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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提示

隨着資訊科技日益進步，我們的生活習慣與形態漸漸起

了變化。縱然現在許多通訊都能透過電腦、手機、手提電子裝

置等即時進行，但是要與世界各地的家人、朋友保持密切聯

繫，利用長途電話服務進行話音溝通依然有龐大需求。想致電

海外，面對市場上五花八門的服務，消費者應如何選擇？ 

IDD 國際直撥電話服務
說 到長 途 電 話服務，許 多人 的

首選依然是IDD（internationa l d i rect 

diall ing），即國際直撥電話服務，這亦是

最直接、方便及可靠的話音通訊方法。現

時本地的電訊商均有提供IDD服務供附

加在固網或手機月費計劃上使用。不少

服務供應商並提供相宜的折扣或較方便

使用的服務以吸引消費者。舉例說，用戶

撥打IDD時向來需要輸入冗長繁複的國

家地區編號，有電訊商透過音頻電話系

統或手機應用程式（app）提供簡易的代

號，免卻用戶每次重新輸入常用海外電

話號碼的麻煩。

不過，這些IDD服務一般只提供給

電訊商現有的客戶。對於一

些特選服務，某些電訊商更

只是提供給指定月費計劃

的特定客戶以及要求他們簽

訂一年或以上的合約，換言

之，某些消費者在供應商及

服務計劃的選擇上間接受到

限制。

有電訊商推出手機 

app，方便 用戶在

電話上搜尋國家地

區編號及儲存常用

號碼，免卻每次重

新輸入的麻煩。

選用攻略

注意事項

消費者即使作為電訊商現有的客戶，

選用IDD服務前，仍有很多需注意的地方：

1. 繳交按金：大部分電訊商要求申

請使用IDD服務的用戶繳付大約$500至

$1,000不等的按金，以作抵銷用戶可能拖

欠的長途電話費用，而所繳付的按金一般

會在用戶終止服務後3個月內退回。惟個別

電訊商的服務條款列明所繳付的按金並非

全無風險，及並不保證在特別情況下（例如

進行清盤時），客戶可取回全部金額。

2. 接聽一方的帳號性質：使用部分

電訊商的服務撥打至某些海外地區的手

機號碼，收費會較撥打至固網號碼高昂幾

倍。而撥打至某些指定字頭的電話號碼，

例如公共部門或緊急熱線，亦有可能被收

取較高的通話費用。

3. 通話收費單位：注意電訊商收取通

話費用的計算單位，例如在收費表上以每

分鐘列出通話收費，但實際上的收費計算

單位不一定是按每分鐘計而是以每6秒計，

或不足一分鐘亦當為一分鐘收費。當收費

有更改時，電訊商一般只會在網站更新資

料或以手機短訊、電郵或郵件通知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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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儲值卡——不同的增

值額有不同長度的有效期，

用戶應按照個人需要選擇。

IDD 服務——部分電訊商在收費表上列出以每分鐘計的通話收費，但實際上的計費單位

是每 6 秒計，通話時間不足 6 秒亦視作一個單位計算，用戶核對帳單時要特別留神。

外，但由於用戶使用這類服務時大都毋須

事先登記，可按照個人需要選擇服務供應

商，隨時隨地利用儲值卡撥打至儲值卡涵

蓋的國家或地區，故亦吸引不少用戶。

當儲值額（prepaid value）耗盡時，

用戶大多只需於電訊商門市、指定零售商

例如超級市場或便利店、透過電話或上網

購買新的儲值卡或增值券，然後透過音頻

電話登入電訊商的系統進行簡單操作，即

可立刻為帳戶增值。儲值額的有效期會由

增值日起自動延長，但用戶需注意不同的

增值額可能帶有不同長度的有效期限。

Q1. 除了 IDD 001長途電話服務外，消費者還有什麼省錢的 IDD 直撥選擇？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通訊辦）提醒消費者，除了傳統的IDD 001長途電話

服務外，各網絡營辦商也有提供其他接入碼（例如IDD 003、005、006、007、008

及009等），可能有較優惠的收費。此外，消費者亦可選擇由對外電訊服務（external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簡稱ETS）供應商提供的固網或流動網絡長途電話服務，

使用指定的15或16字頭接入碼致電海外，致電某些國家的費用亦較便宜。

Q2. 在挑選不同的長途電話服務時，消費者要留意什麼？

通訊辦提醒消費者挑選時應從多方面瞭解服務，包括收費、收取費用的方法及話

音質素等，因為致電不同國家、固網或手提電話，不同時段的收費不盡相同，部分供應商

可能會收取行政費。另外，IDD服務與申請的電話號碼捆綁在一起，如消費者取消號碼，

謹記向供應商取消服務或通知供應商轉換被捆綁的號碼。而不需要的額外服務，消費者

可考慮取消，但要留意終止服務的相關安排。

這些儲值卡的通話收費模式大致上

與上文提及的IDD直撥服務相若，同樣是

按照帳號性質、通話時段和時間而扣費。

一般而言，由於儲值卡提供的是預繳服務，

使用量受儲值額限制，有助減少因過度使

用而收到龐大帳單的風險。

網絡電話
隨着網絡應用日趨普及，利用家居

寬頻電話、電腦、智能手機或流動電子裝

置，透過網絡電話技術 VoIP（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與海外親友通話，已十分

普遍，為消費者提供一個與傳統長途電話話

音質素相若而更省錢的選擇。除技術的改善

令音質大有改善外，現時很多這方面的供

應商都只要求撥打電話的一方擁有簡單的

配套包括智能裝置、穩定的網絡，以及特定

4. 通話時段：雖然有個別電訊商推

出24小時劃一收費計劃，但大部分電訊商

於不同時段會收取不同費用，一般分為繁

忙（peak）及非繁忙（off-peak）時段，而繁

忙及非繁忙時段的劃分則由所屬電訊商自

行決定。

5. 雙重計費：收費除了包括長途電話

費用外，如用戶使用手提電話撥打至海外，

大部分電訊商會同時計算本地通話分鐘。

如月費計劃內的本地通話分鐘限額經已耗

盡，則會被收取額外的本地通話費用。

6.「無限任打」服務：市面上不少稱為

「無限任打」的服務計劃均有地區及通話

用量限制。例如，這些計劃大多只供撥打

至某幾個指定國家或地區的手機號碼。同

時，為避免網絡擠塞的情況，電訊商可能

實施流量管理措施，因此通話能否成功接

駁需視乎當時的網絡繁忙程度而定。

國際電話儲值卡
除了在固網或手機月費計劃上附

加IDD服務外，預繳式國際電話儲值卡

（prepaid phone card）亦受不少人歡迎。

撥打方法方面，雖然這些電話儲值卡大都

不及IDD直撥服務般簡易，需要用戶根據操

作提示使用雙撥模式（double dialling），即

先接通電訊商在本地的中樞接線中心及輸

入接入碼（access code），才能撥打至海



44 460 2015 .02選擇

4.「無限」服務：「無限」網絡對話服

務一般受到供應商訂下的公平使用政策制

約，當客戶的每月通話量到達例如10,000

分鐘，通話會受網絡流量限制以避免少數

使用者濫用網絡服務，而部分供應商便就

此採取每當通話持續120分鐘便自動斷線

的措施。另一方面，服務收費一般並不包括

使用流動數據所產生的費用，用戶或需使

用本身月費計劃內的數據量。需要長時間

使用服務的用戶可選擇連接Wi-Fi。

5. 保安問題：使用這些即時通訊應

用程式時，很多時需要向應用程式的電腦

系統分享電話簿或部分個人資料，因此用

戶應特別注意相關的保安問題，採取措施

保護自己的私隱及權益。如遇有任何網絡

攻擊，應第一時間向執法機構舉報。

隨着科技不斷改良，市場上將陸續

推出更多嶄新的服務模式。消費者應先瞭

解服務條款，遇有不明之處務必要主動查

詢，以維護自己的權益，免招損失。 

優點 缺點

IDD國際      
直撥電話

● 話音質素穩定 ● 大都需繳交按金

● 操作直接方便 ● 供應商的選擇上可能有限制

● 覆蓋較全面 ● 用戶可能需要簽約使用

● 門市或24小時客戶服務 ● 用手機撥打至海外會同時扣除本地通話分鐘

國際電話 
儲值卡

● 話音質素穩定 ● 儲值額設有效期限

● 銷售地點較多 ● 需要增值才能持續使用

● 毋須簽約使用 ● 收費一般較貴

● 可靈活控制用量 ● 用手機撥打至海外會同時扣除本地通話分鐘

網絡電話

● 價格較相宜 ● 話音質素受網絡穩定性影響

● 方便易用 ● 用戶需略懂電腦或智能手機操作

● 一般毋須簽約使用 ● 一般缺乏即時技術支援

● 一般有提供免費試用 ● 須留意資料保安問題

消費提示

的應用程式，便能像一般電話那樣撥打至固

網電話、非智能手機或不能夠上網的手機。

個別程式甚至可讓撥打電話的一方在毋須

Wi-Fi或流動數據網絡的環境下，透過類似

雙撥模式的混合技術打出長途電話。

技術發展至今，要撥打網絡電話，在

Wi-Fi 或流動數據網絡的環境下，除可透過

本地固網電訊商在港開發的網絡電話服務

（例如2b、NetTalk 或 ComNet Phone等）

外，亦可利用智能手機及流動裝置上的通

訊應用程式（例如Skype、Line、WeChat、

Viber、Google Hangouts、Lync、Tango、

Mo-call或Rebtel等）撥打網絡電話。雖然

有研究指在本地電訊商的併購活動下，流

動數據的成本只會愈來愈高，但應用程式

的用戶數目依然屢創新高。

雖然利用通訊應用程式撥打網絡電

話至固網或沒有安裝特定應用程式的手機

一般需要收費，但不論是購買儲值額或是

成為短期（例如一個月）合約用戶，服務收

費也較傳統IDD長途電話收費低，能為用

量高的用戶節省IDD費用。而且，無論用戶

從世界任何地方撥打電話均劃一收費。某

些供應商更為新用戶提供首月或首分鐘免

費試用，以及提供購買後半個月的「冷靜

期」，方便用戶取消未經使用的服務或取

回退款，為消費者提供更佳的保障。

近年某些電訊商開始與這些通訊應

用程式公司合作，推出相關的月費計劃給

現有客戶，讓他們在毋須額外按用量付費

之下使用這些應用程式的收費項目。用戶

一般在購買服務後，每月會收到一個編碼，

只需在登入程式時輸入編碼，便能撥打長

途電話至海外，十分方便。

注意事項

縱使這類較新的服務或合作式計劃

較便宜及方便，但消費者選購這些服務

前，仍需清楚瞭解收費細節及以下事項：

1. 合約期：合作式服務計劃一般只

提供給電訊商現有的用戶，並會要求用戶

簽約使用服務一年，若用戶於合約期間轉

換電訊商，服務將會終止，但用戶仍需支付

合約剩餘年期的費用。

2. 技術支援：雖然合作式服務供應

商能替用戶解決簡單的操作問題，但技術

性問題仍需聯絡應用程式的支援部門，不

過這些應用程式供應商未必在本地設有辦

公室或電話支援，透過電郵查詢時等候回

覆時間可能超過24小時。

3. 覆蓋率：這些服務未必能夠覆蓋

所有國家和地區，而可供撥打的電話也可

能只包括固網及部分手機號碼（例如用戶

登記使用有關服務的個人手機號碼）。

網絡電話的收費除較

相宜外，部分供應商更

推出首月試用，減低新

用戶的轉換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