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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間服務商提供予新用戶的
標準服務計劃及月費

綜觀收集所得的資料，25個服務計

劃大致可按推廣的頻寬分類。然而消費者

須留意，如本會上期調查報告指出，寬頻服

務的實際速度會受多項因素影響。4間服

務商均有提供聲稱頻寬達100M、500M或

1,000M/1G的服務計劃，其餘的頻寬則只

有個別服務商提供。各標準服務計劃扣除

優惠後的平均月費如下（詳情見列表）：

	 10M或以下：$60-$398

	 10M以上至50M：$120-$398

	 100M/130M：$141-$398

	 200M/300M：$197或$398

	 500M：$174-$498

	 1,000M/1G：$214-$598

從服務商提供的資料及本會的市場

調查所見，部分服務商或會不時向新用戶

提供優惠，或向個別地區或屋苑的住戶提

供特定的優惠服務計劃，因此，考慮參加住

宅寬頻服務計劃的消費者，可向不同服務

商，查詢其所住地區或屋苑住戶可參加的

服務計劃資料，以作比較。而現行服務合

約即將期滿的用戶，不時會收到其服務商

的銷售熱線人員來電，提供不同的續約優

惠。用戶也可於分銷點收集資料，再與銷

售熱線人員提供的服務計劃資料作比較，

以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服務計劃。

1 間要求同時付費使用增值
服務

4間服務商中，僅「3家居寬頻」要求

參加其光纖寬頻服務計劃的用戶每月另外

付費使用一項額外增值服務，可供選擇的

額外服務包括防黑客、防毒或娛樂資訊服

務，收費由$18至$49不等。該服務商的其

餘服務計劃及其他3間服務商均沒有提供

須用戶額外付費的增值服務或其他服務。

能否做到光纖到戶 
視乎樓宇基建及網絡覆蓋

由於光纖線路可提供的頻寬比傳統

的銅線線路為高，故此部分聲稱提供較

大頻寬的服務計劃，會標榜提供「光纖入

屋」或「光纖到戶」（Fiber-To-The-Home，

FTTH），以吸引消費者參加。然而，擬參

加此類服務計劃的消費者應留意，光纖能

否到戶（甚至能否到達用戶所在的樓宇），

須視乎有關服務商在樓宇內的通訊基建

及其網絡覆蓋。消費者可瀏覽通訊事務

管理局辦公室設立的光纖網絡接達樓宇

登記計劃的網頁（http://www.ofca.gov.

hk/tc/consumer_focus/fixed_telecom/

registration/），以確定所在樓宇是否有光纖

接達，但此網頁的搜尋結果不會標示提供光

纖接達的服務商名稱。消費者亦可向有關服

務商查詢自己的住所能否使用其光纖到戶

寬頻服務。

消費者選擇家居寬頻上網服務，主要考慮收費及上網

速度，而光纖到戶更是備受追捧的服務計劃。上月本刊發表

了住宅寬頻服務意見調查，由用家品評對其寬頻服務商的

服務例如上網速度的滿意程度，本會繼而向調查中較多回

覆者使用的4間服務商，收集其提供予新用戶的住宅寬頻標

準服務計劃的收費及相關資料。

調查顯示，4間服務商均有提供頻寬達100M、500M或

1,000M/1G的服務計劃，基本月費可相差一倍，而當中1間

要求參加其光纖寬頻服務計劃的用戶，須每月另外付費使

用額外增值服務。

服務計劃
收費比較

市場速報

光纖vs非光
纖寬頻

http://www.ofca.gov.hk/tc/consumer_focus/fixed_telecom/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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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服務商提供予新用戶的住宅寬頻標準服務計劃

編
號

服務商名稱、 
服務熱線及網址

計劃名稱

服務商
聲稱有關
服務計劃
提供光纖

到戶 
[1]

服務計劃 
提供的
頻寬 

(bit/s)
[2]

聲稱最高 
下傳速度 
(bit/s)

聲稱最高 
上傳速度 
(bit/s)

安裝費
[3] 

其他費用

基本服務月費及
固定合約期/
承諾使用期
(以月數計)

[3]

月費扣減或其他優惠 
(如有)
[3] [4]

扣除優惠後的 
平均月費 
[3] [5]

必須一併
參加並須

另外付費的
增值服務或
其他服務

(服務名稱/
收費) [6]

搬遷費 
(每次)

[7]

如用戶遷往該服務商的網絡沒有覆蓋 / 
現正使用服務計劃不適用的地方，

服務商的處理方法

客戶服務熱線/  
電話技術支援熱線

服務時間

1

3家居寬頻 
3Home Broadband
31663333 
www.threebb.com.hk

電聯寬頻

非到戶^

1.5M 1.5M 640k
—

—

[$103] $78 (12)

—

$78

e —

—

若用戶於合約期滿前因搬遷而取消該服務商的服務，如
該新住址不在該服務商網絡服務覆蓋範圍之內，用戶須
繳付已豁免的安裝費、迎新禮品及超市禮券的價值、以
及使用期內優惠月費與原價的總差額。若用戶所餘合約
期的月費總額，較上述各項的總額為低，該服務商會收
取較低款額。此外，用戶亦可將該服務商的服務轉贈予
其親友，以繼續履行餘下的服務合約。

客戶服務熱線、電話技術
支援熱線及3iChat：24小時

[$103] $60 (24) $60

2 10M 10M 1M
[$148] $92 (12) $92
[$148] $78 (24) $78

3
極速寬頻

10M 10M 10M

[極速寬頻：
$530， 
光纖寬頻：
$1,000]
$480

[$188] $159 (24) $20 $159 同一單位 
(內搬)$270， 

不同單位  
(外搬)$530

4 30M 30M 30M [$198] $159 (24) $20 $159
6 100M 100M 100M [$298] $169 (24) $30 $159
7

光纖寬頻服務計劃 到戶＊

200M 200M 200M [$348] $219 (24) $60 $197

f

用戶可從A-G中
選擇一項，

月費$18-$49  
g

$1,000
8 300M 300M 300M [$398] $219 (24) $60 $197
9 500M 500M 500M [$448] $269 (24) $90 $217
10 1G 1G 1G [$598] $389 (24) $170 $257

11

香港寬頻 
HKBN
128100 
hkbn.net

極速王組合 到戶＊ a

100M
b 100M  100M 

$380

預繳服務
月費：$220  
(將於服務
生效後首月
開始回贈予

用戶)

$168 (24) {30}

1) 豁免第13-14{13-16}
個月費用

2) 該服務商的室外Wi-Fi
3) 可獲無線寬頻路由器

一部 c

$154 {$146} 
(不包括禮品價值)

—

合約期內
首次免費，

之後一項服務
收取$400，
兩項$600，
三項$750。

h

該服務商表示不時推出的優惠服務計劃一般都比正價的
服務計劃便宜或另附送禮品，由於有關優惠涉及成本，
故用戶必須簽訂及完全履行指定的合約期，方可享有指
定優惠。如用戶基於任何原因提早終止合約，該服務商
表示有權向用戶收取有關的優惠計劃及正價收費之差額
及其他有關成本以彌補當中涉及的損失。
在一般情況下，如用戶要求搬遷服務地址而該服務商未
能於該新地址提供服務，而用戶因此要求於合約期屆滿
前取消合約，該服務商會按《電訊服務合約業界實務守
則》要求用戶提供證明文件，及以有關的指定計算方法向
有關用戶收取(i)所登記服務計劃內用戶獲豁免之安裝費
(包括與基本安裝費之差額)、(ii)有關服務計劃內用戶已獲
取的禮品之價值，及(iii)有關服務計劃內用戶支付的優惠
服務月費與基本服務月費之差額。該服務商認為上述費
用為一項合理的事前估計損失而並非一項罰金，所有於
有關服務計劃內的優惠亦會於合約取消時一併終止。

個人服務專隊：24小時12 500M 500M 500M $218 (24) {30}

1) 豁免第13-15{13-18}
個月費用

2) 該服務商的室外Wi-Fi
3) 可獲防毒軟件
 (2年版) d

$191 {$174} 
(不包括禮品價值)

13 1000M 1000M 1000M $268 (24) {30}

1) 豁免第13-14{13-18}
個月費用

2) 該服務商的室外Wi-Fi
3) 可獲防毒軟件
 (2年版) d

$246 {$214} 
(不包括禮品價值)

14

有線寬頻 
i-CABLE
1832888 
www.cabletv.com.hk

有線50M寬頻

非到戶^

50M 50M 10M

$600 寬頻機租用費
每月$30

$169 (24)

於24個月合約期內，
豁免寬頻機租用費及

7個月月費

$120 

— $350 

如該服務商上網服務的用戶於「承諾使用期」內轉換登記
地址至其網絡不覆蓋的地點，有關用戶必須給予該服務
商不少於30天的通知。用戶可選擇以下其中一種方式在
30天通知期屆滿後處理餘下的「承諾使用期」：
i) 凍結用戶的帳戶：該服務商將暫停向用戶提供受影響之
服務，直至該服務商能在用戶的新地址提供所需的網絡
覆蓋，該服務商將會恢復提供受影響之服務(「承諾使用
期」完結日期將因而順延而該服務將暫停或凍結)。用戶
須繼續繳交所有服務費用。但若該網絡於用戶的「承諾使
用期」到期前仍未能被提供，任何就該被暫停或凍結服務
已繳或應繳的服務費用將被視作已被使用；或
ii) 終止服務合約：該服務商將收取給予用戶的任何迎新
禮物之價值(如適用)及$300的優惠安裝費作為抵償安裝
成本之費用(該服務商之原價安裝費為$600)。

每日09:00 - 24: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照常)

15 有線100M寬頻 100M 100M 100M $199 (24) $141 

16 有線130M寬頻 130M 130M 10M $199 (24) $141 

17 有線500M寬頻

到戶＊

500M 500M 500M $229 (24)
於24個月合約期內，
豁免寬頻機租用費及

3個月月費

$200 

18 有線1000M寬頻 1000M 1000M 1000M $269 (24) $235 

19

網上行 
Netvigator
1000 
www.netvigator.com

8M基本寬頻計劃

非到戶^

8M 8M 800k

視乎地區及
樓宇類別有
不同收費

—

$398 (24)

—

$398

—
視乎地區及
樓宇類別

有不同收費

該服務商稱會特別處理，為用戶提供流動寬頻服務或
可於新地址安排轉用該公司的其他寬頻服務計劃。

客戶服務熱線、在線客戶服務
(Live Chat)及電話技術支援
熱線：24小時

Facebook客戶服務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
pccwcs)：09:00 - 24:00

20 18M基本寬頻計劃 18M 18M 1M $398 (24) $398
21 30M基本寬頻計劃 30M 30M 10M $398 (24) $398
22 100M基本寬頻計劃 100M 100M 30M $398 (24) $398
23 300M光纖入屋寬頻計劃

到戶＊

300M 300M 300M $398 (24) $398
24 500M光纖入屋寬頻計劃 500M 500M 500M $498 (24) $498
25 1000M光纖入屋寬頻計劃 1000M 1000M 1000M $598 (24) $598

 

註 表列資料為服務商於2013年4月底提供。個別地區/屋苑或有特定的服務計
劃，消費者宜向有關服務商查詢。
— 代表「無」或「不適用」

[1]  光纖能否到戶須視乎有關服務商在樓宇的基建及其網絡覆蓋，消費者須
向有關服務商查詢其住所能否使用該服務商的光纖到戶寬頻服務。 

    ＊ 代表服務商聲稱可提供光纖入屋/到戶(FTTH)的服務計劃。
    ^  代表服務商稱提供的為非光纖到戶(包括光纖到樓FTTB或以其他線

路接達)的服務計劃。
 a  該服務商稱安裝人員會因應有關大廈的網絡設計決定採用光纖到

戶或其他技術安裝寬頻服務，並表示現時其服務覆蓋範圍內的大廈
中，超過八成可採用光纖到戶技術。

[2]  b 該服務商推出「穩定速度保證」，稱保證100M客戶能享受上/下載

速度不低於承諾速度的80%（速度測試由客戶家中牆身插座連接

至香港互聯網交換中心，即本地連接）。「穩定速度保證」適用於

以光纖到戶或其他技術安裝的寬頻服務。

[3] [  ] 內為非固定合約用戶的安裝費/服務月費。

 (  ) 承諾使用期

 {  } 只供網上登記用戶使用的固定合約期/豁免月費月份/平均月費。

[4] c  路由器牌子及型號為D-Link (DIR-615)。

     d   防毒軟件牌子為NOD32。

[5]  e  該服務商稱扣除優惠後的平均月費計算方式為：服務月費 - 月費

優惠 + 必須連同標準服務計劃一併參加的增值服務或其他服務

月費 + 安裝費 / 固定合約期 (以月數計)。

 f  有關平均月費以選用月費$18的額外增值服務計算。

[6] g  可供選擇的額外服務包括：

      A) 無線上網組合：家居電郵傳真及Outdoor Wi-Fi服務組合(服務月費

為$58，優惠價為$18)   

  B) 防禦組合：AS防黑客及AS防毒服務組合(下載版)(服務月費為

$36，優惠價為$25)

  C) AS防黑客服務 (下載版)：月費為$18

         D) AS防毒服務 (下載版)：月費為$18

       E) 24Reader電子書服務：月費為$18

        F) KKBOX音樂下載服務：月費為$49

      G)  Anyplex電影組合：月費為$49

[7]  h  個別搬遷項目包括：家居寬頻服務、家居電話服務或

bbTV服務。

www.hkb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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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服務商提供予新用戶的住宅寬頻標準服務計劃

編
號

服務商名稱、 
服務熱線及網址

計劃名稱

服務商
聲稱有關
服務計劃
提供光纖

到戶 
[1]

服務計劃 
提供的
頻寬 

(bit/s)
[2]

聲稱最高 
下傳速度 
(bit/s)

聲稱最高 
上傳速度 
(bit/s)

安裝費
[3] 

其他費用

基本服務月費及
固定合約期/
承諾使用期
(以月數計)

[3]

月費扣減或其他優惠 
(如有)
[3] [4]

扣除優惠後的 
平均月費 
[3] [5]

必須一併
參加並須

另外付費的
增值服務或
其他服務

(服務名稱/
收費) [6]

搬遷費 
(每次)

[7]

如用戶遷往該服務商的網絡沒有覆蓋 / 
現正使用服務計劃不適用的地方，

服務商的處理方法

客戶服務熱線/  
電話技術支援熱線

服務時間

1

3家居寬頻 
3Home Broadband
31663333 
www.threebb.com.hk

電聯寬頻

非到戶^

1.5M 1.5M 640k
—

—

[$103] $78 (12)

—

$78

e —

—

若用戶於合約期滿前因搬遷而取消該服務商的服務，如
該新住址不在該服務商網絡服務覆蓋範圍之內，用戶須
繳付已豁免的安裝費、迎新禮品及超市禮券的價值、以
及使用期內優惠月費與原價的總差額。若用戶所餘合約
期的月費總額，較上述各項的總額為低，該服務商會收
取較低款額。此外，用戶亦可將該服務商的服務轉贈予
其親友，以繼續履行餘下的服務合約。

客戶服務熱線、電話技術
支援熱線及3iChat：24小時

[$103] $60 (24) $60

2 10M 10M 1M
[$148] $92 (12) $92
[$148] $78 (24) $78

3
極速寬頻

10M 10M 10M

[極速寬頻：
$530， 
光纖寬頻：
$1,000]
$480

[$188] $159 (24) $20 $159 同一單位 
(內搬)$270， 

不同單位  
(外搬)$530

4 30M 30M 30M [$198] $159 (24) $20 $159
6 100M 100M 100M [$298] $169 (24) $30 $159
7

光纖寬頻服務計劃 到戶＊

200M 200M 200M [$348] $219 (24) $60 $197

f

用戶可從A-G中
選擇一項，

月費$18-$49  
g

$1,000
8 300M 300M 300M [$398] $219 (24) $60 $197
9 500M 500M 500M [$448] $269 (24) $90 $217
10 1G 1G 1G [$598] $389 (24) $170 $257

11

香港寬頻 
HKBN
128100 
hkbn.net

極速王組合 到戶＊ a

100M
b 100M  100M 

$380

預繳服務
月費：$220  
(將於服務
生效後首月
開始回贈予

用戶)

$168 (24) {30}

1) 豁免第13-14{13-16}
個月費用

2) 該服務商的室外Wi-Fi
3) 可獲無線寬頻路由器

一部 c

$154 {$146} 
(不包括禮品價值)

—

合約期內
首次免費，

之後一項服務
收取$400，
兩項$600，
三項$750。

h

該服務商表示不時推出的優惠服務計劃一般都比正價的
服務計劃便宜或另附送禮品，由於有關優惠涉及成本，
故用戶必須簽訂及完全履行指定的合約期，方可享有指
定優惠。如用戶基於任何原因提早終止合約，該服務商
表示有權向用戶收取有關的優惠計劃及正價收費之差額
及其他有關成本以彌補當中涉及的損失。
在一般情況下，如用戶要求搬遷服務地址而該服務商未
能於該新地址提供服務，而用戶因此要求於合約期屆滿
前取消合約，該服務商會按《電訊服務合約業界實務守
則》要求用戶提供證明文件，及以有關的指定計算方法向
有關用戶收取(i)所登記服務計劃內用戶獲豁免之安裝費
(包括與基本安裝費之差額)、(ii)有關服務計劃內用戶已獲
取的禮品之價值，及(iii)有關服務計劃內用戶支付的優惠
服務月費與基本服務月費之差額。該服務商認為上述費
用為一項合理的事前估計損失而並非一項罰金，所有於
有關服務計劃內的優惠亦會於合約取消時一併終止。

個人服務專隊：24小時12 500M 500M 500M $218 (24) {30}

1) 豁免第13-15{13-18}
個月費用

2) 該服務商的室外Wi-Fi
3) 可獲防毒軟件
 (2年版) d

$191 {$174} 
(不包括禮品價值)

13 1000M 1000M 1000M $268 (24) {30}

1) 豁免第13-14{13-18}
個月費用

2) 該服務商的室外Wi-Fi
3) 可獲防毒軟件
 (2年版) d

$246 {$214} 
(不包括禮品價值)

14

有線寬頻 
i-CABLE
1832888 
www.cabletv.com.hk

有線50M寬頻

非到戶^

50M 50M 10M

$600 寬頻機租用費
每月$30

$169 (24)

於24個月合約期內，
豁免寬頻機租用費及

7個月月費

$120 

— $350 

如該服務商上網服務的用戶於「承諾使用期」內轉換登記
地址至其網絡不覆蓋的地點，有關用戶必須給予該服務
商不少於30天的通知。用戶可選擇以下其中一種方式在
30天通知期屆滿後處理餘下的「承諾使用期」：
i) 凍結用戶的帳戶：該服務商將暫停向用戶提供受影響之
服務，直至該服務商能在用戶的新地址提供所需的網絡
覆蓋，該服務商將會恢復提供受影響之服務(「承諾使用
期」完結日期將因而順延而該服務將暫停或凍結)。用戶
須繼續繳交所有服務費用。但若該網絡於用戶的「承諾使
用期」到期前仍未能被提供，任何就該被暫停或凍結服務
已繳或應繳的服務費用將被視作已被使用；或
ii) 終止服務合約：該服務商將收取給予用戶的任何迎新
禮物之價值(如適用)及$300的優惠安裝費作為抵償安裝
成本之費用(該服務商之原價安裝費為$600)。

每日09:00 - 24: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照常)

15 有線100M寬頻 100M 100M 100M $199 (24) $141 

16 有線130M寬頻 130M 130M 10M $199 (24) $141 

17 有線500M寬頻

到戶＊

500M 500M 500M $229 (24)
於24個月合約期內，
豁免寬頻機租用費及

3個月月費

$200 

18 有線1000M寬頻 1000M 1000M 1000M $269 (24) $235 

19

網上行 
Netvigator
1000 
www.netvigator.com

8M基本寬頻計劃

非到戶^

8M 8M 800k

視乎地區及
樓宇類別有
不同收費

—

$398 (24)

—

$398

—
視乎地區及
樓宇類別

有不同收費

該服務商稱會特別處理，為用戶提供流動寬頻服務或
可於新地址安排轉用該公司的其他寬頻服務計劃。

客戶服務熱線、在線客戶服務
(Live Chat)及電話技術支援
熱線：24小時

Facebook客戶服務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
pccwcs)：09:00 - 24:00

20 18M基本寬頻計劃 18M 18M 1M $398 (24) $398
21 30M基本寬頻計劃 30M 30M 10M $398 (24) $398
22 100M基本寬頻計劃 100M 100M 30M $398 (24) $398
23 300M光纖入屋寬頻計劃

到戶＊

300M 300M 300M $398 (24) $398
24 500M光纖入屋寬頻計劃 500M 500M 500M $498 (24) $498
25 1000M光纖入屋寬頻計劃 1000M 1000M 1000M $598 (24) $598

 

註 表列資料為服務商於2013年4月底提供。個別地區/屋苑或有特定的服務計
劃，消費者宜向有關服務商查詢。
— 代表「無」或「不適用」

[1]  光纖能否到戶須視乎有關服務商在樓宇的基建及其網絡覆蓋，消費者須
向有關服務商查詢其住所能否使用該服務商的光纖到戶寬頻服務。 

    ＊ 代表服務商聲稱可提供光纖入屋/到戶(FTTH)的服務計劃。
    ^  代表服務商稱提供的為非光纖到戶(包括光纖到樓FTTB或以其他線

路接達)的服務計劃。
 a  該服務商稱安裝人員會因應有關大廈的網絡設計決定採用光纖到

戶或其他技術安裝寬頻服務，並表示現時其服務覆蓋範圍內的大廈
中，超過八成可採用光纖到戶技術。

[2]  b 該服務商推出「穩定速度保證」，稱保證100M客戶能享受上/下載

速度不低於承諾速度的80%（速度測試由客戶家中牆身插座連接

至香港互聯網交換中心，即本地連接）。「穩定速度保證」適用於

以光纖到戶或其他技術安裝的寬頻服務。

[3] [  ] 內為非固定合約用戶的安裝費/服務月費。

 (  ) 承諾使用期

 {  } 只供網上登記用戶使用的固定合約期/豁免月費月份/平均月費。

[4] c  路由器牌子及型號為D-Link (DIR-615)。

     d   防毒軟件牌子為NOD32。

[5]  e  該服務商稱扣除優惠後的平均月費計算方式為：服務月費 - 月費

優惠 + 必須連同標準服務計劃一併參加的增值服務或其他服務

月費 + 安裝費 / 固定合約期 (以月數計)。

 f  有關平均月費以選用月費$18的額外增值服務計算。

[6] g  可供選擇的額外服務包括：

      A) 無線上網組合：家居電郵傳真及Outdoor Wi-Fi服務組合(服務月費

為$58，優惠價為$18)   

  B) 防禦組合：AS防黑客及AS防毒服務組合(下載版)(服務月費為

$36，優惠價為$25)

  C) AS防黑客服務 (下載版)：月費為$18

         D) AS防毒服務 (下載版)：月費為$18

       E) 24Reader電子書服務：月費為$18

        F) KKBOX音樂下載服務：月費為$49

      G)  Anyplex電影組合：月費為$49

[7]  h  個別搬遷項目包括：家居寬頻服務、家居電話服務或

bbTV服務。

https://www.facebook.com/pccw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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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服務商或不時向個別地區或屋苑住戶提供特定的優惠服務計劃。

此外，即使消費者確定住所能夠做

到光纖入屋，要留意光纖入屋後一般會經

路由器再連接電腦，而路由器及電腦之間

的連線以區域網路（Local Area Network，

LAN）線路為主，有關段落的線路有機會

成為數據傳輸的樽頸。再加上用戶電腦的

硬件設備及軟件設定等因素影響，光纖提

供的高速未必可發揮極致。

非光纖到戶的月費
如以光纖/非光纖到戶劃分，非光纖

到戶的服務計劃聲稱提供的頻寬由1.5M至

130M不等，基本服務月費由$60至$398

不等，扣除優惠後的平均月費亦相若。

光纖到戶的月費
4間服務商均有提供光纖到戶的寬

頻服務，而有關服務計劃聲稱提供的頻寬

及月費均較非光纖服務計劃高。光纖到

戶的服務計劃聲稱提供的頻寬由100M至

1,000M/1G不等，扣除優惠後的平均月費

由$146至$598不等。

安裝費
「3家居寬頻」的「電聯寬頻」服務

計劃不收取用戶安裝費用。「網上行」則稱

有關收費會視乎地區及樓宇類別而有所不

同。其餘服務計劃均額外收取安裝費，由

$380至$600不等。

固定合約期（承諾使用期） 
普遍長達 2 年

根據服務供應商提供的資料，除 

「3家居寬頻」的服務計劃容許用戶毋須訂

立固定合約期外，其餘的服務商所提供的

服務計劃均要求新用戶簽署最少24個月的

固定期合約。至於「3家居寬頻」的服務計

劃，不簽訂固定期合約的用戶須支付的基

本服務月費，比固定期合約用戶支付的平均

月費高出接近兩成至九成不等；如用戶選

擇簽約，合約期則為12個月（個別計劃）或

24個月。

本會認為，24個月的合約期偏長。現

時私人樓宇的租約一般為期兩年，大部分

採用俗稱「一年死、一年生」的形式，即首

年為固定租期，第二年雙方可在給予足夠

的通知期後終止租約，不少租客可能在一

年「死約」後搬遷，如遇新居沒有現行服務

商的覆蓋，或其現有服務計劃不適用於新

居，則租客用戶可能須參加另一個新服務

計劃，而同時繼續為現有服務計劃付費至

固定合約期滿為止，或付出提早終止合約

的代價，令有關的用戶在兩份住宅寬頻服

務合約重疊的期間須多付費用。

再者，部分服務計劃只提供一個固定

合約期，限制了消費者的選擇，本會認為，

服務商應提供無合約期的按月收費計劃和

較短固定合約期（例如12個月）的服務計

劃供消費者選擇。

搬遷費由首次免費至千元
「3家居寬頻」服務計劃的搬遷線路

費用每次由$270至$1,000不等，視乎參

加的計劃及是否將線路搬往另一單位而

定，其「極速寬頻」計劃對在屋內搬遷線路

（內搬）或將線路由一單位搬至另一單位

（外搬）會收取不同收費，分別為$270及

$530。「香港寬頻」用戶在合約期內首次

搬遷線路可享免費，其後再作搬遷，會按服

務項目（包括家居寬頻、家居電話或收費電

視）的數量收取搬遷費用。「有線寬頻」劃

一收取$350搬遷費。「網上行」則稱有關

收費會視乎地區及樓宇類別而有所不同。

熱線服務時間
「3家居寬頻」、「香港寬頻」及「網

上行」用戶可使用的客戶服務熱線及電話

技術支援熱線的服務時間均為24小時，而

「有線寬頻」的熱線則由上午9時開始服務

至午夜12時為止。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回應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通訊辦」）

表示，香港電訊市場已全面開放，服務收

費水平、合約年期及客戶遷址計費安排屬

服務營辦商的商業決定。然而，通訊辦認

為服務營辦商在提供服務或與客戶簽訂

合約時，有責任向客戶提供足夠及清晰的

資料，以便客戶得悉有關服務的詳情、網

絡覆蓋情況和合約條款細則。通訊辦稱由

2011年7月起，所有主要的固定和流動網

絡營辦商及一家主要的對外電訊服務營辦

商，已承諾遵從由香港通訊業聯會制定的

《電訊服務合約實務守則》，認為個人或

住宅用戶因而在簽訂新服務合約或續約

時可獲得更佳保障，有關守則詳情可瀏覽

http://www.coms-auth.hk/filemanager/

statement/tc/upload/36/Industry_CoP_

Telecom_Service_Contract_c.pdf。

市場速報

http://www.coms-auth.hk/filemanager/statement/tc/upload/36/Industry_CoP_Telecom_Service_Contract_c.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