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教育會 尊享優惠 



其他優惠 

• 送3個月 CTM 防護管家服務！(守護網購交易安全，偵測個人資料外洩 ) 

• 享分期價購買指定智能手機 

• 星級娛家服務優惠，滿足您視聽娛樂享受 

光纖寬頻優惠 

關愛月費計劃：$99 / 100Mbps 

教職員月費計劃：$238 / 300Mbps 
連Wi-Fi管家服務 

享受安全又穩定的高速上網  

流動電話月費優惠 

新上台 / 轉台 / 續約限時升級優惠 

本地月費：$148 / 25GB 或  
三地計劃：$148 / 20GB 

 網速夠快，流量夠多   

享$8 /內地號碼月費優惠 
(方便收發短訊驗碼買高鐵飛，辦理內地銀行戶口) 

關愛老友記計劃 

三地月費：$38 / 3GB  
(任用本地 Wi-Fi 用量) 

三地月費：$68 / 8GB  
(+$880 拎走三星A13 手機) 



續約客戶淨月費優惠計劃 (合約期24個月) 
 

- 送3個月「CTM        防護管家服務」~  

- 享$8/月內地號碼優惠△ 兼開通行程卡  (方便收發短訊驗碼買高鐵飛，辦理內地銀行戶口) 

- 送12個月 TVB                          服務&  

- 任用本地 CTM Wi-Fi 及 撥打#128#登記免數據流量使用「澳門健康碼」^  

三地月費計劃及內容 已配備「大灣區」增值服務 (數據、話音、短訊三地共用) 

「321計劃」月費 (澳門幣) / 數據 $88 / 3GB $198 / 15GB $498 / 三地任用% 

三地通話 (分鐘) 1,200 4,000 

三地短訊 (個) 100 

若客戶於 24個月內終止此服務，客戶需繳付$200之手續費。 

~「CTM防護管家服務」優惠只適用於新申請CTM防護管家服務之澳門電訊流動電話月費客戶。首3個月優惠期後，如客戶繼續使用有關服
務，將以優惠月費 $19 於賬戶內收取。 

△ 客戶需於首月一次性繳付 $96 並於賬單內收取，內地號碼服務優惠有效期為首 12 個月，並只適用於新申請內地電話號碼服務之客戶。

12 個月優惠期後，如客戶繼續使用有關服務，將以原月費 $28 收取。若客戶於首 12 個月內取消其流動電話服務，該一次性收費將不會退
回。 

& TVB Anywhere服務於12個月優惠期後，若客戶同意繼續使用，將以優惠月費$8/月於賬戶內收取。 

^澳門電訊流動電話月費及預付卡客戶只需撥打#128#進行一次簡單登記，便可豁免使用「澳門健康碼」應用程式申領健康碼及掃瞄場所碼
時所產生的本地數據用量。 

%當客戶於一個月內所使用之累積本地流動數據用量超過上限 40GB（三地任用） / 60GB(本地任用)，會視作限速不限量，即數據上下載速
度將被設定至不低於 256kbps。若客戶購買「4G+ 24 小時速度重設服務」當中數據用量將會疊加至 40GB / 60GB本地流動數據用量上限，
該用量之數據傳輸存取速度將會重設，而剩餘之用量亦會於有效期完結時取消。 

@此優惠只適用於現有月費升級之客戶。現有客戶若申請日前2個月內有月費降級或取消服務紀錄，該客戶將不可參與此優惠。 

本地月費計劃及內容 用就用更好！享受穩定網絡連線上網 

本地月費 (澳門幣) / 數據 $68 / 5GB $168 / 15GB $398 /本地任用% 

本地通話 (分鐘) 1,200 4,000 

本地短訊 (個) 100 

續約客戶限時升級月費優惠 (合約期24個月) 

月費計劃及內容 (只適用於月費升級) 本地月費 三地月費 

月費 (澳門幣) / 數據 $148 / 25GB@ $148 / 20GB@ 

通話 (分鐘) 1,200 

短訊 (個) 100 



 

- 送3個月「CTM        防護管家服務」~  

- 享$8/月內地號碼優惠△ 兼開通行程卡  (方便收發短訊驗碼買高鐵飛，辦理內地銀行戶口) 

- 送12個月 TVB                          服務&  

- 任用本地 CTM Wi-Fi 及 撥打#128#登記免數據流量使用「澳門健康碼」^  

新上台或轉台客戶淨月費優惠計劃 (合約期24個月) 

三地月費計劃及內容 已配備「大灣區」增值服務 (數據、話音、短訊三地共用) 

「321計劃」月費 (澳門幣) / 數據 $88 / 3GB $148 / 20GB $478 / 三地任用% 

三地通話 (分鐘) 1,200 4,000 

三地短訊 (個) 100 

本地月費計劃及內容 用就用更好！享受穩定網絡連線上網 

本地月費 (澳門幣) / 數據 $68 / 5GB $148 / 25GB $378 /本地任用% 

本地通話 (分鐘) 1,200 4,000 

本地短訊 (個) 100 

若客戶於 24個月內終止此服務，客戶需繳付$200之手續費。 

~「CTM防護管家服務」優惠只適用於新申請CTM防護管家服務之澳門電訊流動電話月費客戶(且共享計劃只適用於主卡客戶)。首3個月優
惠期後，如客戶繼續使用有關服務，將以優惠月費 $19 於賬戶內收取。 

△ 客戶需於首月一次性繳付 $96 並於賬單內收取，內地號碼服務優惠有效期為首 12 個月，並只適用於新申請內地電話號碼服務之客戶。

12 個月優惠期後，如客戶繼續使用有關服務，將以原月費 $28 收取。若客戶於首 12 個月內取消其流動電話服務，該一次性收費將不會退
回。 

& TVB Anywhere服務於12個月優惠期後，若客戶同意繼續使用，將以優惠月費$8/月於賬戶內收取。 

^澳門電訊流動電話月費及預付卡客戶只需撥打#128#進行一次簡單登記，便可豁免使用「澳門健康碼」應用程式申領健康碼及掃瞄場所碼
時所產生的本地數據用量。 

%當客戶於一個月內所使用之累積本地流動數據用量超過上限 40GB（三地任用） / 60GB(本地任用)，會視作限速不限量，即數據上下載速
度將被設定至不低於 256kbps。若客戶購買「4G+ 24 小時速度重設服務」當中數據用量將會疊加至 40GB / 60GB本地流動數據用量上限，
該用量之數據傳輸存取速度將會重設，而剩餘之用量亦會於有效期完結時取消。 

`副卡額外數據優惠期為 24 個月並只適用於指定共享計劃之新上台 / 轉台副卡號碼，若客戶取消相關副卡服務，額外贈送之數據將會同時被
取消。 

家庭共享三地月費計劃及內容 已配備「大灣區」增值服務 (數據、話音、短訊三地共用) 

「321共享計劃」月費  

(澳門幣)/數據 
$203 / 35GB 

(已包一張副卡，可２人共享) 

$216 / 40GB 
(已包一張副卡，可２人共享) 

三地通話 (分鐘) 1,200 

三地短訊 (個) 100 

特別優惠 +$25/月開多張副卡多10GB` 
(多至5人共享) 

+$38/月開多張副卡多15GB` 

(多至5人共享) 



最新5G手機上台買機月費優惠 (合約期24個月) 

- 關注5G最新動態享$500機價折扣優惠％ (https://qr.page/g/18QgYc3Nltb) 

- 送3個月「CTM        防護管家服務」~  

- 享$8/月內地號碼優惠△ 兼開通行程卡 (方便收發短訊驗碼買高鐵飛，辦理內地銀行戶口) 

- 送12個月 TVB                                     服務&  

- 任用本地CTM Wi-Fi 及 撥打#128#登記免數據流量使用「澳門健康碼」^  

三地月費計劃及內容 已配備「大灣區」增值服務 (數據、話音、短訊三地共用) 

「321計劃」 
月費 (澳門幣) / 數據 

$308 / 20GB $498 / 50GB $758/三地任用# $986/三地用量皇# 

三地通話 (分鐘) 1,000 1,500 5,600 6,400 

三地短訊 (個) 200 200 700 900 

％成功登記關注 CTM 5G 最新動態之客戶可享額外 $500 5G手機上台機價折扣。每個有效之澳門電訊流動電話號碼只可享優惠一次。 

~「CTM防護管家服務」優惠只適用於新申請CTM防護管家服務之澳門電訊流動電話月費客戶。首 3個月優惠期後，如客戶繼續使用有關服
務，將以優費月費 $19 於賬戶內收取。 

△ 客戶需於首月一次性繳付 $96 並於賬單內收取，內地號碼服務優惠有效期為首 12 個月，並只適用於新申請內地電話號碼服務之客戶。

12 個月優惠期後，如客戶繼續使用有關服務，將以原月費 $28 收取。若客戶於首 12 個月內取消其流動電話服務，該一次性收費將不會退
回。 

& TVB Anywhere服務於12個月優惠期後，若客戶同意繼續使用，將以優惠月費$8/月於賬戶內收取。 

 ^澳門電訊流動電話月費及預付卡客戶只需撥打#128#進行一次簡單登記，便可豁免使用「澳門健康碼」應用程式申領健康碼及掃瞄場所碼
時所產生的本地數據用量。 

# 當客戶於一個月內所使用之累積本地流動數據用量超過上限 40GB（任用計劃）/ 80GB（用量皇計劃），會視作限速不限量，即數據上下
載速度將被設定至不低於 256kbps。若客戶購買「4G+ 24 小時速度重設服務」當中數據用量將會疊加至 40GB / 80GB 本地流動數據用量
上限，該用量之數據傳輸存取速度將會重設，而剩餘之用量亦會於有效期完結時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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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手機型號優惠不定期更新。詳情請向店員查詢。 

本地月費計劃及內容 用就用更好！享受穩定網絡連線上網 

本地月費 (澳門幣) / 數據 $238 / 12GB $348 / 18GB $648/本地任用# $848/本地用量皇# 

本地通話 (分鐘) 2,400 3,200 5,600 6,400 

本地短訊 (個) 300 500 700 900 

月費計劃 $238 / $308 $348 / $498 $648 / $758 $848 / $986 

精選型號 機價/預繳按金 (已扣減關注5G最新動態之額外$500) 

Samsung S22+ (256GB)   
(原價：$8,250) 

$3,900 
$3,720 

$2,700 
$5,040 

$0 
$8,160 

$0 
$8,160 

Samsung S22 Ultra 
(256GB) (原價：$10,000) 

$5,400 
$4,080 

$4,200 
$5,160 

$1,000 
$8,280 

$0 
$9,960 

iPhone 13 Pro Max (256GB)  
(原價：$10,520) 

$6,200 
$3,672 

$4,900 
$4,968 

$1,200 
$8,640 

$0 
$9,936 

iPhone 13 Pro (256GB)  
(原價：$9,600) 

$5,400 
$3,456 

$4,100 
$4,752 

$400 
$8,424 

$0 
$9,288 

https://qr.page/g/18QgYc3Nltb


 

- 送3個月「CTM        防護管家服務」~  

- 享$8/月內地號碼優惠△ 兼開通行程卡  (方便收發短訊驗碼買高鐵飛，辦理內地銀行戶口) 

- 送12個月 TVB                           服務&  

- 任用本地 CTM Wi-Fi 及 撥打#128#登記免數據流量使用「澳門健康碼」^  

關愛老友記計劃 (合約期24個月) 

關愛老友記計劃只適用於新上台／轉台／無合約束縛且為60歲或以上或持殘疾評估證之人士，每位客戶只可享優惠乙次。 

若客戶於24個月內終止此服務，客戶需繳付$200之手續費。(適用於申請淨月費計劃客戶) 

~「CTM防護管家服務」優惠只適用於新申請CTM防護管家服務之澳門電訊流動電話月費客戶。首 3個月優惠期後，如客戶繼續使用有關服
務，將以優惠月費 $19 於賬戶內收取。 

△ 客戶需於首月一次性繳付 $96 並於賬單內收取，內地號碼服務優惠有效期為首 12 個月，並只適用於新申請內地電話號碼服務之客戶。

12 個月優惠期後，如客戶繼續使用有關服務，將以原月費 $28 收取。若客戶於首 12 個月內取消其流動電話服務，該一次性收費將不會退
回。 

& TVB Anywhere服務於12個月優惠期後，若客戶同意繼續使用，將以優惠月費$8/月於賬戶內收取。 

^澳門電訊流動電話月費及預付卡客戶只需撥打#128#進行一次簡單登記，便可豁免使用「澳門健康碼」應用程式申領健康碼及掃瞄場所碼
時所產生的本地數據用量。 

三地月費計劃及內容 已配備「大灣區」增值服務 (數據、話音、短訊三地共用) 

「321計劃」月費 (澳門幣) / 數據 $38 / 3GB $68 / 8GB $98 / 12GB 

三地通話 (分鐘) 1,200 

三地短訊 (個) 100 

仲可享上台優惠價購買以下5G手機!  

高清屏幕平靚正，掃場所碼﹑電子支付話咁易! 

機價/預繳按金 

 
 
 
 
 
 
Samsung A13 (6GB+128GB) 
(原價: $2,060) 

-- $880 
$1,080 

$480 
$1,560 



- 額外路由器+$10/月 (令覆蓋範圍更廣﹑體驗更好)* 

- 大豐CTM信用卡客戶尊享：$120月費回贈@ 

- 送3 個月            防護管家服務* (守護網購交易安全，偵測個人資料外洩)  

- 免費 TVB                                            套裝 (包括Android TV™ 盒子連12個月服務)^  

- 低至+$148/月拎走最新5G手機 iPhone SE# 

居家光纖優惠計劃連WI-FI管家服務* (合約期24個月) 

關愛計劃** 教職員月費計劃% 新申請 / 升級優惠` 

速度 100Mbps 150Mbps 300Mbps 600Mbps 1Gbps 

原月費 $250 $300 $380 $460 $580 

優惠月費 $99 $158 $238 $368 $438 

**首次申請轉用關愛計劃之證件持有人須與登記人同名，此優惠適用於以下條件：  

安裝地址為社屋大廈; 殘疾評估登記證; 頤老咭 (若未能出示頤老咭，只要出示身份證並年滿60歲或以上皆可) 

  

客戶需簽署24個月合約。倘客戶於合約期內終止以上優惠月費服務,客戶需繳付澳門幣200圓之手續費。 

升級至光纖寬頻計劃之客戶可豁免 $900 安裝費。新申請/搬遷光纖寬頻之客戶（並同時申請自動轉賬且持有同名之指定澳門電訊服務）
可享優惠安裝費（$630）。若客戶如於合約期內終止其互聯網服務、轉名、轉低收費組別，獲豁免之安裝費將在客戶之互聯網賬戶
內自動收取。 

*居家光纖寬頻客戶新申請 Wi-Fi 管家服務可享 $0 優惠。優惠期後，如客戶繼續使用有關服務，將以原月費收費。申請以上Wi-Fi管
家月費服務可以空間實際情況額外申請Wi-Fi路由器 (每個 $10/月)。客戶須於終止Wi-Fi管家月費服務之同時將有關之租借設備完整交
還，如未能同時交還設備或設備有任何損毀，則須賠償路由器每個$500-$1,000 (須視乎型號而定)；若所使用的是備有數據機功能之
二合一路由器，則須賠償每個$1,650。 

@優惠期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且適用於使用與服務登記人同名之大豐 CTM 信用卡新申請自動轉賬服務之客戶，而月費回贈將以每
月 $10 （分 12 期）派發至所屬賬戶內。若客戶於合約期內取消自動轉賬服務，將收回優惠期內之所有回贈金額。每位客戶只可享優
惠乙次，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CTM防護管家服務」優惠只適用於申請光纖計劃並同時新申請CTM防護管家服務之澳門電訊光纖客戶。首 3個月優惠期後，如客
戶繼續使用有關服務，將以優費月費 $19 於賬戶內收取。 

^TVB Anywhere服務於12個月優惠期後，若客戶同意繼續使用，將以優惠月費$8/月於賬戶內收取。每個光纖用戶代號只可購買最多
2套優惠。 

#此產品分期優惠價以 24 個月於賬單內收取，若客戶於 24 個月內終止或取消光纖服務，將須繳付餘下尚未繳付完畢之產品金額。每
個光纖賬號只可享優惠乙次且產品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客戶須出示有效身份證明方可享用以上優惠。  

`此優惠只適用於新申請 / 升級指定光纖寬頻計劃之無產品約束縛客戶。客戶若於申請日前 2 個月內有取消或降級服務紀錄，並重新
申請上網，該客戶將不可獲得此優惠。 

 IPHONE SE 系列分期優惠# (分24個月) 

iPhone SE 64GB 
(原價：$3,820) 

iPhone SE 128GB 
(原價：$4,280) 

iPhone SE 256GB 
(原價：$5,160) 

$148 / 月 $168 / 月 $198 / 月 



hmvod電影組合服務             搜羅熱門有票房保證嘅最新高清電影，暢遊荷里活電影世界 

新申請享首12個優惠月費 $28 ＋ 120張電影券 (原月費$49) 

為客戶提供熱門歐美、港產、亞洲影視節目！並有熱門有票房保證的最新荷里活、本地及亞
洲高清電影，hmvod原創劇集、兒童動畫、紀錄片、演唱會等，每星期不斷更新。 

 

JOOX 音樂服務             至潮音樂免數據用量任意聽 

新申請享首12個優惠月費 $28 (原月費$58) 

CTM 「JOOX」客戶使用此音樂服務時，所產生之本地數據費用即獲豁免，收聽歌曲可以更
安心。CTM JOOX音樂服務每日搜羅最新，最流行的歌曲及專輯，精選歌單及熱選MV獨家
訪談，統統隨身收看。 

 

TVB Anywhere「至尊組合」服務 

流動電話月費客戶新申請享首12個月免費 (原月費$38)  

光纖計劃客戶新申請享TVB Anywhere套裝 (包括盒子連12個月服務) (價值$1,616) 

為客戶提供多條直播頻道、過萬小時頂級視頻點播節目、包括TVB率先播放重頭劇，最新熱
播韓、日、華語劇，亞洲各地最新熱門綜藝娛樂和主題節目、「兒童精選點播組合」及「電
影組合」。 

CTM防護管家服務          守護您全家網絡安全，支援多平台多裝置 

新申請享首3個月免費 (原月費$38) 

「CTM 防護管家服務」為您提供全方位的網絡防護方案，保護您的網上個人資料，提供網購
交易安全防護以及打造安全的網絡環境。 

其他優惠 

網購交易防護 病毒軟件防護 過濾不良網站 資料外洩偵測 



條款及細則 

優惠期至2022年9月30日。客戶須出示指定有效證明文件方可享用以上優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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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準。以上優惠受相關之服務條款所約束。 

 

流動電話優惠 

1. 優惠只適用於新申請上台 / 轉台 / 現有無合約束縛之客戶，並須簽署 24 個月合約。若客戶於合約期內終止或暫停其流動電話服務、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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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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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計劃」服務之生效時間為翌日晚上 8 時後。客戶於香港須選用 CSL或中國移動香港網絡商，於中國內地選用中國移動/中國聯通網
絡商。另外，此服務不可同時與「漫遊數據自動按日收費組合」服務一併使用，而所使用之數據用量將以本地數據計算，並不會計入「漫
遊數據自動按日收費組合」內。 

3. 優惠包括之中國及香港 IDD 免費通話時間只適用於澳門本地經「00」或「01」撥打之 IDD，客戶使用此優惠前須預先開通 IDD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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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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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本地話音通話為每
分鐘$0.25。 

4. 當客戶於一個月內所使用之累積本地流動資料用量超過上限40GB (Z世代本地任用 / 三地任用)  / 60GB (本地任用) / 80GB (用量皇)，會
視作限速不限量，即數據上下載速度將被設定至不低於256kbps。若客戶購買「4G+ 24小時速度重設服務」當中數據用量將會疊加至40GB 

/ 60GB / 80GB 本地流動數據用量上限，該用量之數據傳輸存取速度將會重設，而剩餘之用量亦會於有效期完結時取消。 

5. 當「可用免費本地流動數據」用量只剩餘 1GB、500MB及50M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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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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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以上優惠受相關之服務條款所約束。 

7. 所有價格以澳門幣計算。 

  

 

居+光纖寬頻優惠 

1. 優惠只適用於新申請/現有無合約束縛之客戶。 

2. 客戶需簽署 24 個月合約。 

3. 住宅光纖寬頻優惠（「本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客戶於申請日前2個月內有取消互聯網服務紀錄，並重新申請上網，該客戶
將不可獲得本優惠。 

4. 倘客戶於合約期內取消服務，客戶需繳付澳門幣200圓之手續費。 

5. 升級至光纖寬頻之客戶可豁免$900安裝費。新申請/搬遷光纖寬頻之客戶(並同時申請自動轉賬且持有同名之指定澳門電訊服務)可享安裝
費優惠$630。若如於合約期內終止其互聯網服務、轉名、轉低收費組別，獲豁免之安裝費將在客戶之互聯網賬戶內自動收取。  

6. 若客戶申請本優惠後，取消於同一安裝地址之原有互聯網服務，將不可獲得此優惠。 

7. 若客戶於合約期內終止其互聯網服務、轉低收費組別，有關之按金將在客戶之互聯網賬戶內自動收取，而有關之優惠將被終止。 

8. 以上優惠及最新價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9. 以上優惠受相關之服務條款所約束。 

10. 所有價格以澳門幣計算。 

 

蘋果產品維修服務條款及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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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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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須同意簽署及確認所購買之手機及配件屬完好無缺。 

客戶須再次確認已清楚閱讀，瞭解及同意以上條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