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  光纖寬頻月費優惠 

SUGAR F7 上台超筍機價$399   

iPhone 7 上台優惠機價低至$3,960    

免$900 安裝費 

優惠月費低至$110   

免費換購 ASUS RT-AC1200G+路由器 (50M – 1G)    

 

 

    智能手機月費優惠 

「中‧港澳連城」月費$138 起即享 2GB 數據三地共用 

iPhone 中港澳共用月費計劃送 24GB 數據用量再享機價$500 折扣 

 

 

 
  

海關福利會 

特別優惠 



 
居+光纖寬頻優惠  

 

精選手機型號 

光纖寬頻月費 (澳門幣) 

$300/150M $380/300M $460/600M $580/1G 

優惠機價 

SUGAR F7 

(原價：$2,680) 
$399 $399 $399 $0 

iPhone 7 (32GB)  

(原價：$5,760) 
$3,960 $3,960 $3,960 $3,260 

iPhone 7 (128GB) 

(原價：$6,590)   
$4,890 $4,890 $4,890 $4,090 

iPhone 7 (256GB) 

(原價：$7,410)  
$5,710 $5,710 $5,710 $4,910 

HUAWEI MATE 9  

(原價：$4,930) 
$3,230 $3,230 $3,230 $2,330 

 

 

  



 
居+光纖寬頻優惠  

 

月費計劃 (澳門幣) 

光纖寬頻計劃 12M 50M 150M 300M 600M 1G 

 優惠月費 $110 $200 $240 $300 $360 $460 

原價月費 $138 $250 $300 $380 $460 $580 

無線路由器 
換購價  $99 $0 

ASUS RT-AC1200G+無線路由器 (原價：$850) 
 

 

註：^客戶若如於合約期內取消服務、更改客戶名稱、降低月費計劃，獲豁免之安裝費將在客戶之賬戶內收取。優惠受相關服務條款所約束。 

*優惠月費於合約期後將回復原價月費。倘客戶於合約期間終止其互聯網服務、轉低收費組別，有關之按金將在客戶之賬戶內收取，而有關之優惠將被

終止。 

 

  

同步雙頻 802.11ac 無線連線，高速

串流網絡 4K 影片，暢玩線上遊戲 



 
  「中‧港澳連城」月費優惠計劃 

「中‧港澳連城」特點： 
- 中、港、澳三地共用計劃內之免費數據 
- 三地額外數據用量收費只需 $0.25 / MB 
- 港澳兩地共用計劃內之免費 WiFi、話音及短訊用量 
- 免費任用 CTM 及 香港 Wi-Fi 熱點 (熱點超過 16,000 個) 
- 香港 IDD 通話及國際短訊按本地用量計算 

月費計劃 

「中‧港澳連城」服務月費 (澳門幤) $138 $198 $288 $468 

計劃內容 

中港澳共用數據 

(基本用量 + 額外贈送用量) 
2GB 3.5GB 6.5GB 任用~

 

港澳共用 WIFI 用量 (小時) 無限 

港澳共用通話時間 (分鐘) 

(「自己人」 + 基本通話時間) 
2,000 2,000 3,200 6,400 

港澳共用短訊 100 100 300 700 

免費中國 IDD 通話時間 (分鐘) 

(基本用量+額外贈送用量) 
200 200 400 800 

送 5GB Cloud Box + 雲管家 

免費增值服務 

來電號碼顯示服務 / 特備功能服務 (包括所有來電轉線服務、來電接待服務及所有來電上鎖服務^等) / 留言信箱^ 或「冇甩 Call」^ 
/ 豁免 IDD 本地通話費@ 

註：此服務計劃只適用於 4G+月費客戶，同時須配合澳門電訊之 IDD 服務、流動電話跨域服務及無線寬頻跨域服務方可使用；此服務之生效時間為翌日晚上

8 時後；客戶於香港須選用香港 CSL 跨域網絡商或於中國內地選用中國移動跨域網絡商（建議以「手動」模式選擇網絡），如使用其他網絡供應商將按個別之

跨域服務收費；客戶身處香港時須登入 CTM-WIFI-AUTO 方可使用香港 CSL Wi-Fi 服務；另外，此服務亦可同時與「跨域數據組合（1 日）-香港」服務一併

使用，而所使用之數據用量並不會在客戶原有之免費用量中扣除；不可與「友排傾」通話計劃（香港電話號碼）同時使用。若客戶於 24 個月內終止此服務，

客戶需繳付澳門幣 200 圓之手續費。~當客戶於一個月內所使用之本地流動數據用量超過 20GB 時，會視作限速不限量，即數據存取速度(上載及下載)將被限

制至不低於 256kbps，直至當月截單日後便會回復原速度。^客戶需另行登記。@不適用於月費$138/$198 計劃。 

 

 

  



 
iPhone 中港澳共用月費優惠計劃 

特別優惠： 

- 送 24GB 數據用量* 

- 享 $500 手機折扣 或 使用中銀/大豐/永亨/CTM 信用卡享 12 個月免息分期(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
 

- 豁免手機預繳
#
 

月費計劃 

iPhone 中港澳共用服務月費 (澳門幤) $326 $436 $616 $786 

計劃內容 

中港澳共用流動總數據用量 

(基本用量 + 額外贈送用量) 
3.5GB 5.5GB 8.5GB 任用~ 

港澳 WIFI 用量 (小時) 無限 

港澳話音通話時間 (分鐘) 

(「自己人」 + 基本通話時間) 
1,600 2,800 3,600 6,000 

港澳短訊 100 300 500 700 

免費中國 IDD 通話時間 (分鐘)
%

 

(基本用量+額外贈送用量) 
250 450 650 850 

送 5GB Cloud Box + 雲管家 

免費增值服務 

來電號碼顯示服務 / 特備功能服務 (包括所有來電轉線服務、來電接待服務及所有來電上鎖服務^等) / 留言信箱^或「冇甩 Call」^ 
/ 豁免 IDD 本地通話費@ 

註：*將按 24 個月平均回贈給客戶，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受相關服務條款及細則約束。~當客戶於一個月內所使用之本地流動數據用量超過 20GB 時，

會視作限速不限量，即數據存取速度(上載及下載)將被限制至不低於 256kbps，直至當月截單日後便會回復原速度。% 三地共用計劃內之 IDD 時間只適用於

中國。^客戶需另行登記。@不適用於月費$326 計劃。 

 

  



註：優惠須視乎手機數量，售完即止。價格及型號只供參考，須視乎當時市場而定。@受 iPhone 服務月費計劃之條款及細則限制。客戶若於合約期內終止

或暫停流動電話服務或轉低收費組別，有關之預繳按金將在客戶之流動電話賬戶內扣除 / 將按比例收取獲豁免之總手機按金餘額，而相關之優惠將被終止。

^ $500 機價折扣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iPhone 中港澳三地月費優惠計劃 (合約期 24 個月)    

 

iPhone 7 型號 

中港澳三地共用服務月費 (澳門幣)
@

 

$326 $436 $616 $786 

$500 折扣後機價
^
 

預繳按金 

iPhone 7 (32GB) 

(黑/玫瑰金/銀色/金色) 
 $1,928 

$3,240 

$528 
$4,680 

$0 
$5,760 

$0 
$5,760 

iPhone 7 (128GB) 

(亮黑/黑/玫瑰金/銀色/金色) 
 $2,728 

$3,360 

$1,328 
$4,680 

$0 
$6,480 

$0 
$6,480 

iPhone 7 (256GB) 

(亮黑/黑/玫瑰金/銀色/金色) 
 $3,528 

$3,360 

$2,128 
$4,680 

$0 
$6,960 

$0 
$7,320 

iPhone 7 Plus 型號 

中港澳三地共用服務月費 (澳門幣)
@

 

$326 $436 $616 $786 

$500 折扣後機價
^
 

預繳按金 

iPhone 7 Plus (32GB) 

(黑/玫瑰金/銀色/金色) 
 $2,828 

$3,360 

$1,528 
$4,680 

$0 
$6,720 

$0 
$6,720 

iPhone 7 Plus (128GB) 

(亮黑/黑/玫瑰金/銀色/金色) 
 $3,628 

$3,360 

$2,328 
$4,680 

$128 
$6,960 

$0 
$7,560 

iPhone 7 Plus (256GB) 

(亮黑/黑/玫瑰金/銀色/金色) 
 $4,428 

$3,600 

$3,128 
$4,920 

$928 
$7,080 

$0 
$8,520 



條款及細則 

 

優惠期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以上優惠只適用於海關福利會會員，客戶須出示有效會員證/會員身份證明方可享用優惠。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以上優惠及最新價格如有更改，恕不另外通知。貨/贈品數量有限，售/送完即止。以 CTM 可接受使用政策(AUP)和公平使用政策(FUP)為準。以上優惠受

相關之服務條款所約束。詳情請致電特快專線或向直銷專員查詢。澳門電訊保留最終決定權。 

 

居+光纖寬頻優惠 

1. 住宅光纖寬頻優惠（「本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客戶所申請寬頻之電話線若於申請日前 2 個月內有取消寬頻服務紀錄，並重新申請上網，

該客戶將不可獲得本優惠。 

2. 若客戶申請本優惠後，取消於同一安裝地址之原有寬頻服務，將不可獲得此優惠。 

3. 客戶須簽署為期 12 個月寬頻服務合約。 

4. 優惠月費以每月回贈方式給予客戶。首月之賬單需預繳一個月原月費，由第二個月起每期賬單將收到回贈相當於所申請計劃之原月費與優惠月費之差

額，為期 12 個月。 

5. 優惠期後，有關之寬頻服務將按原月費於客戶之寬頻賬戶內自動收取。 

6. 貨品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7. 澳門電訊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4G+「中．港澳連城」計劃 

1. 此服務計劃只適用於 4G+月費客戶，同時須配合澳門電訊之 IDD 服務、流動電話跨域服務及無線寬頻跨域服務方可使用。此服務之生效時間為翌日

晚上 8 時後。客戶於香港須選用香港 CSL 跨域網絡商或於中國內地選用中國移動（建議以「手動」模式選擇網絡），如使用其他網絡供應商將按個

別之跨域服務收費。另外，此服務亦可同時與「跨域數據組合（1 日）」服務一併使用，而所使用之數據用量並不會在客戶原有之免費用量中扣除。不

可與「友排傾」通話計劃（香港電話號碼）同時使用。客戶使用的手機須支援 TD-SCD-MA(3G)/TD-LTE(4G)制式方可經中國移動網絡使用 3G/4G 數

據服務。 

2. 4G+「中．港澳連城」服務之登記費用首次為豁免，其後再次申請費用為 $50。此增值服務原價為 $200。 

3. 如客戶把來電轉駁至內地或其他國際電話號碼，需繳付國際來電轉線服務之有關費用。致電往中國（00）及國際之 IDD 長途電話將按標準收費。國際

長途電話以每 6 秒為收費單位，致電 IDD 國際長途電話，除 IDD 通話費外，客戶仍須扣除本地話音通話時間。本地話音通話時間是按客戶所選用

之月費計劃而定。國際短訊每個為$1；國際多媒體訊息每個為$3。 

 

4G+流動電話優惠 

1. 優惠只適用於新申請上台 / 轉台 / 無合約束縛及現有之 4G+月費客戶，並須簽署 24 個月合約。若客戶於合約期間終止或暫停其流動電話服務或轉

低收費組別，有關之按金將按比例在客戶之流動電話賬戶內扣除，而相關之優惠將被終止。優惠期後，有關之流動電話服務 / 增值服務將按原月費於

客戶之流動電話賬戶內自動收取。 

2. 當「可用免費本地流動數據」用量只剩餘 500MB、100MB、500KB 及 10KB 時，客戶會收到用量短訊提示，若客戶之免費兩地流動數據用量用完

時，本地及跨域流動數據服務將被暫時上鎖，客戶可透過手機撥打 #188*1# 購買 $58 / 500MB 或撥打 #188*2# 購買 $88 / 1GB 額外數據用量，

或自行解鎖為按每 KB 收費。為保障客戶的個人利益，本地流動數據用量收費上限為 $500，並只適用於本地流動數據額外用量收費（流動數據服務

月費及 CTM Wi-Fi 用量除外 )，當達到此收費上限時，數據傳輸速度將被限制至不少於 256kbps。客戶身處香港時須登入 CTM-WIFI-AUTO 方可使

用香港 CSL Wi-Fi 服務。重發 Wi-Fi 密碼 : 客戶可透過服務第一熱線 1000、CTM Buddy 手機程式或以手機致電 #8080。更改 Wi-Fi 密碼 : 客

戶可透過 CTM Buddy 手機程式。詳情請瀏覽 www.cyberctm.com 的「跨域 Wi-Fi 伙伴」頁面。 

3. 本優惠包括之中國及香港 IDD 免費通話時間只適用於經「00」或「01」撥打之 IDD，客戶使用此優惠前須預先開通 IDD 服務。若客戶之免費用量

已用完，致電往中國及香港 IDD（00 / 01）額外收費將按標準收費，而額外傳送本地短訊每個為$0.25、國際短訊每個為$1；傳送本地「自己人」多

媒體訊息每個為$0.25、國際多媒體訊息每個為$3。 

4. 當客戶於一個月內所使用之本地流動數據用量超過 20GB 時，會視作限速不限量，即數據存取速度(上載及下載)將被限制至不低於 256kbps，直至當月

截單日後便會回復原速度。 

 

蘋果產品維修服務條款及細則 

1. 手機一經 Apple iTunes 啟動後將不能更換，根據蘋果產品原廠保養條款及細則，其保養是由客戶自行負責。 

2. 客戶知悉及同意，根據蘋果公司 (Apple Inc.) 的指引及授權，所有蘋果產品的保養服務將由蘋果公司的授權維修中心負責。詳情請參閱蘋果的官方網

頁：https://locate.apple.com/mo/zh。 

3. 本人同意簽署及確認所購買之手機及配件屬完好無缺。 

4. 本人再次確認已清楚閱讀，瞭解及同意以上條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