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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速報

本會向本地多間電訊服務商查詢最

短固定期限服務合約（即合約上訂明的合

約期，不包括延長合約期、續約或更換合

約後的安排）的月費最後一期的收費計算

方法，以瞭解若截數日與個別用戶的服務

合約終止日並非同一日，服務供應商的處

理方法。

調查發現，部分服務供應商在上述

情況下，會延長服務至下一個截數日，而服

務延長期間用戶會被收取費用，視乎情況，

用戶有機會在合約終止月要多付接近一個

月的費用（例如合約於1月1日終止，但收費

截數日為1月31日）。

本會認為，服務供應商不應要求用戶

額外付費以遷就其計費機制，應令收費期

與合約期或服務提供期一致。消費者在簽

約前亦應查詢清楚計費方法，特別是首月

及終止月費用的計算方法，以免爭拗。

	 	

調查範圍
本會就流動電話話音及/或數據、

家居電話、家居寬頻及收費電視4項電訊

服務，向10間本地服務供應商發出問卷，

查詢服務合約開始及終結時計算收費的方

法。各服務商的回覆詳見列表。提供資料的

服務商包括：	

-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下稱「中國移

動」）

-	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CSL」）

-	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香港寬頻」）

-	香港有線電視有限公司（「有線電視」）

-		和記電訊（香港）有限公司／和記環球電訊

有限公司（「和記」）

-	新世界傳動網有限公司（「新世界傳動網」）

-	新世界電訊有限公司（「新世界電訊」）

-	電訊盈科有限公司（「電訊盈科」）

-	SmarTone

-	無綫收費電視有限公司（「無綫收費電視」）

截數日的釐定
10間服務供應商中，有6間為個別服

務訂有若干既定的截數日，分別為「中國移

動」、「CSL」、「香港寬頻」、「和記」、「電

訊盈科」及「SmarTone」。餘下的「有線電

視」、「新世界傳動網」、「新世界電訊」及

「無綫收費電視」的服務截數日則訂於按

服務承諾使用期開始日，或服務生效日計

算隨後每月的前一天（例如服務承諾使用

期開始日是31號，截數日則設定為每月30

號）或同一天。

合約有否列出每月截數日？
截數日與合約簽訂日期，或開始使用

服務日期可能沒有關聯，用戶從何得知每

期服務費的截數日在哪一天？4間服務供

應商（「中國移動」、「CSL」、「新世界傳動

網」及「SmarTone」）表示，有關的服務合

約會列出截數日。「有線電視」表示，服務

確認書上會列出有關日子。「香港寬頻」稱

於月結單上列出結算日期。「和記」只在其

流動電話話音及/或數據服務合約上列出

有關日子，其家居電話及家居寬頻服務的

合約則沒有列出有關資料。而「電訊盈科」

則只於現有流動電話話音及/或數據服務

的用戶續約時所簽的合約上，列出截數日，

其流動電話話音及/或數據服務的新上台

用戶，家居電話、家居寬頻及收費電視服務

的用戶，無論新舊，其服務合約均沒有列出

相關的截數日子。

早前本會收到查詢，指有消費者因其電訊服務合約的終止日比服務供應商該月份的截數日遲了5天，在預繳月費

的情況下，該消費者多付了該月餘下25天的服務費。今年截至10月為止，本會收到關於流動電話/數據服務、家居

電話、家居寬頻及收費電視4類電訊服務的投訴共5,655宗，其中超過四成（2,451宗）屬收費爭議，經檢視有關

個案，發現與上述情況類似的個案相當普遍。

電訊合約
截數日與約滿日不同 
消費者投訴被多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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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訊服務—終止最短固定期限服務合約與收費計算的資料

編
號

服務供應商
服務及相關品牌名稱

[1]

月費服務的截數日 終止合約

每項服
務有否
既定

截數日?

截數日 
[2]

合約有否
列出

截數日？ 
[3]   

若截數日與     合約終止日不同

用戶終止合約需
給予服務供應商

的通知期 
[7]

用戶於合約期滿前
要求提前終止合約的賠償

         終止合約當月    延長服務
            少於一個月

有否於合
約上列明
左述計費
方法？ 

 [6]

會否於用
戶簽立合
約時說明
左述計費
方法？

計費方法 
[4]

用戶可否
要求不延

長服務？[5]

1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 
China Mobile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A：中國移動香港 (China Mobile Hong Kong)

■
E 

(每月30/31、5、10、15、20、25號)
■

J (截數日與合約終止
日不同，服務費收取
至截數日前一天。例
如10月5日為截數日，
合約終止日在10月2
日，則收費至10月5日)

—

■：個別提
供無限數據
用量之2G及
3G月費計劃
—：其餘服
務計劃

■
K

 (不少於30天)
有關賠償金額需視乎用戶簽訂合約內的賠償細則
而定。

2
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 
CSL Limited
A：1O1O / one2free

■

E (由用戶簽訂合約日計起，選取該公司既定最
接近之截數日期；1010個人用戶截數日期為每
月4、8、12、15、21、27號；One2free個人用戶截
數日期為每月2、3、5、7、9、11、12、14、16、17、
18、20、22、24、26、27、28號)

■ J — ■ — L
所有回贈或優惠之餘額將被全數取消，另用戶需
繳付提前終止服務費或最短合約期剩餘月份之月
費（以較高者為準）。

3

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 
Hong Kong Broadband Network Limited
B：香港寬頻家居電話 (HKBN Home Telephone Service) 
C：bb100, bb500, bb1000, FibreHome 500, FibreHome 1000 
D：bbTV

■
E 

(每月最後一天)
— a I 不適用 — a — a L

B：用戶需支付$550或合約期的剩餘月費（以較高
者為準）
C/D：用戶需支付$990或合約期的剩餘月費 (以較
高者為準)。

4

香港有線電視有限公司 
Hong Kong Cable Television Limited
B：「有線寬頻」電話 
C：「有線寬頻」上網 
D：有線電視

—

F〔服務安裝後翌日等於服務承諾使用期開始
日和隨後每月截數日(零時零分)。例如服務承
諾使用期開始日是31號，截數日則設定為每月
30號。〕

■ b

不適用，服務承諾使
用期的完結日等於截
數日前一日(23時59
分)〔如服務承諾使用
期開始日是31號，則
完結日等於截數日30
號(23時59分)〕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L

B：用戶需繳付相等於服務承諾使用期餘下月份之
服務費用，或$475 (以較高者為準)。 
C/D：如用戶於相關服務計劃之承諾使用期生效期
間終止服務或轉用其他服務計劃，需繳付相等於服
務承諾使用期餘下月份之服務費，亦可能會被追討
因承諾使用相關服務計劃而已獲贈之推廣優惠。

5

和記電訊(香港)有限公司 
Hutchison Telecommunications (Hong Kong) Limited
A：3 香港 (3 Hong Kong)

和記環球電訊有限公司 
Hutchison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s Limited 
B：3 家居電話 (3Home Telephone) 
C：3 家居寬頻 (3Home Broadband)

■

A：E/G (設有28個不同的帳單截數日，一般而言，
服務生效日會與帳單截數日相同；用戶亦可自行選
定帳單截數日。)
B：E (每月的帳單截數日為5、10、15、20、25號及
每月的最後一日。該公司稱會根據服務的生效日而
設定每月的帳單截數日。例如：家居電話服務於5號
至9號期間生效，帳單截數日將設定於每月的5號。)
C：E (每月的帳單截數日為6、10、14、17、24號及每
月的最後一日。該公司稱會根據服務的生效日而設
定每月的帳單截數日。例如：家居寬頻服務於6號至
9號期間生效，帳單截數日將設定於每月的6號。)

A：■ 
B/C：—

A/C：J
B：I

— ■ ■

A：K (合約期滿前的一
天。該公司表示會提醒
用戶有關帳戶的帳單
截數日及合約到期日，
並會建議用戶於該截
數日終止服務。)
B/C：L (該公司會提醒
用戶有關帳戶的帳單截
數日及合約到期日，並
會建議用戶於該截數日
終止服務。)

A：用戶需支付每月的服務月費乘以剩餘的合約期
的費用或合約內闡明的固定賠款。(如用戶已繳付
手機預繳費用，將不獲退還。)
B/C：用戶需支付每月的服務月費乘以剩餘的合約
期的費用。如用戶於合約期內搬遷至該公司無法提
供服務的地點而需終止服務，用戶需繳付已豁免的
安裝費、已享用禮品或禮劵的價值及終止服務前
已享用的月費折扣差額。

6
新世界傳動網有限公司 
New World Mobility Limited
A：新世界傳動網 (New World Mobility)

■
F (服務按服務開始日計，設定在隨後每個月的
同一日截數，例如於11月5日開始服務，則以後
每個月的5號為帳單開始日)

■
不適用
如用戶成功申請自動
轉帳：J

不適用
如用戶成功申請
自動轉帳：—

■ — L

如用戶已預繳費用，便需即時支付行政費，而所有
預繳費用及回贈將全數沒收；如用戶沒有預繳費
用，則需即時支付任何提前終止服務費或最短合約
期剩餘月份的月費(以較高者為準)。

7

新世界電訊有限公司 
New World Telecommunications Limited
B：家居通電話服務 (HomeConnect Service)/ NetTalk家居
寬頻電話服務 (NetTalk Home Broadband Phone Service) 
C：NWT bb 寬頻服務 (NWT bb Broadband Service)

—

F/G (服務按合約生效日起計，一般情況下會
根據用戶之服務合約生效日釐定其截數日，例
如用戶之服務合約生效日期為12月5日，則以
後每個月的4號為截數日。另用戶可要求自定
截數日。)

— c
不適用，服務承諾使
用期的完結日等於截
數日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K

(不少於一個月)

如用戶於固定合約期內終止服務，需繳付該公司取
消費用(相當於剩餘固定合約期內之所有月費)，用
戶亦可能會被追討已送贈之禮品價值(如適用)及/
或已享有之豁免費用等。

8

電訊盈科有限公司  
PCCW Limited 
A：電訊盈科流動通訊/流動寬頻服務 
(PCCW mobile/netvigator Everywhere) 
B：香港電訊家居固網服務 (HKT Residential Fixed Line) 
C：網上行 (Netvigator) 
D：now TV

■

A：E (每月7、10、14、17、21、24號)
B：E (每月1、4、7、10、13、16、19、22、25、
28號)
C：E (每月3、9、15、21號)
D：E (每月3、9、15、21號)

A：■ (現有用戶
續簽合約)；— 
(新上台合約)

B/C/D：—

A：J＊ 

B/C/D：I
A：■ 

B/C/D：不適用
—

A/D：■ 
B/C：—

A/B：K (不少於一個
月)
C：K (用戶需於30日
前提交已填妥的終止
服務表格，通知該服
務供應商)
D：L

A：合約固定期餘下月數的月費總額。
B：合約固定期餘下月數的月費總額或港幣$500，
以較高者為準；另需付回禮品的正價價值予該服務
供應商。
C：合約固定期 餘下月數的月費總 額；另需付
$680(適用於100M或以上免費升級組合)。
D：合約固定期餘下月數的月費總額或定額港幣
$1,500(後者只適用於安裝了額外解碼器的用戶)。

9

SmarTone 
A：(多項話音及數據服務計劃)
B：家+電話 (HomePhone+) 
C：家居固網寬頻 (Wireless Fixed Broadband)

A/C：■ 
B：—

A/C：E (每月5、7、11、14、17、21、25號及每
月最後一天，合約生效日是由服務生效日起開
始，而服務生效日由用戶自行選定)
B：F（服 務 生 效 當 日 將 為 每 月 截 數 日，
28/29/30/31日生效的服務，截數日為每月
28號）

■ J＊ — e — f ■

A：K (不少於3個工
作天)
B/C：K (合約期滿後
用戶可隨時提出終止
服務)

A：用戶所選用之計劃的月費金額，乘以餘下合約
期數，或合約列明的固定金額。
B：用戶所選用之計劃的月費金額，乘以餘下合約
期數，或$500(以較高者為準)。
C：用戶所選用之計劃的月費金額，乘以餘下合約
期數，或$800(以較高者為準)。

10
無綫收費電視有限公司 
TVB Pay Vision Limited
D：無綫收費電視 (TVB Pay Vision)

—
F (服務按生效日起計，例如服務於11月10日
生效，截數日則為每月的9號)

— d
不適用，一般情況下，
合約到期日與截數日
相同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K 

(一個月的書面通知)
一般情況下，用戶需支付合約期內的剩餘月費總
額。

註 表列資料由服務供應商於今年11月提供，
最新情況以服務供應商公布為準。
■  表示有/會/可以         
— 表示沒有/不會/不可以

[1]  適用的服務 
 A：流動電話話音及/或數據服務 
 B：家居電話服務 
 C：家居寬頻服務 
 D：收費電視服務

[2] E  服務訂有既定截數日
 F 按簽訂合約日/合約生效日計，設定在隨

後每個月的同一日截數
 G  由客戶自行選定截數日期
 H  按其他方法定截數日 

[3] a  服務供應商表示已於月結單上列明每個
服務項目的收費及結算日期。

 b  有關的截數日會列明於服務確認書內。
 c  該服務供應商的家居電話服務及家居寬

頻服務不以截數日計算收費，因此合約
內只列出合約生效及期滿日期。

 d  截數日需視乎服務生效日而定，而服務生效
日等於服務成功安裝日。

[4] I  按比例（日數）計算，收取截數日至終止日
之間日數的費用。

 J 服務費用計至合約期滿日之後的下一個截
數日為止，即向用戶提供少於1個月的延長
服務，而收取最後一期整個月的月費。

 ＊ 至截稿時，服務供應商仍未回覆有關服務
是否以完約後最接近之截數日計算最後一
期收費。

[5] 終止合約當月不足一個月而被延長服務使
用期，用戶可要求不延長服務期而按比例計
算最後一期服務月費

 e   該服務供應商表示每月共有8個截數
日，一般情況下，用戶不會因為終止合約
當月不足一個月而需繳付1個月的月費。
該服務供應商稱提供的服務均是按月收
費，用戶所簽訂的銷售及服務合約及該
服務供應商的網站已清楚列明條款。如
用戶簽訂的銷售及服務合約的到期日比
其截數日早，用戶需繳付整個月的月費

至下一個截數日為止，而合約到期日後，
用戶仍可享用服務至下一個截數日。

[6] f  合約列明「所有服務及附加功能月費均
需預繳。在任何情況下，已預繳之費用
將不獲退還。」用戶可在公司網頁「我的
賬戶」內查閱合約內容，如需紙張合約，
該服務供應商表示亦會提供。

[7] K  客戶提出終止服務有其他期限。
 L  客戶提出終止服務的通知期不少於一個

月，但不多於兩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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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終止月的計費方法
調查中所有家居電話、收費電視及

家居寬頻（「和記」除外）服務的合約終止

日均與最後一期截數日相同，或按比例收

取最後一期月費，但「和記」的家居寬頻及

由6間服務供應商（「中國移動」、「CSL」、

「和記」、「新世界傳動網」使用自動轉帳

付費的用戶、「電訊盈科」及「SmarTone」）

提供的流動電話話音及/或數據服務，若截

數日與合約終止日期不同，均會將用戶的

服務費用計至合約期滿日之後的截數日為

止，即向用戶提供少於1個月的延長服務，

令用戶的最後一期付款亦同樣是一整個月

的月費，而用戶在合約期滿日至該截數日之

間仍可使用服務。上述服務供應商中，「電

訊盈科」的用戶可要求不延長服務期，而以

合約期滿日計算最後一期服務月費的金額；

其餘5間均不容許用戶要求不延長服務期。

用戶是否知悉合約終止月費
用的計算方法？

6間會延長用戶服務的服務供應商

中，「和記」及「中國移動」的個別服務合

約會列出關於終止月費用的計算方法，亦

會在用戶簽約時說明有關安排。「CSL」及

「新世界傳動網」稱已於合約上列出關於

最後一期費用的計算方法，但不會在用戶

簽約時說明有關安排。使用「電訊盈科」流

動電話話音及/或數據服務及收費電視服

電訊服務—終止最短固定期限服務合約與收費計算的資料

編
號

服務供應商
服務及相關品牌名稱

[1]

月費服務的截數日 終止合約

每項服
務有否
既定

截數日?

截數日 
[2]

合約有否
列出

截數日？ 
[3]   

若截數日與     合約終止日不同

用戶終止合約需
給予服務供應商

的通知期 
[7]

用戶於合約期滿前
要求提前終止合約的賠償

         終止合約當月    延長服務
            少於一個月

有否於合
約上列明
左述計費
方法？ 

 [6]

會否於用
戶簽立合
約時說明
左述計費
方法？

計費方法 
[4]

用戶可否
要求不延

長服務？[5]

1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 
China Mobile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A：中國移動香港 (China Mobile Hong Kong)

■
E 

(每月30/31、5、10、15、20、25號)
■

J (截數日與合約終止
日不同，服務費收取
至截數日前一天。例
如10月5日為截數日，
合約終止日在10月2
日，則收費至10月5日)

—

■：個別提
供無限數據
用量之2G及
3G月費計劃
—：其餘服
務計劃

■
K

 (不少於30天)
有關賠償金額需視乎用戶簽訂合約內的賠償細則
而定。

2
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 
CSL Limited
A：1O1O / one2free

■

E (由用戶簽訂合約日計起，選取該公司既定最
接近之截數日期；1010個人用戶截數日期為每
月4、8、12、15、21、27號；One2free個人用戶截
數日期為每月2、3、5、7、9、11、12、14、16、17、
18、20、22、24、26、27、28號)

■ J — ■ — L
所有回贈或優惠之餘額將被全數取消，另用戶需
繳付提前終止服務費或最短合約期剩餘月份之月
費（以較高者為準）。

3

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 
Hong Kong Broadband Network Limited
B：香港寬頻家居電話 (HKBN Home Telephone Service) 
C：bb100, bb500, bb1000, FibreHome 500, FibreHome 1000 
D：bbTV

■
E 

(每月最後一天)
— a I 不適用 — a — a L

B：用戶需支付$550或合約期的剩餘月費（以較高
者為準）
C/D：用戶需支付$990或合約期的剩餘月費 (以較
高者為準)。

4

香港有線電視有限公司 
Hong Kong Cable Television Limited
B：「有線寬頻」電話 
C：「有線寬頻」上網 
D：有線電視

—

F〔服務安裝後翌日等於服務承諾使用期開始
日和隨後每月截數日(零時零分)。例如服務承
諾使用期開始日是31號，截數日則設定為每月
30號。〕

■ b

不適用，服務承諾使
用期的完結日等於截
數日前一日(23時59
分)〔如服務承諾使用
期開始日是31號，則
完結日等於截數日30
號(23時59分)〕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L

B：用戶需繳付相等於服務承諾使用期餘下月份之
服務費用，或$475 (以較高者為準)。 
C/D：如用戶於相關服務計劃之承諾使用期生效期
間終止服務或轉用其他服務計劃，需繳付相等於服
務承諾使用期餘下月份之服務費，亦可能會被追討
因承諾使用相關服務計劃而已獲贈之推廣優惠。

5

和記電訊(香港)有限公司 
Hutchison Telecommunications (Hong Kong) Limited
A：3 香港 (3 Hong Kong)

和記環球電訊有限公司 
Hutchison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s Limited 
B：3 家居電話 (3Home Telephone) 
C：3 家居寬頻 (3Home Broadband)

■

A：E/G (設有28個不同的帳單截數日，一般而言，
服務生效日會與帳單截數日相同；用戶亦可自行選
定帳單截數日。)
B：E (每月的帳單截數日為5、10、15、20、25號及
每月的最後一日。該公司稱會根據服務的生效日而
設定每月的帳單截數日。例如：家居電話服務於5號
至9號期間生效，帳單截數日將設定於每月的5號。)
C：E (每月的帳單截數日為6、10、14、17、24號及每
月的最後一日。該公司稱會根據服務的生效日而設
定每月的帳單截數日。例如：家居寬頻服務於6號至
9號期間生效，帳單截數日將設定於每月的6號。)

A：■ 
B/C：—

A/C：J
B：I

— ■ ■

A：K (合約期滿前的一
天。該公司表示會提醒
用戶有關帳戶的帳單
截數日及合約到期日，
並會建議用戶於該截
數日終止服務。)
B/C：L (該公司會提醒
用戶有關帳戶的帳單截
數日及合約到期日，並
會建議用戶於該截數日
終止服務。)

A：用戶需支付每月的服務月費乘以剩餘的合約期
的費用或合約內闡明的固定賠款。(如用戶已繳付
手機預繳費用，將不獲退還。)
B/C：用戶需支付每月的服務月費乘以剩餘的合約
期的費用。如用戶於合約期內搬遷至該公司無法提
供服務的地點而需終止服務，用戶需繳付已豁免的
安裝費、已享用禮品或禮劵的價值及終止服務前
已享用的月費折扣差額。

6
新世界傳動網有限公司 
New World Mobility Limited
A：新世界傳動網 (New World Mobility)

■
F (服務按服務開始日計，設定在隨後每個月的
同一日截數，例如於11月5日開始服務，則以後
每個月的5號為帳單開始日)

■
不適用
如用戶成功申請自動
轉帳：J

不適用
如用戶成功申請
自動轉帳：—

■ — L

如用戶已預繳費用，便需即時支付行政費，而所有
預繳費用及回贈將全數沒收；如用戶沒有預繳費
用，則需即時支付任何提前終止服務費或最短合約
期剩餘月份的月費(以較高者為準)。

7

新世界電訊有限公司 
New World Telecommunications Limited
B：家居通電話服務 (HomeConnect Service)/ NetTalk家居
寬頻電話服務 (NetTalk Home Broadband Phone Service) 
C：NWT bb 寬頻服務 (NWT bb Broadband Service)

—

F/G (服務按合約生效日起計，一般情況下會
根據用戶之服務合約生效日釐定其截數日，例
如用戶之服務合約生效日期為12月5日，則以
後每個月的4號為截數日。另用戶可要求自定
截數日。)

— c
不適用，服務承諾使
用期的完結日等於截
數日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K

(不少於一個月)

如用戶於固定合約期內終止服務，需繳付該公司取
消費用(相當於剩餘固定合約期內之所有月費)，用
戶亦可能會被追討已送贈之禮品價值(如適用)及/
或已享有之豁免費用等。

8

電訊盈科有限公司  
PCCW Limited 
A：電訊盈科流動通訊/流動寬頻服務 
(PCCW mobile/netvigator Everywhere) 
B：香港電訊家居固網服務 (HKT Residential Fixed Line) 
C：網上行 (Netvigator) 
D：now TV

■

A：E (每月7、10、14、17、21、24號)
B：E (每月1、4、7、10、13、16、19、22、25、
28號)
C：E (每月3、9、15、21號)
D：E (每月3、9、15、21號)

A：■ (現有用戶
續簽合約)；— 
(新上台合約)

B/C/D：—

A：J＊ 

B/C/D：I
A：■ 

B/C/D：不適用
—

A/D：■ 
B/C：—

A/B：K (不少於一個
月)
C：K (用戶需於30日
前提交已填妥的終止
服務表格，通知該服
務供應商)
D：L

A：合約固定期餘下月數的月費總額。
B：合約固定期餘下月數的月費總額或港幣$500，
以較高者為準；另需付回禮品的正價價值予該服務
供應商。
C：合約固定期 餘下月數的月費總 額；另需付
$680(適用於100M或以上免費升級組合)。
D：合約固定期餘下月數的月費總額或定額港幣
$1,500(後者只適用於安裝了額外解碼器的用戶)。

9

SmarTone 
A：(多項話音及數據服務計劃)
B：家+電話 (HomePhone+) 
C：家居固網寬頻 (Wireless Fixed Broadband)

A/C：■ 
B：—

A/C：E (每月5、7、11、14、17、21、25號及每
月最後一天，合約生效日是由服務生效日起開
始，而服務生效日由用戶自行選定)
B：F（服 務 生 效 當 日 將 為 每 月 截 數 日，
28/29/30/31日生效的服務，截數日為每月
28號）

■ J＊ — e — f ■

A：K (不少於3個工
作天)
B/C：K (合約期滿後
用戶可隨時提出終止
服務)

A：用戶所選用之計劃的月費金額，乘以餘下合約
期數，或合約列明的固定金額。
B：用戶所選用之計劃的月費金額，乘以餘下合約
期數，或$500(以較高者為準)。
C：用戶所選用之計劃的月費金額，乘以餘下合約
期數，或$800(以較高者為準)。

10
無綫收費電視有限公司 
TVB Pay Vision Limited
D：無綫收費電視 (TVB Pay Vision)

—
F (服務按生效日起計，例如服務於11月10日
生效，截數日則為每月的9號)

— d
不適用，一般情況下，
合約到期日與截數日
相同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K 

(一個月的書面通知)
一般情況下，用戶需支付合約期內的剩餘月費總
額。

註 表列資料由服務供應商於今年11月提供，
最新情況以服務供應商公布為準。
■  表示有/會/可以         
— 表示沒有/不會/不可以

[1]  適用的服務 
 A：流動電話話音及/或數據服務 
 B：家居電話服務 
 C：家居寬頻服務 
 D：收費電視服務

[2] E  服務訂有既定截數日
 F 按簽訂合約日/合約生效日計，設定在隨

後每個月的同一日截數
 G  由客戶自行選定截數日期
 H  按其他方法定截數日 

[3] a  服務供應商表示已於月結單上列明每個
服務項目的收費及結算日期。

 b  有關的截數日會列明於服務確認書內。
 c  該服務供應商的家居電話服務及家居寬

頻服務不以截數日計算收費，因此合約
內只列出合約生效及期滿日期。

 d  截數日需視乎服務生效日而定，而服務生效
日等於服務成功安裝日。

[4] I  按比例（日數）計算，收取截數日至終止日
之間日數的費用。

 J 服務費用計至合約期滿日之後的下一個截
數日為止，即向用戶提供少於1個月的延長
服務，而收取最後一期整個月的月費。

 ＊ 至截稿時，服務供應商仍未回覆有關服務
是否以完約後最接近之截數日計算最後一
期收費。

[5] 終止合約當月不足一個月而被延長服務使
用期，用戶可要求不延長服務期而按比例計
算最後一期服務月費

 e   該服務供應商表示每月共有8個截數
日，一般情況下，用戶不會因為終止合約
當月不足一個月而需繳付1個月的月費。
該服務供應商稱提供的服務均是按月收
費，用戶所簽訂的銷售及服務合約及該
服務供應商的網站已清楚列明條款。如
用戶簽訂的銷售及服務合約的到期日比
其截數日早，用戶需繳付整個月的月費

至下一個截數日為止，而合約到期日後，
用戶仍可享用服務至下一個截數日。

[6] f  合約列明「所有服務及附加功能月費均
需預繳。在任何情況下，已預繳之費用
將不獲退還。」用戶可在公司網頁「我的
賬戶」內查閱合約內容，如需紙張合約，
該服務供應商表示亦會提供。

[7] K  客戶提出終止服務有其他期限。
 L  客戶提出終止服務的通知期不少於一個

月，但不多於兩個月。

由電訊業界組織香港通訊業聯會

制定的《電訊服務合約業界實務守則》

（《業界守則》）第6.1（a）段規定，服務供

應商有責任於合約內清楚區別合約到期日

與用戶可能須履行付款責任的日期，但《電

訊條例》及《業界守則》均無提及收費截數

日與合約終止日不同的處理方法。

法例及業界守則均無涵
蓋截數日與合約終止日
不同的計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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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及「SmarTone」的用戶則會在簽訂合約

時獲告知有關安排。

本會認為，服務供應商應於合約文

件上提供足夠的資訊（包括費用的計算方

法），供消費者參考，並在用戶簽約前作重

點說明，讓用戶作出知情的選擇。

多收由合約期滿日至下一個
截數日費用所衍生的問題

由於大部分按月付費的電訊服務都要

求用戶預繳月費，而且每次需支付一整個月

的月費，若截數日與服務開始日不相同，在

合約終止的月份，用戶可能需支付合約期以

外的費用。本會認為此做法有以下問題：

1.	 如服務合約期限與最終的截數日

不同，而用戶無權選擇截數日，甚至無法在

立約前得知截數日與合約終止日是否同一

日，難以確保自己只需支付需要服務期間

的費用，也難以避免服務被延長所涉及的

不必要收費。

2.	 再者，用戶若計劃約滿後「跳

槽」，通常會預先安排轉用另一服務供應

商，如在原先的合約期滿後服務被延長一

段時間，期間需同時向新舊服務供應商支

付服務費，對消費者並不公平。

現時市場上部分服務供應商依據用

戶開始使用服務的日子截數，本會認為服

務供應商應統一計費方法，令截數日與用

戶的合約/服務終止日一致，即用戶只需為

合約上所列的合約期支付費用，而不是由

服務供應商因應其內部運作，在期滿後延

長服務及多收費用，或令已「轉台」的用戶

需為同一類服務繳付兩份服務費用。

此外，不同用戶的服務合約期長短不

一，同一長度的延長服務期，對合約期限

不同的用戶有不同的影響，合約期愈短，

按比例計算多付費的損失愈大。

有服務供應商稱，約滿的用戶可要求

不延長服務期，但有關安排需由用戶提出，

而用戶未必能適時提出不延長服務期的要

求，做法並不理想。若截數日與合約/服務

終止日無法統一，本會建議服務供應商應

根據合約的終止日，按比例計算最後一期

的費用，並提早通知用戶有關金額。用戶若

涉及月費以外的其他收費（例如使用的數

據量超出了服務計劃包括的用量），可另發

單收取，這樣會較清楚易明，亦避免在合

約最後一個月收取費用的爭議。

用戶終止合約需給予服務供
應商的通知期

「CSL」、「香港寬頻」、「有線電視」

及「新世界傳動網」的用戶，另「和記」的家

居電話或寬頻服務的用戶，及「電訊盈科」

的收費電視服務用戶提出終止服務時，需給

予不少於一個月但不多於兩個月的通知期。

而「中國移動」、「新世界電訊」及「電訊盈

科」的流動電話話音及/或數據服務、家居

電話服務或家居寬頻服務的用戶，及「無綫

收費電視」的用戶，則需於不少於30天或一

個月前通知有關服務供應商終止服務。至

於「SmarTone」的流動電話話音及/或數據

服務用戶，可於合約到期日不少於3個工作

天前提出終止服務，其家居電話或寬頻服務

的用戶，則可在合約期滿後隨時提出終止服

務。「和記」流動電話則可於合約期滿前的

一天提出終止服務。

值得留意的是，若用戶擬於服務合約

期滿後即時停止使用有關服務，調查的所有

服務供應商均要求用戶，在合約期滿前指定

的時間內主動提出終止服務的要求，而服務

並不會在合約屆滿日後自動終止。因此，擬

停用服務的用戶需留意服務合約的終止日

期，以便能及時發出通知予服務供應商。

提早終止合約需作賠償
調查中全部服務供應商的用戶提前

終止合約時，都需支付合約期內剩餘月份

的服務費，或合約列明的金額，一般以較高

者為準。個別服務計劃的用戶若曾獲送贈

禮品或優惠，提早終止合約時，服務供應商

更有可能追討已送出的優惠，提高了提前

終止合約的代價，消費者在參加服務計劃

時亦應考慮此點。

市場速報

計費周期與合約期不同以致多付服務費的例子
( 服務合約於2011年11月1日生效，為期一年，服務供應商的截數日為每月10日。)

合約
 生效

2011年11月1日 11月10日

合約生效
後第一個

截數日

合約生效後第二個

截數日

12月10日 2012年10月10日

合約
期內
最後
一個

截數日

10月31日 11月10日

合約

到期
日

合約期後第一個

截數日

首月服務費

(根據日數按比例收取)

第二個月的服務費

(收取一整月的月費) 最後一期服務費 (收取一整月的月費)

延長了的服務期

及多付費用的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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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和事佬」助消費者與電訊商解決帳單爭議
今時今日，電訊服務已是日常生活不

可缺少的一環，但消費者使用服務不時與

電訊商發生爭拗；為協助消費者與電訊商

解決陷入僵局的計帳爭議，電訊業已設立

一個由業界自願實施的「解決顧客投訴計

劃」——由香港通訊業聯會成立的獨立調

解服務中心，自11月起提供調解服務，計劃

將試行兩年。本港主要的固網及流動網絡

商均有參與該計劃。

調解服務涵蓋的範圍

調解服務適用於消費者在使用參與

調解服務的電訊商所提供的個人或住宅電

訊服務時出現的計帳爭議，常見例子有：

◇	帳單計算出錯；

◇	所列收費日期有別於服務開始或使用的				

	日期；

◇	就消費者沒有訂用或接受的項目、沒有

收取的產品、沒有使用的服務徵收費用；

◇	所列收費有別於合約訂明的收費；

◇	帳單沒有適當列明收費；

◇	帳單沒有顯示已付款項、可享的回贈或		

	折扣等。

如涉及的爭議金額為$300或以上，

消費者經指定渠道向有關電訊商投訴，但

雙方的商議陷於僵局（例如投訴後超過	

6個星期仍未能解決爭議），可於爭議發生

後1年內申請調解服務。調解服務由曾接受

專業訓練的獨立調解員處理。

舉例說，陳小姐翻查帳單，發現電訊

商未得其同意下，經其信用卡戶口收取一項

增值服務的收費達數月，金額接近$1,000，

遂向電訊商投訴。電訊商聲稱陳小姐申請電

話服務時，曾登記選用該增值服務，但陳小

姐堅稱當時電訊商並沒有清楚提及該項收

費，她亦從未使用該服務，要求退還款項。

雙方爭持數星期仍未能解決爭議。

以陳小姐的個案而言，調解員會先

瞭解她與電訊商的爭議重點、理據及訴

求，協助雙方商議並擬訂解決方案，就全

部或部分爭議達成協議。調解服務較法律

程序靈活，可安排陳小姐與電訊商經電話

或會面進行調解，更快捷方便和具成本效

益。調解員也可充當「和事佬」的角色，令

雙方在保密及不傷和氣的情況下商議，解

決爭議。

有意使用調解服務的消費者，可致電

2180	9521與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通

訊辦）的職員聯絡，以評定個案是否受理，

通訊辦會將合資格個案轉介予調解服務中

心跟進。消費者須就受理個案繳付$100，

作為使用服務的費用。有關計劃詳情及

參與計劃的電訊商名單，可瀏覽相關網站

http://ccss.cahk.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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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訊市場已經全面開放，服務收費

水平及終止月的計費安排屬服務供應商的

商業決定。因此客戶於合約期滿後，是否需

要承擔服務費用至截數日為止，要視乎服務

供應商與客戶所訂合約內的有關條款而定。

通訊辦認為，現時各服務供應商可能

因個別的營運需要，對服務終止月的計費

或會有不同的安排，各服務供應商在制訂

有關安排時，不可以向客戶收取不合理的

費用，必須確保有關安排公平合理，避免

令消費者產生不滿。

通訊辦又表示，《電訊服務合約業界

實務守則》（《業界守則》）第6.1(a)段規

定，服務供應商有責任於合約內清楚區別

合約到期日與客戶可能須履行付款責任的

日期。如發現有服務供應商沒有遵守《業

界守則》的相關規定，通訊辦會作出跟進。

通訊辦稱在制訂《業界守則》的措施

時，前電訊管理局與香港通訊業聯會主要

參考當時市民就電訊服務合約的各項投訴

並重點針對引起合約糾紛的主要成因。在

2010年及2011年該局收到涉及合約終止月

要付整月月費的投訴，分別有16宗及34宗，

佔電訊服務合約投訴總數的3%。因此通訊

辦認為，在制訂《業界守則》的措施時，服

務終止月的計費安排並不是重點之一。然

而，通訊辦表示會密切監察市場的發展和

動向，適時檢討、更新和完善《業界守則》，

以期有效落實對消費者和電訊業界均屬公

正、公平和合理的電訊服務合約安排。

此外，通訊辦提醒消費者在選用電訊

服務時，應留意及細心比較各服務供應商

在這方面的安排，並細閱服務合約內有關

服務收費的條款與細則，包括合約的到期

日、帳單的截數日、終止服務通知期等。如

消費者對於合約有任何疑問，應向服務供

應商查詢，瞭解後才簽約。

香港通訊業聯會回應 
香港通訊業聯會認為，終止合約及相

關之收費的重要議題在於有否清楚地將計

算方法告知用戶，而該會在聯繫電訊服務

供應商擬訂業界守則時一直奉行這原則。由

於這議題與個別電訊服務供應商的政策有

關，該會會在下一次常規會議進行討論。

http://ccss.cahk.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