正確，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和記環球電訊保留修改
以上優惠之權利，詳情請向銷售員查詢或瀏覽www.threebb.com.hk/chi/tnc。
5

於合約期結束後須交還「myTV SUPER 解碼器」。

以香港6家Wi-Fi服務供應商截至2016年2月29日零時零分在其官方網站所公佈的Wi-Fi熱點數目計算。每個
Wi-Fi服務點提供一個或以上之Wi-Fi熱點。
6

「myTV SUPER服務體驗保證」計劃保證當客戶以指定「myTV SUPER」解碼器連接和記環球電訊家居寬頻，
觀看儲存於和記環球電訊數據中心的指定「myTV SUPER」解碼器視像内容時可享流暢畫面，即於1小時內
出現不多於10次的視像緩衝，而每次視像緩衝或暫緩不會持續10秒或以上。若和記環球電訊為客戶所提
供的寬頻服務未能達到「myTV SUPER服務體驗保證」計劃保證之標準，和記環球電訊將按比例補償客戶受
影響日數的兩倍服務費予該客戶。和記環球電訊提供之「myTV SUPER服務體驗保證」計劃乃根據其服務條
款及細則，且會按需要不時作出修訂。和記環球電訊保留一切修改測試準則、補償細則，以及隨時取消
「myTV SUPER服務體驗保證」計劃之最終決策權。詳情請瀏覽www.threebb.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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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和記環球電訊有限公司
有關和記環球電訊有限公司和記環球電訊有限公司（和記環球電訊）是領先的固網服務
營辦商、資訊科技服務供應商、網絡商中的網絡商，亦是本港最大的 Wi-Fi 服務供應商
之一。和記環球電訊憑藉覆蓋廣泛的光纖網絡、與中國內地三家首級電訊商網絡互連的
四條跨境路由，以及世界級的國際網絡，為香港及海外客戶提供一站式國際及網絡商服
務、企業服務、數據中心、住宅寬頻服務，並同時致力發展雲端運算服務，以及提供「HGC
On Air」高速的無線上網服務。和記環球電訊是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
0215）的附屬公司。和記電訊香港控股為長江和記實業（股份代號：1）集團成員。有
關和記環球電訊的詳情，請瀏覽 www.hgc.com.hk。
傳媒查詢
公司事務部
陳孔賢 / 黃司慧
2128 3162 / 2128 5313
jan.chan@hthk.com / sandy.wong@ht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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