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有條款及細則以本公司網上最新公布為準。） 

香港寬頻「11.11 網上狂寬優惠」活動（「本活動」）條款及細則: 

1. 本活動包括「11.11 網上狂寬優惠」、「11.11 網上狂寬推薦獎賞」、「11.11 JOOX VIP 限時優惠」及「11.11 網絡安全組

合限時優惠」。 

2. 「11.11 網上狂寬優惠」推廣期由香港時間 2020 年 11 月 11 日 11:00 開始至 2020 年 11 月 13 日 23:59 結束。 

3. 「11.11 網上狂寬推薦獎賞」推廣期由香港時間 2020 年 11 月 11 日 11:00 開始至 2020 年 11 月 13 日 23:59 結束。 

4. 「11.11 JOOX VIP 限時優惠」推廣期由香港時間 2020 年 11 月 10 日 18:00 開始至 2020 年 11 月 24 日 23:59 結束。 

5. 「11.11 網絡安全組合限時優惠」推廣期由香港時間 2020 年 11 月 10 日 00:00 開始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 23:59 結

束。 

6. 參加者參與本活動即被視為明白並願意遵守所有條款及細則，推廣優惠及獎賞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7. 香港寬頻有權隨時更改條款及細則而毋須另行通知。 

8. 如有任何爭議，香港寬頻擁有最終之決定權。 

 

香港寬頻「11.11 網上狂寬 1000M 家居光纖寬頻服務計劃優惠」（「此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此優惠只適用於指定住宅地區/地址及安裝服務之地址於登記前 120 日內未曾使用香港寬頻寬頻服務之新客戶（「客

戶」）。 

2. 客戶須於 2020 年 11 月 11 日至 13 日期間於網上成功登記最短合約期為 12 個月之指定 1000M 家居光纖寬頻服務計劃

並必須於 2020 年 11 月 30 日或之前成功安裝服務方可以 HK$1,111 登記使用 12 個月 1000M 家居光纖寬頻服務計劃並

獲豁免一次基本安裝費（價值 HK$680），名額只限 100 個，額滿即止。 

3. 此優惠之指定 1000M 家居光纖寬頻服務計劃第 1 個月月費為 HK$1,111，其餘第 2 至 12 個月月費為 HK$0。此計劃之

最短合約期為 12 個月，若客戶於最短合約期屆滿後繼續使用有關服務計劃，客戶須支付最短合約期後之月費（即基

本服務月費）。 

4. 若客戶於最短合約期內提前終止合約及服務，客戶須繳付有關之算定損害賠償費用，即該最短合約期之剩餘月費總

額。 

5. 不論任何原因，包括登記後更改安裝日期之情況，客戶若未能於 2020 年 11 月 30 日或之前成功安裝服務，香港寬頻

將向客戶收取基本安裝費 HK$680。 

6. 如計劃內任何一項服務終止，計劃內其他服務將一併終止。  

7.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計劃或推薦獎賞計劃同時使用。 

8. 如有任何爭議，香港寬頻保留最終決定權。  



             
 
                                                                            

（所有條款及細則以本公司網上最新公布為準。） 

香港寬頻「11.11 網上狂寬 2Gbps 迪士尼、彼思及 MARVEL 造型 Home Gateway 服務計劃優惠」（「此優惠」）之條款及

細則： 

1. 此優惠只適用於指定住宅地區/地址及安裝服務之地址於登記前 120 日內未曾使用香港寬頻之寬頻服務（「客戶」）。 

2. 客戶須於 2020 年 11 月 11 日至 13 日期間於網上成功登記最短合約期為 12 個月之指定 2Gbps 迪士尼、彼思及 MARVEL

造型 Home Gateway 服務計劃並必須於 2020 年 11 月 30 日或之前成功安裝服務方可以 HK$2,020 登記使用 12 個月 2Gbps

迪士尼、彼思及 MARVEL 造型 Home Gateway 服務計劃並獲豁免一次基本安裝費（價值 HK$680），名額只限 100 個，

額滿即止。 

3. 此優惠之指定 2Gbps 迪士尼、彼思及 MARVEL 造型 Home Gateway 服務計劃第 1 個月月費為 HK$2,020，其餘第 2 至 12

個月月費為 HK$0。此計劃之最短合約期為 12 個月，若客戶於最短合約期屆滿後繼續使用有關服務計劃，客戶須支付

最短合約期後之月費（即基本服務月費）。 

4. 迪士尼丶彼思及 MARVEL 造型 Home Gateway 2.0「器材」之服務條款及細則: （1）客戶須於推廣期內功登記指定之家

居寬頻服務計劃，並成功安裝家居寬頻服務，方可選用指定款式之器材。推廣期可能因應反應而調整，香港寬頻保留

隨時更改或取消服務計劃或優惠的權利而不作另行通知。（2） 指定器材將搭配一款指定禮品，包括: （i）MARVEL 鐵

甲奇俠造型器材連鐵甲奇俠迷你藍牙喇叭音箱連滑鼠墊禮品; 或（ii）米奇老鼠造型器材連米奇老鼠精美砂鍋及陶瓷餐

具套裝（共 6 件）; 或（iii）MARVEL 美國隊長造型器材連 COSBABY；或（iv） 反斗奇兵三眼仔造型器材連反斗奇兵

三眼仔空氣炸鍋 （2.5L） （3） 安裝日期有機會因應有關款式當時的貨源而提早或延遲。（4） 產品數量有限，先到先

得。香港寬頻保留更改器材款式的權利而不作另行通知。（5）客戶無權直接出售或經他人轉售此優惠或以任何形式從

中獲利，香港寬頻將會保留追究其法律責任的權利及拒絕客戶之申請的權利。（6）禮品不設退換及不能兌換現金、其

他商品或折扣。（7） 所有由香港寬頻提供之器材必須於組合終止生效日起 30 天內交還至香港寬頻專門店（詳細地址

請瀏覽 hkbn.net/shop），如客戶未能於有關限期內完成交還或如有關器材或其任何部份有所遺失或損壞，香港寬頻將向

客戶收取不時訂定之費用，詳情請參閱 hkbn.net/new/tc/support-service-charges-overview.shtml 

5. 若客戶於最短合約期內提前終止合約及服務，客戶須繳付有關之算定損害賠償費用，即該最短合約期之剩餘月費總

額。 

6. 不論任何原因，包括登記後更改安裝日期之情況，客戶若未能於 2020 年 11 月 30 日或之前成功安裝服務，香港寬頻

將向客戶收取基本安裝費 HK$680。 

7. 如計劃內任何一項服務終止，計劃內其他服務將一併終止。 

8.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計劃或推薦獎賞計劃同時使用。 

9. 如有任何爭議，香港寬頻保留最終決定權。 

香港寬頻「1111」優惠碼 (「此優惠」) 使用之條款及細則： 



             
 
                                                                            

（所有條款及細則以本公司網上最新公布為準。） 

1. 客戶須於 2020 年 11 月 11 日至 13 日期間於網上成功登記指定 24 個月或以上之流動通訊服務計劃並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成功啟動服務方可獲「11.11 網上狂寬優惠」賬額回贈及獎賞 – 

i)  成功登記及生效月費為 HK$160 或以上之指定流動通訊服務計劃可享 HK$200 賬額回贈及 HK$200 big big shop 電子現

金券； 

ii) 成功登記及生效月費為 HK$160 以下之指定流動通訊服務計劃可享 HK$100 賬額回贈及 HK$100 big big shop 電子現金

券； 

電子現金券將會以電子現金代碼形式發放，電子現金代碼最快於客戶成功生效有關流動通訊服務後及成功繳交第一期

賬單後的 6 至 10 個星期內存入客戶的戶口內的「我的換領/優惠」。賬額回贈將於成功生效有關流動通訊服務後 2 個月

內存入客戶的有效香港寬頻賬戶內。 

2. 賬額回贈適用於日後繳交香港寬頻的服務款項，但不包括獲回贈前所累積而未繳付之結欠及預繳任何服務之費用。 

3. 賬額回贈不得轉讓、不可兌換現金，亦不可與其他優惠一併使用。 

4. 不論任何原因相關之服務於最短合約期內終止，賬戶內未使用之賬額回贈不可再作任何使用。 

5.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計劃或推薦獎賞計劃同時使用。 

6. 如有任何爭議，香港寬頻保留最終決定權。 

 

香港寬頻「11.11 網上狂寬推薦獎賞」（「此優惠」） 條款及細則： 

1. 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香港寬頻」）之現有家居寬頻及/或流動通訊服務客戶，及指定之香港寬頻企業方案有限

公司 （「香港寬頻企業方案」） 服務之現有客戶 （「推薦人」） 均可參與是次推薦獎賞計劃。 

2. 此優惠之推廣期由香港時間 2020 年 11 月 11 日 11:00 開始至 2020 年 11 月 13 日 23:59 結束 （「推廣期」）。 

3. 推薦人於此優惠推廣期期間，如成功推薦新客戶登記 24 個月或以上之家居寬頻服務或流動通訊服務計劃，推薦

人及被推薦人均可獲取雙倍 big big shop 電子現金券。 

4. 推廣期期間，推薦人成功推薦親友登記及安裝指定寬頻服務（包含豁免月費達 6 個月或以下），推薦人及被推薦人

可獲額外 HK$200 big big shop 電子現金券；成功推薦親友登記及安裝指定寬頻服務（包含豁免月費達 6 個月以

上），推薦人及被推薦人可獲額外 HK$100 big big shop 電子現金券；成功推薦親友登記及啟動流動通訊計劃（月

費 HK$160 或以上），推薦人及被推薦人可獲額外 HK$200 big big shop 電子現金券；成功推薦親友登記及啟動流

動通訊計劃（月費 HK$160 以下），推薦人及被推薦人可獲額外 HK$100 big big shop 電子現金券。電子現金券將

會以電子現金代碼形式發放，電子現金代碼最快於被推薦人安裝/生效有關服務後及成功繳交第一期賬單後的 6 至

10 個星期內存入客戶的戶口內的「我的換領/優惠」。推薦次數不限。 

5. 被推薦人必須於此優惠推廣期內成功登記並於 2020 年 11 月 30 日或之前安裝指定家居寬頻服務或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生效流動通訊服務，及於安裝或生效後成功繳交第一期賬單，方可視為有效推薦。 



             
 
                                                                            

（所有條款及細則以本公司網上最新公布為準。） 

6. 被推薦人必須登記指定之香港寬頻流動通訊／家居寬頻服務計劃，並於網上登記時輸入有效的推薦人編號。被推

薦人於優惠編號欄輸入推薦人編號後凡出現「優惠不適用於此計劃，客戶可繼續完成登記程序」，該次登記將會

被視作無效，不作計算。 

 

推薦獎賞計劃 

推薦人 新服務登記人(被推薦人) 

賬額回贈 額外獎賞 賬額回贈 額外獎賞 

 

寬頻服務 

包含豁免月費達

6 個月或以下 
HK$500 

HK$200 big big 

shop 電子現金券 

+ 額外 HK$200 

big big shop 電子

現金券 

HK$200 

HK$200 big big 

shop 電子現金券 

+ 額外 HK$200 

big big shop 電子

現金券 

寬頻服務 
包含豁免月費達

6 個月以上 
HK$200 

HK$100 big big 

shop 電子現金券 

+ 額外 HK$100 

big big shop 電子

現金券 

HK$100 

HK$100 big big 

shop 電子現金券 

+ 額外 HK$100 

big big shop 電子

現金券 

流動通訊服務 

- 指定服務計劃之月費 

(Global Phone 計劃(環球

數據)，所有一家齊 Share

數據計劃均不適用) 

HK$160 或以上 HK$200 

HK$200 big big 

shop 電子現金券 

+ 額外 HK$200 

big big shop 電子

現金券 

HK$200 

HK$200 big big 

shop 電子現金券 

+ 額外 HK$200 

big big shop 電子

現金券 

HK$160 以下 HK$100 

HK$100 big big 

shop 電子現金券 

+ 額外 HK$100 

big big shop 電子

現金券 

HK$100 

HK$100 big big 

shop 電子現金券 

+ 額外 HK$100 

big big shop 電子

現金券 

 

7. 此優惠受香港寬頻推薦獎賞計劃 （新登記住宅服務計劃） 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按此。 

 

 

 

https://refer.hkbn.net/tc/tnc


             
 
                                                                            

（所有條款及細則以本公司網上最新公布為準。） 

香港寬頻「11.11 JOOX VIP 限時優惠」（「此優惠」） 條款及細則： 

1. 此 JOOX VIP 音樂服務組合 (「此計劃」) 須受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香港寬頻」)之一般條款及細則

(hkbn.net/tnc/general.html)、JOOX VIP 音樂服務條款及細則 (hkbn.net/JOOX_tnc)及以下條款及細則所約束。客戶明

白香港寬頻並非 JOOX 之內容供應商，客戶使用 JOOX 時須受有關服務的附加條款及細則及其不時刊出的修訂版本所

約束。 

2. 此計劃只適用於指定現有香港寬頻客戶、同時登記及成功安裝/生效指定極速王組合/迅流動組合/潮享樂組合之客戶。

不論任何原因以致指定極速王組合/迅流動組合/潮享樂組合所包括之服務未能成功安裝/生效，客戶同時申請之此計劃

將會被取消。 

3. 此計劃推廣期由香港時間 2020 年 11 月 10 日 18:00 開始至 2020 年 11 月 24 日 23:59 結束。 

4. 客戶須承諾於指定合約期內使用此計劃（「最短合約期」）。 

5. 不論任何原因此計劃於最短合約期內終止，客戶須支付最短合約期之剩餘優惠月費予香港寬頻作為算定損害賠償(如適

用)。 

6. 若客戶於合約期屆滿後繼續使用此計劃，客戶須以最短合約期後之月費支付有關費用 (如適用)。 

7. 香港寬頻會於此計劃生效日發送有關 JOOX VIP 音樂服務換領之電郵通知至客戶於香港寬頻登記的聯絡電郵。 

8. 客戶必須登入 JOOX 帳號及使用此計劃提供的兌換碼以兌換有關服務。 

9. 一切有關此計劃之服務開始日期、到期時間及合約期均以香港寬頻的計劃詳情為準，並與 JOOX 帳號內顯示之 VIP 服

務到期時間及使用兌換碼兌換有關服務之時間無關。 

10. 每個兌換碼只可兌換一次。成功兌換後，兌換碼將不能再次使用。 

11. 香港寬頻無法為客戶更改就此計劃已成功兌換之 JOOX 帳號，故此建議客戶於兌換前核對登入之 JOOX 帳號。 

12. 客戶應妥善保管有關之 JOOX 帳號及密碼，香港寬頻恕不負責任何因盜用或遺失帳號而導致的損失。 

13. 此計劃／兌換碼不能出售、兌換現金或其他產品。 

14. 如中英文條款有所差異，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15. 香港寬頻保留隨時更改或終止此計劃以及修訂所有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不作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爭議，香港寬頻擁有

最終之決定權。 

 

 



             
 
                                                                            

（所有條款及細則以本公司網上最新公布為準。） 

香港寬頻「11.11 網絡安全組合限時優惠」（「此優惠」）之條款及細則：(HKBN SAFE  (3 個裝置) ，HKBN ID 

PROTECTION (2 個電郵地址)及 HKBN VPN (3 個裝置)) 

1. 「11.11 網絡安全組合限時優惠」推廣期由香港時間 2020 年 11 月 10 日 00:00 開始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 23:59 

結束。 

2. 客戶須承諾使用指定 HKBN SAFE ，HKBN ID PROTECTION 及 HKBN VPN 計劃 12 個月（「最短合約期」）並必

須於成功登記日起計 60日內成功啟動服務。合約期內之第 1 至 12個月月費為$33。最短合約期後之月費為$78將

於合約期後按月自動收取。 

3. 不論任何原因 HKBN SAFE ，HKBN ID PROTECTION 及 HKBN VPN 於最短合約期內終止，客戶須支付最短合

約期之剩餘優惠月費予香港寬頻作為算定損害賠償(如適用)。 

4. 若客戶於合約期屆滿後繼續使用有關之 HKBN SAFE ，HKBN ID PROTECTION 及 HKBN VPN，客戶須以最短合

約期後之月費支付有關費用。 

5. 如有任何爭議，香港寬頻將擁有最終決定權，並保留權利隨時更改有關之條款及細則，而毋須事先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