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市場部客戶經理

Ron Ng
90962644
香港公務員總工會
1O1O 特選企業員工優惠

(可選擇以$5500手機現金劵換購)
PS5™ 主機 連《Horizon Forbidden West》
(地平線西域禁地) 遊戲

Apple 型號手機（多人共享5 SIM咭計劃）

$960

淨月費 (1)
本地5G流動數據用量

$1,060

150GB + 額外30GB + 無限限速本地流動數據 (最高為2Mbps) (2)

24 個月

$8,500 手機現金劵

$11,000 手機現金劵

30 個月

$11,000 手機現金劵

$14,000 手機現金劵

$13,500 手機現金劵

iPhone 13 (128GB)
(建議零售價$6,799)
+
iPhone 13 Pro (128GB)
(建議零售價$8,499)
或
$17,000 手機現金劵

承諾期 / 禮品

36 個月

1. 免費2GB 中國內地漫遊數據（僅適用於主咭）
2. 免費數據「滾滾存」服務 (價值：$1,728)(3)

特別禮遇

3. 免24個月指定增值服務 (選項 1~可5 選2 或選擇選項 2)
選項

增值服務 *

• 選項1
(可5 選 2 )

承諾期

Now 爆谷台

$39

MOOV 16 bit 音樂服務 ^

$39

網絡安全保障

24 個月

45日ABC 數據漫遊日費 (A+B區)

MOOV 24 bit 音樂服務
•
^

$39
$49

Microsoft 365 商務基本版

選項2

月費

$38

24 個月

$58

同一增值服務不可同時選擇
全新MOOV客戶可另加每月$19升級至MOOV 24 bit • 現有MOOV客戶可另加每月$15升級至MOOV 24 bit

備註
(1) 已包含 $18 行政費及合約期內之回贈。 (2)此服務計劃包括150GB 的每月本地流動數據用量，當流動數據使用量達到150GB時，客戶可以繼續使用流動數據，
唯網路速度將被降至速度上限2Mbp。客戶所體驗之實際速度會少於最高下載速度，並會因應不同因素而有所偏差，包括互聯網之實際情況、伺服器運作速度、
網絡性能、覆蓋範圍、地點、所使用之電腦或裝置、硬件、軟件及其他因素。 (3) 數據「滾滾存」服務適用於指定 80GB 或以上 5G 服務計劃。 該賬單月所剩餘
的任何本地數據用量可滾存至下一個賬單月直至承諾期到期日。承諾期完結后，剩 餘的可享數據用量將會被取消。最高本地數據用量滾存至下一個賬單月為客
戶所選用服務計劃包含本地數據量之三倍。
此計劃必須使用信用卡自動轉賬。 優惠期至2022年7月31 日。CSL Mobile Limited保留此計劃最終決定權。

企業市場部客戶經理

Ron Ng
90962644
香港公務員總工會
1O1O 特選企業員工優惠
1O1O 企業員工推薦上台計劃
成功推薦同事選用指定 1O1O 4G 或 5G 企業員工計劃，
推薦人及被推薦人同時均可獲贈

$300

FoodPanda 美食劵

推薦越多全新客戶，獎賞越多！不再遲疑，立即行動！

Apple 型號手機 / iPad 月費計劃
淨月費

(1)

本地 5G流動數據用量

$530

$691

12GB + 額外 18GB

150GB + 額外30GB +
無限限速本地流動數據

(增值本地數據: $10/2GB)

(最高為2Mbps) (4)

iPhone 13 Pro Max (128GB) (建議零售價 $ 9,399)
或

禮品

$9,500 手機現金劵
特別禮遇

1. 免費 2GB 中國內地漫遊數據（僅適用於主咭）
2. 免費數據「滾滾存」服務 (價值：$1,728) (2)
無限

本地通話分鐘
免費 IDD 001 國際直撥
長途電話 (3)

100 分鐘（僅適用於主卡）

本地網內短訊

300 分鐘（僅適用於主卡）
500

本地 Wi-Fi 用量

無限（超過 15,000 個熱點）

1O1O 尊屬禮遇

THE CLUB 獎賞計劃：賬單每$10 賺 1 Club 積分
1O1O 私人助理服務 （171010）
24 個月

承諾期

備註
(1) 已包含 $18 行政費。(2) 數據「滾滾存」服務適用於指定 80GB 或以上 5G 服務計劃。 該賬單月所剩餘的任何本地
數據用量可滾存至下一個賬單月直至承諾期到期日。承諾期完結后，剩餘的可享數據用量將會被取消。最高本地數據
用量滾存至下一個賬單月為客戶所選用服務計劃包含本地數據量之三倍。(3) 免費 IDD 001 國際直撥長途電話僅適用於
在香港向以 下13 個目的地撥出的語音電話：中國大陸、中國澳門、中國臺灣、美國、加拿大、英國、新加坡、馬來西
亞、泰國、日本、韓國、菲律賓和澳大利亞。(4) 此服務計劃包括150GB 的每月本地流動數據用量，當流動數據使用
量達到150GB 時，客戶可以繼續使用流動數據，唯網路速度將被降至速度上限2Mbp。客戶所體驗之實際速度會少於
最高下載速度，並會因應不同因素而有所偏差，包括互聯網之實際情況、伺服器運作速度、網絡性能、覆蓋範圍、地
點、所使用之電腦或裝置、硬件、軟件及其他因素。
此計劃必須使用信用卡自動轉賬。 優惠期至2022年7月31日。CSL Mobile Limited保留此計劃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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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市場部客戶經理

香港公務員總工會
1O1O 特選企業員工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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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 Ng
90962644

企業市場部客戶經理

Ron Ng
90962644

香港公務員總工會
1O1O 特選企業員工優惠
Samsung Galaxy S22 series 5G 手機服務計劃

S22

S22+

S22 Ultra

手機型號

(8GB+256GB) (6.2”)
(建議零售價$6,298)

(8+256GB) (6.7”)
(建議零售價$7,998)

(12GB+256GB) (6.8”)
(建議零售價$9,698)

淨月費 (1)

$392

$312

$457

$357

$517

$397

承諾期

24 個月

36 個月

24 個月

36 個月

24 個月

36 個月

12GB + 額外 18GB (合約期內加送)
本地5G流動數據用量 (2)

(增值本地數據: $10/2GB)
{ 合約期內可選額外加$70升級至110GB }

禮品

$100 Sasa 電子消費劵 X 3 張
(價值$300) (4)
(只限簽訂 36個月合約)

特別禮遇

免費每月2GB 中國內地漫遊數據（僅適用於主咭）

本地通話分鐘

無限

免費 001 IDD 國際直撥
長途電話 (3)

100 分鐘
（只適用於主SIM咭）

本地網內短訊

500個 (其後網內短訊 $0.3/個)

本地 Wi-Fi Hotspot 用量

無限（超過 15,000 個熱點）

1O1O 尊屬禮遇

THE CLUB 獎賞計劃
賬單每$10 賺 1 Club 積分

171010 私人助理服務

備註
(1) 已包含 $18 行政費及合約期內之回贈。 (2) 增值本地流動數據用量計劃只適用於指定服務計劃。收費會不時更改，閣下須
按選用當時之收費繳款。包含之使用量只供該賬單月使用，餘額不能累積至下一個賬單月並會於該賬單月被取消。當閣下把
所選用之增值本地流動數據用量計劃內包含的本地流動數據用量全部用完後，閣下的本地流動數據服務將會停止，待下一個
賬單月或當你選用另一個增值本地流動數據用量計劃才可重新使用。(3) IDD 001國際長途電話分鐘適用於由香港致電往13個
海外地區包括：中國、澳門、台灣、美國 (不包括關島、波多黎各、美屬處女島、美屬薩摩亞及北馬利安納群島)、加拿大、
英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日本、南韓、菲律賓及澳洲。(4) 所有贈品數量有限，送完即止，屆時會以另一款相同價值
禮品代替。
此計劃必須使用信用卡自動轉賬。 優惠期至2022年7月31日。CSL Mobile Limited保留此計劃最終決定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