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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2016 年 11 月 29 日 – 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和記電訊香港控股；股份代
香港
號︰215）旗下流動通訊業務 3 香港及固網業務和記環球電訊有限公司（和記環球電訊）
3 家居寬頻今天宣佈，推出「3 優越生活」(3Delight) 著數平台，網羅 250 家本地及海外
商戶「買一賞一」的精彩優惠，打造非凡流動通訊服務及優越生活體驗，讓追求優質
生活的客戶，盡享餐飲、娛樂、消閒及旅遊優越生活享受。
3S 目標︰
目標︰Superior (服務更優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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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更優越) 、Saving (著數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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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一項環球調查顯示 2，每十位回應者中有超過四位會透過流動裝置尋找優惠券或購
物優惠，可見使用流動裝置搜尋購物資訊及日常購物優惠已是許多流動客戶日常生活
的一部分。
和記電訊香港控股營運總裁陳婉真表示：「現今電訊服務的新態勢，早已突破話音及
數據等基本服務，3 香港除致力提供優質的網絡服務外，亦將服務拓展至網羅與生活
息息相關的各種應用程式，希望透過推出『3 優越生活』，為客戶提供超值優惠，同
時讓客戶及其親友可一同享用更多精彩生活禮遇，實現為客戶帶來更多生活享受和追
求 3S 的目標： Superior (服務更優越) 、Saving (著數更多)和 Sharing (分享更多)。」
1 3 香港客戶稍後可透過

3Care 購買「3 優越生活」優越版。

2 資料來源︰http://www.nielsen.com/hk/en/insights/news/2016/device-and-conquer-global-consumers-let-their-fingers-

do-the-shopp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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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 250 家本地及海外商戶
「3 優越生活」著數平台專為追求生活享受及喜愛娛樂、消閒和旅遊的人士而設，備
有優越版及體驗版。客戶可於眾多本地食肆、美容及健身中心、消閒娛樂場所及酒店，
享用「買一賞一」的超值優惠，並可以 Google 地圖查閱附近的優惠商戶。在本地食肆
消費，客戶只須於結帳時出示「3 優越生活」應用程式兌換優惠即可，清楚易用。
「3 優越生活」精選本地商戶提供多款超值優惠，當中包括意式雪糕甜品店 XTC Gelato、
著名粵菜館禮賓傅、米芝蓮川菜館「呇」以及 agnès b. Café 等食肆；海洋公園、室內彈
床樂園 BOUNCE、平衡車體驗場 Azzita 及大型兒童室內遊樂場 Play House 等消閒娛樂好去
處；以及 L’Occitane Facial、Sense of Touch 及 Let’s Spa 等著名的美容及水療中心。
此外，「3 優越生活」亦為熱愛旅遊的人士提供精選五星級酒店住宿買一賞一優惠，
酒店包括泰國的 Banyan Tree 、馬爾代夫的 Taj Exotica Resort & Spa 以及印尼的 Bali
InterContinental Resort 等；單一酒店住宿優惠超過四千港元。
優越版優惠
優越版優惠價
優惠價$188 體驗版可免費試用
3 香港 1 及 3 家居寬頻客戶可於即日起，以優惠價$188，選用原價$388 的優越版服務，
包括 250 家本地及海外商戶。此外， 3 香港及 3 家居寬頻的特選客戶更可免費享用有關
服務至 2017 年 12 月 30 日。
體驗版費用全免，內有 40 家精選本地及海外商戶提供的優惠。3 香港 4G 客戶將陸續收
到短訊邀請，免費享用「3 優越生活」體驗版服務，而 3 家居寬頻和 3 家居電話客戶，
則只需於 3 家居寬頻網站內的 e-Account 登記，即可免費享用有關服務。
12 月 12 日起全港流動用戶可登記免費享優惠
日起全港流動用戶可登記免費享優惠
其他有興趣的人士，歡迎於 12 月 12 日起於 www.three.com.hk/3delight 登記成為「3 優越
生活」會員，即可免費試用。體驗版數量有限，先到先得。詳見下表：
「3 優越生活」
優越生活」 應用程式
優越版
收費

香港商戶數目

• 3 香港及 3 家居寬頻客戶：
優惠價$188
• 非 3 客戶：$388
• 3 香港及 3 家居寬頻特選客戶：
免費專享
150 家

體驗版

• 11 月 29 日起，3 香港 4G 客戶將陸
續收到短訊邀請，3 家居寬頻及 3
家居電話客戶亦可於 e-Account 登
記及免費使用
• 12 月 12 日起，非 3 客戶可登記及
免費試用
30 家
（每個體驗版帳號有機會包含不同商戶）

全球住宿及酒店
於每家參與商戶
可享

100 家
• 本地商戶︰優惠券三張
• 全球住宿及酒店︰優惠券一張

10 家
優惠券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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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鑼灣(12
銅鑼灣(12 月 3 日)和旺角(12
和旺角(12 月 10 日)舉行「
舉行「3 優越生活」
優越生活」巡遊
此外，3 香港將於 12 月 3 日和 12 月 10 日下午三時至七時，分別於銅鑼灣和旺角舉行
「3 優越生活」巡遊活動，屆時宣傳大使將邀請及協助市民登記及下載「3 優越生活」
應用程式及啟動體驗版帳號，歡迎全港流動通訊用戶參與。
「3Delight 與你分享優越時光」
與你分享優越時光」活動
3 香港為推動更多客戶加入 3Delight 著數平台，將舉辦「3Delight 與你分享優越時光」活
動，分別設「最難忘及愉快經歷」、「節省得最多」及「光顧最多商戶」三個獎項，
得獎者有機會獲得香港白色限量版 Moto Z 手機套裝或其他豐富禮品。詳情請留意 3 香
港 Facebook 專頁公佈。
有關「3 優越生活」應用程式的詳情，請參閱 three.com.hk/3Delight。

【完】
有關 3 香港
3 香港是領先的流動通訊服務營辦商，是目前本港唯一擁有橫跨 900 兆赫、1800 兆赫、
2100 兆赫、2300 兆赫及 2600 兆赫五個頻譜制式頻段的網絡商。3 香港透過覆蓋廣泛及
先進的 4G LTE、3G 及 2G 網絡，以「3」品牌為客戶提供尖端的數據、話音及漫遊流動通
訊服務，並與全球各地著名的供應商合作，引入嶄新的流動裝置和增值服務；配合遍
佈全港各主要地區的 3 香港 Wi-Fi 熱點，提供高速的無線上網服務。3 香港是和記電訊
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15）的流動通訊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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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香港的詳情，請瀏覽 www.three.com.hk。
有關和記電訊香港控股的詳情，請瀏覽 www.hthk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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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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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傳訊
楊若蘭/黃司慧
2128 3108/ 2128 5313
ada.yeung@hthk.com/ sandy.wong@ht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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