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ye3 智能生活通訊服務安裝禮品 (Samsung Galaxy Tab S6 Lite 10.4” LTE) 

客戶成功申請及安裝 eye3 智能生活通訊服務計劃 (「eye3 服務」) 後，客戶或可獲贈以下其中一份安裝禮

品*，所獲贈之安裝禮品須視乎客戶所選購之 eye3 服務及其現有的 HKT 家居固網服務計劃 (如適用) 而定，

詳情請致電申請熱線 2888 1888 (後按 3) 查詢。 

 

 

 
 

24 個月Kids A-Z 英語圖書庫^ 

參考價值：HK$3,430 

 

 包含兩個王牌英語電子學習資源 Raz-Kids 及 

Reading A-Z (此為學生版本，只包括電子圖書部

份)  

 備有超過 2,600 本英語發聲電子圖書  

 分為 29 個英語程度，可按小朋友英語水平挑選

合適的圖書閱讀  
 

 

 
 

Origo 健康免油 空氣炸鍋 (Model: AF-132) 

建議零售價：HK$1,480 

 

 無油氣炸鍋，食得健康  

 電子輕觸式控制面版，LED溫度及時間顯示  

 7個預設模式，亦可自行調節理想溫度及時間  

 60-200℃  溫度調節，適合烹調不同食材 

 可拆洗炸籃，清洗方便  

 功率：1300 瓦特  

 容量：2.2 公升  

 產品尺寸：26 (闊) x 32.4 (深) x 26.5 (高) 厘米 

 一年原廠保養 

 

 

 

 

 

 

 

 



 

   

 

 
 

Smartech Ionic Slim 負離子直立式風扇 

建議零售價：HK$1,098 

 
 內置負離子淨化空氣  

 簡易輕觸式控制面板  

 3 段風速調校：低/中/高  

 70 度搖擺送風  

 產品尺寸: 26 (底座直徑) x 95.7 (高) 厘米  

 1 年保養  

 

 

 
 

Origo 纖幼旋風式吸塵機 (Model: VC-10)  

建議零售價：HK$998  

 
 纖巧機身設計，操作簡便及收藏容易  

 可清洗式塵杯及塵隔，環保衛生  

 220-240V~50Hz  

 功率：400 瓦特  

 產品尺寸: 9 (闊) x 9 (深) x 101(高) 厘米  

 1 年原廠保養  

 

 

 
 

VTech 數碼室內無線電話 

建議零售價：HK$279 

 

 數碼傳輸，話音優越清晰  

 藍色背光燈液晶體顯示屏  

 高質素免提通話  

 10 首來電鈴聲  

 

 

 
 

2,500 Club 積分+
 
 

 

 

 

 



 

   

 

 
 

Neoflam Retro 陶瓷塗層鑄鋁鍋具 - 26cm 單柄鑊  

建議零售價：HK$950  

 

 Neoflam Retro 產品系列榮獲Reddot 設計大獎  

 韓國鑄造  

 不黏性能，少油煮食更健康  

 陶瓷鑄鋁鍋具只是一般鑄鐵鍋具的三分一重量  

 不含PFOA，PFOS，PTFE，鉛及鎘等重金屬， 

煮食更放心  

 一體成形鍋身，保持清潔更容易  

 握把手隱蔽式蒸氣氣孔，整體設計更完整  

 產品適用於 明火、電磁爐及洗碗機  

 

 

 
 

瑜珈泡棉磚 (2 件) 及 ESSENTIAL 瑜珈墊 4 MM  

建議零售價：HK$127  

 

 瑜珈泡棉磚： 

o 產品尺寸: 22.5 (長) x 13.5 (闊) x 7.5 (高) cm  

o 重量：90g  

o 密度：35 kg/m3 (加減10%)  

 

 瑜珈墊： 

o 物料：100.0% 發泡聚氯乙烯 

o 厚度：4mm  

 

 

 
 

12 個月Now Player Junior 服務計劃Δ 

價值：HK$468 

 

 包含Disney Channel, Disney Junior, Cartoon 

Network, Nickelodeon, Boomerang, CBeebies 及Nick 

Jr. 等7 條兒童直播頻道  

 包含 Disney Channel@Play, CN On Demand, 

Nickelodeon On Demand 及智叻樂園 Watch n Learn 

等自選服務  

 互動專區提供生字卡及小知識等益智遊戲，令你

快樂加fun  

 
 



 

   

註：  

 

* 客戶須成功安裝及連續使用最少24 個月承諾期 (「承諾期」) 之指定eye3 服務，方可免費獲贈指定安裝禮

品乙份，所獲贈之安裝禮品須視乎客戶所選購之eye3 服務計劃而定。客戶可於承諾期屆滿前最少30 日前，

向本公司提交指定之終止表格，要求終止客戶的eye3服務合約；但若客戶於承諾期內終止合約或因您違反

任何合約條款而於承諾期內被終止合約，客戶須向本公司支付 (i) eye3服務之提早終止費用；(ii) eye3主機

抵償價HK$3,500；(iii) 客戶已收到的安裝禮品的建議零售總價 (如適用)；及 (iv) 客戶所選擇之免費自選服務 

(如適用) 之提早終止費用；而eye3服務內提供的所有優惠將於終止日起立即停止。此外，本服務計劃只適

用於指定之地區及住宅大廈。安裝禮品換領信將於客戶完成安裝指定eye3 服務及繳交第一期帳單後四個星

期內寄給合資格客戶。所有圖片只供參考。 

 

^ Kids A-Z 英語圖書庫只適用於指定eye3 服務客戶，合資格客戶可獲免費享用 24 個月的 Kids A-Z 英語圖書

庫，豁免有效期後服務會自動終止。而有關的 Kids A-Z 英語圖書庫只提供家用學生版本。Kids A-Z 英語圖

書庫由有關第三方資訊服務供應商 Learning A-Z 提供， 而其內容有可能在事先通知或非事先通知情況下不

時變更。Kids A-Z 英語圖書庫的價值是參考服務供應商 Learning A-Z 於網上訂購 Kids A-Z (Raz-Kids 及 

Reading A-Z) 教師版本之價值。只提供英文內容。 

 

+ 您須成功登記成為The Club (由Club HKT Limited (「Club HKT」) 營運之會員計劃) 之會員 (「The Club 會

員」)，並成功啓動您的The Club 會員戶口以享此優惠。The Club 會員申請須由Club HKT 批核。加入The Club 

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包括但不限於The Club 列載於 https://www.theclub.com.hk/tnc 的條款及細則。若您仍

未成為The Club 會員，您須於申請eye3 服務之同時以您有效之身份証明文件申請成為The Club 會員。如您

已登記為The Club 會員，則須於安裝eye3 智能生活通訊服務前成功啓動您的The Club 會員戶口。如您欲享

此優惠，您明確同意並授權香港電訊傳送您的The Club 會員戶口資料（如您的登記名稱和身份証明文件號

碼）到Club HKT，以便將有關Club 積分存入到您的The Club 會藉戶口。此優惠下獲取的有關Club 積分會於

完成安裝您的eye3 服務及於您全數繳付eye3 服務首張賬單後約4 至6 個星期內存入到您的The Club 會員戶

口。 

 

Δ  Now Player Junior 服務 (包括Now Player Junior App) 由電訊盈科媒體有限公司經營及某些內容由第三方內容

供應商提供，而Now Player Junior 內容有可能在事先通知或非事先通知情況下不時變更。請瀏覽  

https://store.now.com/zh-hk/nowplayerJunior/tnc.html 了解詳情。合資格客戶可由其訂購的eye3 服務承諾期生效

日期起享用12 個月免費訂購 Now Player Junior 服務。有關Now Player Junior 服務會於免費觀看期完結後自動

終止。當客戶之eye3智能生活通訊服務之承諾期屆滿，或該通訊服務組合在承諾期屆滿前被終止，客戶於

eye3主機上可收看之Now Player Junior服務亦將被終止。 

 

https://www.theclub.com.hk/tnc
https://store.now.com/zh-hk/nowplayerJunior/tnc.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