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戶姓名： 出生日期： DD / MM / YYYY 

身份證或護照號碼： 會員證號碼： 

聯絡電話： 互聯網用戶代號： 

地址： 

2. 居+光纖寬頻計劃 連 Wi-Fi 管家服務# (24 個月合約)：

2.1  關愛計劃^

 月費 $99 / 100Mbps 計劃

2.2  教職員優惠計劃^ 

 月費 $158 / 150Mbps 計劃  月費 $238 / 300Mbps 計劃

2.3  新申請/升級優惠計劃` 

 月費 $368 / 600Mbps 計劃  月費 $438 / 1Gbps 計劃

特別優惠 (可選填) 

 $0 換購一個 TVB Anywhere 套裝 (包括 Android TV™ 盒子連 12 個月服務)*

申請 TVB Anywhere 服務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如適用) 

 額外路由器+$10/月#

 3 個月免費「CTM 防護管家服務」(原價$38/月)

 分期優惠價 (24 個月) 購買 iPhone SE 系列 ( $148 iPhone 64GB /  $168 iPhone 128GB /  $198 iPhone 256GB)

安裝費優惠% (原價：$900) 

 新申請/搬遷轉以上互聯網客戶 $630

 升級至光纖寬頻計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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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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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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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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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附上會員證及身份證或護照之影印本，並提交至澳門中華教育會。當收到申請表後，將有專人聯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客戶簽署 職員簽署及號碼 日期 

註：申請時須出示有效之澳門中華教育會會員證以作確認。申請人與會員證須為同一登記人。每位會員只限申請每項服務之優惠乙次。優惠不
得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及轉讓給他人。以上優惠只適用於無合約束縛之客戶。貨/贈品數量有限，售/送完即止。以上優惠受相關之服務條款所
約束。澳門電訊保留最終定權。 

----------------------------------------------------------------------------澳門中華教育會職員專用 ------------------------------------------------------------------------------------- 

 已核對有效之會員證(負責職員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澳門中華教育會》優惠申請表格 



 

 

 

 

客戶姓名： 出生日期：        DD / MM / YYYY 

身份證或護照號碼： 會員證號碼： 

聯絡電話： 服務電話號碼： 

地址： 

 
申請服務 

1. 4G+ 流動電話月費優惠 (24 個月合約)： 

1.1  關愛「321」老友記計劃^ 

 月費 $38 計劃  

 月費 $98 計劃  

 月費 $68 計劃  

 

 

1.2  「321」淨月費計劃 

 月費 $88 計劃 

 月費 $198 計劃 

 月費 $398 計劃 

 月費 $698 用量皇計劃  

 

 月費 $138 計劃 

 月費 $298 計劃 

 月費 $498 任用計劃 

 

 

1.3  本地月費計劃  

 月費 $68 計劃  

 月費 $168 計劃 

 月費 $398 任用計劃 

 月費 $118 計劃 

 月費 $238 計劃 

 

1.4  買機月費計劃 (手機合約) 

 「321」月費 $308 計劃  

 「321」月費 $758 任用計劃  

 本地月費 $238 計劃  

 本地月費 $648 任用計劃 

 「321」月費 $498 計劃  

 「321」月費 $986 用量皇計劃  

 本地月費 $348 計劃  

 本地月費 $848 用量皇計劃 

 

1.5  新上台/轉台尊享月費計劃 

 「321」月費 $148 計劃 

 「321」月費 $478 任用計劃 

 「321」大+共享月費 $198 計劃  

 

 本地月費 $148 計劃 

 本地月費 $398 任用計劃 

 

 

特別優惠 (可選填)  

 $8/月內地號碼月費優惠兼開通行程卡 (原價$28/月) 

 3 個月免費「CTM 防護管家服務」(原價$38/月) 

 分期優惠價 (24 個月) 購買 iPhone SE 系列 ( $148 iPhone 64GB /  $168 iPhone 128GB /  $198 iPhone 256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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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客戶簽署  職員簽署及號碼 日期 

《澳門中華教育會》優惠申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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