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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條款及條件是數碼通電訊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客戶之間訂立的「ST 光纖寬頻」的附加條款和 
條件( 請親臨本公司任何門市或致電本公司客戶服務熱線或瀏覽網頁 www.smartone.com 索取) 並構成 

「ST 光纖寬頻」條款及條件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1. 合約期限 

 
1.1  客戶必須根據銷售及服務合約內指定期限（「合約期限」）選用以下服務。合約期限由服務生效

日開始計算。 
 

1.2 服務將於安裝日後第一天生效。 

 
 

2. 服務計劃 
 

2.1 標準月費 

 

服務 標準月費 合約期限 

家居基本寬頻 100 月費 HK$128 連續 24 個月 

家居光纖 500 月費 HK$148 連續 24 個月 

家居光纖 1000 月費 HK$158 連續 24 個月 

 

a)   WiFi 服務只適用於本公司指定之無線熱點，詳情請瀏覽 www.smartone.com。  

b)  無需收取第一次基本安裝費。 
 

2.2 超值月費 

 

服務 超值月費 

家居基本寬頻 100 月費 HK$108 

家居光纖 500 月費 HK$128 

家居光纖 1000 月費 HK$138 

 

a)   超值月費是根據標準月費減去相應服務計劃的現金獎賞後計算出來。「家居基本寬頻 100」、

「家居光纖 500」及「家居光纖 1000」的現金獎賞是$20/月。 
 

b)  現金獎賞將會每月回贈至客戶戶口。第一期現金獎賞由服務生效起首個月開始回贈。 

 

條款及條件 T&C N004WO 

(「ST 光纖寬頻」 - 合約計劃 ) 

http://www.smartone.com/


 

2 
Version updated: 01/08/2016 

c)  超值月費計劃將不時變動。 
 

d)  客戶申請服務同時使用指定流動電話計劃（「流動電話計劃」）或家+電話 (「家+電話」)，並符

合 以下的條件，將有資格享有超值月費。 
 

e)  本服務及指定流動電話計劃應以相同的名稱登記和同一賬戶登記;如客戶已申請家+電話，本服務

及家+電話應以相同的身份證號碼登記，否則客戶將不能享有超值月費。 
 

f)  超值月費將於服務賬單截數日執行，惟流動電話計劃或家+電話必須仍然生效。現金獎賞將計 

算入賬單內。若於服務賬單截數日，流動電話計劃或家+電話因任何原因被終止或暫停，該月 

的超值月費將不適用，而客戶將被收取標準月費。本公司於每個賬單截數日將檢查該流動電話 

計劃或家+電話的帳戶狀態，以確定客戶被收取超值月費或標準月費。 

 

g)  每個流動電話計劃或家+電話只可享一次超值月費。 

 

h)  若客戶同時選用兩個服務及一個流動電話計劃或家+電話，只可享一次超值月費，月費金額以較

高者計算。 

 
2.3 客戶可在合約期限更改為更高的服務計劃，合約期限將維持不變。客戶若更改為一個較低的服務計 

劃，必須向本公司支付指定算定損害賠償（於以下第 7 條所述），並重新簽署新的合約期限服務
計劃。在這兩種情況下，客戶須向本公司支付不時訂定之安裝費用（如適用）。 

 

2.4 服務計劃是以每月收費。服務月費由服務生效日至首個截數日，都是會按整月計算。所有服務月費
均須預繳。於任何情況下，已繳交之費用將不獲退還。 

 
2.5 除非收到客戶通知本公司停止使用本服務，本公司將於合約期屆滿後，繼續提供有關服務給客戶， 

並會收取合約期限屆滿當時的服務計劃的月費。 
 
 

2.6 延遲使用服務  

 

a) 此安排只適用於指定服務計劃。  

 

b) 客戶可選擇於成功安裝後起計 180日內開始使用服務。  

 

c) 客戶必須預繳$500，開始使用服務後，該筆預繳費用會回贈到客戶的帳單。  

 

d) 成功安裝後，開始使用服務前之期間，若客戶取消服務，預繳費用將不獲退還。若安裝不成功，已

預繳之費用將會退還。  

 

 

3. 按金 

客戶若不同意使用信用卡或銀行戶口自動轉賬， 須支付HK$1,200為「家居光纖100」、「家居光纖

500」及「家居光纖1000」按金及/或 HK$600 為「家居電話」按金。因應網路資源供應情況，

部份家居基本寬頻 100需使用光纖到戶之技術，此部份客戶需繳付以上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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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預繳款項 

 客戶需預繳一個月的服務月費。 

5. 自選配件 
 

WiFi 路由器 – 費用包括一次安裝 

1 部 HK$1,000 

2 部 HK$2,000 

3 部 HK$3,000 

4 部 HK$4,000 
 

 

HomePlug – 費用包括一次安裝 

2 部 HK$800 

3 部 HK$1,100 

4 部 HK$1,400 

5 部 HK$1,700 

 

6. 自選服務 

 
Cloud Storage Manager 

 

Cloud Storage Manager HK$15 / 月費 

額外加密服務功能 HK$20 / 月費 

額外 mirror-sync 功能 HK$20 / 月費 

 

7. 終止服務之費用 

 
7.1  於合約期限內若發生下列任何情況，客戶須向本公司支付指定算定損害賠償  [銷售及服務合約所詳 

述 之月費總月費 x 合約期限尚餘之期數]： 
 

a)  若客戶更改本服務； 

b)  若客戶更改本服務的註冊名稱； 

c)  若客戶更改銷售及服務合約所詳述之月費；或 

d)   不論任何原因引致本服務及有關服務被終止或暫停 (因以下第 7.4條引致服務終止除外)。 

 

7.2   若客戶於服務生效日起計 365 日內終止服務，將要支付 HK$680 手續費及第 7.1 條款所述之指定   

算 定損害賠償。 

 

7.3  如果客戶於終止服務後再要求重新安裝服務，本公司將收取 HK$680 或由本公司全權酌情決定該 

等 款項的安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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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若客戶搬遷到一個沒有本公司服務覆蓋的地址而引致終止服務，客戶將不用履行合約期限之義務及 

 不會被要求支付第 7.1 條款規定的指定算定損害賠償；但客戶須支付所有未償還款項的服務款項。 

於服務終止後，附帶服務計劃的所有優惠，權利和利益亦立即停止。 

 

7.5  於終止服務後的 14 天內，客戶必須親臨任何一間 SmarTone 門市歸還所有租用設備。(適用於家居

光纖 500 及家居光纖 1000) 若客戶要求本公司上門回收設備，本公司將收取上門回收設備費用 

HK$300 或由本公司全權酌情釐定的金額。 若客戶不歸還設備，或設備已遺失或損壞，客戶須支付 

(i) HK$1,500 光纖網絡終端機 及/或 (ii) HK$100 變壓器及/或 (iii) HK$50 光纖纖維線費用；或(iv) 

HK$1,650 全套光纖網絡終端機、變壓器 及光纖纖維線費用；或(v) 按照本公司不時訂定之收費費

用。因應網路資源供應情況，部份家居基本寬頻 100 需使用光纖到戶之技術，此條款亦適用於客

戶。 

 

8. 其他收費 
 

8.1 如客戶因安裝地址有任何更改而需要重新安裝服務，客戶須支付 HK$400安裝/服務搬遷費或按照 

本 公司不時訂定之其他金額。 
 

8.2 如客戶要求任何上門或上門維修服務（除任何因本公司引起的錯誤/問題，設備/配件），本公司將收 

取 HK$400 或按照本公司不時訂定之金額收費。 

8.3 部份服務訊息(包括每月賬單提示)至非 SmarTone 流動電話號碼收費每個$1。 

 

9. ST 光纖寬頻 連 樂視電視娛樂組合 

 

9.1  ST光纖寬頻 連同「12個月樂視超級影視會員」或「24個月樂視體育超級體育組合」之組合，合

約為期 24個月 (「樂視狂睇組合期限」)。 

  

9.2 客戶選用「ST光纖寬頻」加配「家居電話」可享免費「12個月樂視超級影視會員」；此優惠不可同

時與「24個月樂視體育超級體育組合」共享。 

 

9.3 樂視狂睇組合總收費 

 
「ST光纖寬頻」連「24個月樂視體育超級體育組合」總收費如下: 

 

收費以標準月費計算 組合總收費 

家居基本寬頻 100 + 「24個月樂視體育超級體育組

合」 $6432 

家居光纖 500 + 「24個月樂視體育超級體育組合」 $6912 

家居光纖 1000 + 「24個月樂視體育超級體育組合」 $7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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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12個月樂視超級影視會員」/「24個月樂視體育超級體育組合」(以下簡稱 「樂視狂睇組合」) 

 a)  

12個月樂視超級影視會員 24個月樂視體育超級體育組合 

 Le TV Box (4K 標準版)1部 

 12個月樂視超級影視會員 

 4張單點點播券 

 6個月 4K超高清服務 

 Le TV Box (4K 標準版)1部 

 24個月樂視超級影視會員 

 4張單點點播券 

 24個月 4K超高清服務 

 24個月樂視體育超級體育組合(包括 2016/17及 2017/18

兩季英超所有賽事)* 

 
*必須於 2016年 12月 31日前啟動樂視體育超級體育組合，否則

有關組合將會自動取消。 

 

b) 「樂視狂睇組合」可供客戶欣賞各類中西熱播劇集、荷里活猛片、娛樂、動漫、綜藝、音樂節

目… 等，並有超過 1,000 小時 4K內容及超過 20,000 小時娛樂節目（並不包括任何需額外收

費內容）。詳細之 娛樂節目內容資訊，請瀏覽 LeEco(香港)之網頁 www.LeMall.com (內容將

會持續作不定期更新)。 

 

c) 樂視體育超級體育組合之最後啓動日期為 2016年 12月 31日。客戶務必於此日期前啓動組

合，否則有關組合將會自動取消，本公司及樂視體育香港均不會就此作出任何退款安排。 

 

d) 4張單點點播券有效期為 3 個月，並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有關點播券開始日期及使用方

法，請參閱 LeEco(香港)網頁 www.LeMall.com。 

 

e) 客戶需自行辦理樂視狂睇組合續期。 

 

f) 有關「樂視狂睇組合」之內容由 LeEco(香港)提供, 詳情請參閱 LeEco(香港)網頁 

www.LeMall.com。 

 

g) 客戶明白禮品所包括之 4K超高清服務必須配合 4K節目及相關硬件，包括但不限於 4K畫質之

電視或播放器才能欣賞。 

 

h) 該 Le TV Box (4K 標準版)及「樂視狂睇組合」只作為個人使用，而不能作任何商業用途，並

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 

 

i)       在啟動 Le TV Box (4K 標準版)過程中，客戶需要提供個人資料，詳情請參閱 LeEco(香港)網頁 

www.LeMall.com。 

 

j) 「樂視狂睇組合」會由 Le TV Box (4K 標準版)被激活起生效。如客戶於「樂視狂睇組合」有

效期屆滿後仍希望繼續使用「樂視狂睇組合」，請參照 LeEco(香港)當時所提供的最新的會員

優惠和價格。  

 

k) 客戶如欲獲得最新之娛樂節目內容資訊，請定時瀏覽 LeEco之網頁 www.LeMall.com (內容將

會持續作不定期更新)。 

 

l) 如有任何與 Le TV Box (4K  標準版)及「樂視狂睇組合」有關之爭議，LeEco(香港) 擁有最終

http://www.lemall.com/
http://www.lemall.com/
http://www.lemall.com/
http://www.lemall.com/
http://www.le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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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闡釋權以及決定權。 

 

9.5 Le TV Box (4K 標準版) 貨品安排 

a) 「12個月樂視超級影視會員」及「24個月樂視體育超級體育組合」之 Le TV Box (4K 標準版) 

將於客戶安裝寬頻服務時一併安裝。客戶須於有效日期前 自行激活 Le TV Box (4K 標準版)1 

部及「樂視狂睇組合」，本公司不會負責。 

 

b) 客戶明白本公司並非 Le TV Box (4K 標準版) 製造商或「樂視狂睇組合」之服務供應商，任何

對此質量之查詢，可直接聯絡 LeEco(香港)，本公司不會承擔任何責任。 

 

c) 客戶於領取 Le TV Box (4K 標準版)起 14日內，如發現任何損毀，須攜同完整包裝及客戶收據

到 SmarTone維修中心安排更換; 而由領取 Le TV Box (4K 標準版)起計一年內，如需要維修，

客戶須攜同 Le TV Box (4K 標準 版)及客戶收據到 SmarTone維修中心安排維修，惟人為損壞

之 Le TV Box (4K 標準版)並不包括在內。維修中心詳情請參閱
http://www.smartone.com/tc/privileges_and_support/support/device_support/handset_repair.jsp。 

 

9.6 指定算定損害賠償 

 

於樂視狂睇組合期限内，若發生下列任何一種情況，客戶須向本公司支付指定算定損害賠償： 

i. 若客戶更改註冊姓名； 

ii. 若客戶更改銷售及服務合約所詳述之月費； 

iii. 若客戶搬遷到一個沒有本公司服務覆蓋的地址而引致終止服務；或 

iv. 不論任何原因引致「ST光纖寬頻」服務終止。 

 

指定算定損害賠償如下： 

 
- 如客户選用「12個月樂視超級影視會員」，指定算定損害賠償為：(寬頻月費 x樂視狂睇組合期

限尚餘之期數) + HK$399。 

 

- 如客户選用「24個月樂視體育超級體育組合」，指定算定損害賠償為：第 9.3條所述之組合總

收費 / 24個月 x樂視狂睇組合期限尚餘之期數。 
 

10. ST光纖寬頻 連 myTV SUPER電視娛樂組合 

 
10.1 ST光纖寬頻 連同「24個月 myTV SUPER」之組合  (「myTV SUPER組合」)合約為期 24個月 

(「myTV SUPER 期限」)。 

 

10.2 myTV SUPER組合總收費 

「家居基本寬頻100」/「家居光纖500」/「家居光纖1000」及「24個月myTV SUPER」總收費如下: 

 
 
 
 

http://www.smartone.com/tc/privileges_and_support/support/device_support/handset_repair.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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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以標準月費計算 組合總收費 

家居基本寬頻 100 + 「24個月 myTV SUPER」 $3312 

家居光纖 500 + 「24個月 myTV SUPER」  $3792 

家居光纖 1000 + 「24個月 myTV SUPER」 $4032 

 

10.3 myTV SUPER 組合 

 

a) myTV SUPER 服務由電視廣播互聯網有限公司（下稱「電視廣播互聯網」）提供，並受

《myTV SUPER 服務條款》約束。而有關《myTV SUPER 服務條款》，電視廣播互聯網有

限公司（下稱「電視廣播互聯網」）保留隨時修訂服務條款任何部分的權利，修訂版本會於

www.mytvsuper.com 內刊出。除非另有所述，所有修訂於網站刊出後，將自動生效及取代

《myTV SUPER 服務條款》之前的任何版本。客戶同意定期於 www.mytvsuper.com 網站查

閱刊出的服務條款，以確保得悉任何有關修訂。 

 

b) myTV SUPER包括由電視廣播互聯網所提供的 myTV SUPER 基本組合、TVB 外購節目點播

組合、精選基本頻道組合及額外流動裝置服務。 

 

c) 客戶明白本公司所提供的 myTV SUPER組合所包括頻道及內容與客戶透過其他非本公司渠道

所訂購的 myTV SUPER 可能會出現差異。 

 

d) 客戶明白本公司並非 myTV SUPER組合之內容供應商，有關 myTV SUPER組合內的頻道及

內容以電視廣播互聯網公布為準(詳情請瀏覽 www.mytvsuper.com)。本公司不會承擔任何頻

道及/或內容更改或取消之責任。 

 
e) 客戶必須提供正確及有效的手機號碼，方可成功登記任何 myTV SUPER 組合的指定服務計

劃。 

 

f) myTV SUPER 組合的客戶須為本公司指定服務計劃的登記人。客戶有責任妥善管理 myTV 

SUPER 組合之資料，包括客戶號碼及賬戶密碼，以及為任何透過其 myTV SUPER 組合 所完

成的交易而負責。 

 
g) 若 myTV SUPER 組合因下列原因被終止或暫停，客戶將無法獲取/觀看所有 myTV SUPER

組合所包括的 組合、頻道及內容及所有透過有關 myTV SUPER 組合另行訂購的組合、頻道

及內容: 

 

(i)  客戶於 24個月內終止服務計劃；或 

(ii)  不論任何原因導致服務被終止；或 

(iii)  其他本公司或電視廣播互聯網無法合理控制的情況。 

 

在任何情況 下，本公司或電視廣播互聯網將不會作出退換或退款。 

 

h) 客戶於本公司更新記錄的個人資料，不代表同時更新客戶於登記 myTV SUPER組合時所提供

的個人資料，相反亦然。若客戶要更新個人資料，必須分別通知本公司及登入 myTV SU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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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賬戶更新個人資料。 

 

10.4 myTV SUPER組合貨品安排 

 

a) 客戶於成功登記指定計劃後，本公司會於安裝寬頻當日，同時為客戶安裝及接駁 myTV SUPER 

組合之解碼器。於服務計劃生效日後一日之下午 9 時或之前，本公司會以短訊形式，將 myTV 

SUPER組合之客戶號碼及啓動碼發送至客戶於本公司登記的手機號碼。客戶須自行登入 

myTV SUPER 網站 (http://reg.mytvsuper.com/tc/smc)輸入  myTV SUPER組合客戶號碼及啓動

碼，並提供所需個人資料，方可成功完成登記程序。完成登記後，客戶只須輸入 myTV SUPER

組合客戶 號碼及賬戶密碼(預設為登記人身份證號碼首 4 個數字)啓動解碼器，即可享用服務。基

於保安原因，建議客戶在啓動解碼器後更改密碼。 

 

b) 客戶明白 myTV SUPER組合內所包括之 4K 超高清節目必須配合相關硬件，包括但不限於 4K 

畫質 之電視或播放器才能欣賞。 

 

c) 客戶明白如指定服務計劃終止， myTV SUPER組合及組合內其它服務將一併終止。如客戶的寬

頻服務賬戶因任何原因暫停，myTV SUPER組合及組合內其它服務亦會暫停。myTV SUPER

組合之解碼器及有關配件須於 24個月服務期限屆滿或終止後的 30天內交還至 SmarTone門

市。如客戶未能於有關限期或之前完成交還或如有關器材（包括 myTV SUPER 組合之解碼器及

其配件）或其任何部分有所遺失或損壞，客戶須支付 (i) HK$400 myTV SUPER 組合之解碼器 

及/或 (ii) HK$80搖控器及/或 (iii) HK$100 變壓器；或(iv) 按照本公司不時訂定之收費費用。 

 
d) 如客戶要求任何上門或上門維修服務（除任何因本公司引起的錯誤/問題，設備/配件），本公司

將收 取 HK$400 或按照本公司不時訂定之金額收費。 

 
e) myTV SUPER 組合之解碼器及有關配件，僅供客戶於相關服務計劃首 24 個月內，享用 myTV 

SUPER組合之用。 myTV SUPER 組合之解碼器及有關配件於任何時候均屬於本公司之服務裝

置。myTV SUPER 組合之解碼器及有關配件須於 24 個月服務期限屆滿或終止後的 30 天內交還

至 SmarTone門市。如客戶未能於有關限期或之前完成交還或如有關器材（包括 myTV SUPER 

組合之解碼器及其配件）或其任何部分有所遺失或損壞，客戶須支付 (i) HK$400 myTV SUPER 

組合之解碼器 及/或 (ii) HK$80搖控器及/或 (iii) HK$100變壓器；或(iv) 按照本公司不時訂定之

收費費用。 

 
10.5 透過myTV SUPER可供客戶另行訂購的組合、頻道、內容或服務之收費，於個別服務的有關服務條款及細則

內列出，詳情請參閱 www.mytvsuper.com。 

 

10.6 指定算定損害賠償 

 

於 myTV SUPER期限内若發生下列任何一種情況，客户須向本公司支付指定算定損害賠償： 

i. 若客戶更改註冊姓名； 

ii. 若客戶更改銷售及服務合約所詳述之月費； 

iii. 若客戶搬遷到一個沒有本公司服務覆蓋的地址而引致終止服務；或 

iv. 不論任何原因引致「ST光纖寬頻」服務終止。 

 

http://reg.mytvsuper.com/tc/hkbn)%E8%BC%B8%E5%85%A5
http://reg.mytvsuper.com/tc/hkbn)%E8%BC%B8%E5%85%A5
http://www.mytvsup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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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算定損害賠償如下： 

第 10.2條所述之組合總收費 / 24個月 x myTV SUPER期限尚餘之期數。 

 

 

11. ST光纖寬頻 連 myTV SUPER 及樂視電視娛樂組合(「娛樂組合」) 

 
11.1 ST光纖寬頻 連同「24個月 myTV SUPER」及「12個月樂視超級影視會員」或「24個月樂視體育

超級體育組合」之組合，合約為期 24個月 (「娛樂組合期限」)。 

 

11.2 娛樂組合總收費 

a) 「家居基本寬頻100」/「家居光纖500」/「家居光纖1000」及「24個月myTV SUPER」及「24

個月樂視體育超級體育組合」總收費如下: 

 

收費以標準月費計算 組合總收費 

家居基本寬頻 100 + 「24個月 myTV SUPER」+「24

個月樂視體育超級體育組合」 $6672 

家居光纖 500 + 「24個月 myTV SUPER」+「24個月

樂視體育超級體育組合」 $7152 

家居光纖 1000 + 「24個月 myTV SUPER」+「24個

月樂視體育超級體育組合」 $7392 

 

11.3 「12個月樂視超級影視會員」/「24個月樂視體育超級體育組合」服務詳情及「12個月樂視超級影

視會員」/「24個月樂視體育超級體育組合」貨品安排。 

 請參閱第 9條。 

11.4 「24 個月 myTV SUPER」服務詳情及「24 個月 myTV SUPER」貨品安排。 

 請參閱第 10條。 

 
 
11.5 指定算定損害賠償 

 

於娛樂組合期限内若發生下列任何一種情況，客户須向本公司支付指定算定損害賠償： 

i. 若客戶更改註冊姓名； 

ii. 若客戶更改銷售及服務合約所詳述之月費； 

iii. 若客戶搬遷到一個沒有本公司服務覆蓋的地址而引致終止服務；或 

iv. 不論任何原因引致「ST光纖寬頻」服務終止。 

 

指定算定損害賠償如下： 

第 11.2條所述之娛樂組合總收費 / 24個月 x娛樂組合期限尚餘之期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