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ye3 智能生活通訊服務安裝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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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兩份安

裝禮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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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 Club 積分
2 

(可兌換HK$150超市禮券) 

 

 

 
 

24 個月Kids A-Z 英語圖書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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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E 即租即睇點播券 x 6張
4
 

建議零售價：HK$192 

 

 

 
 

675 Club 積分
5 

(可兌換CASA-V 舒眠透氣枕) 

建議零售價：HK$839 

 

 規格：45cm x 70cm x 3cm 

 面料：100% 聚酯纖維 

 內裡：100% 聚酯纖維 

 內裡重量：550克 

 
 



 

   

 
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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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因客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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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HK$2,900或HK$1,900 (視乎客戶所選用的eye3主機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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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優惠只適用於新/升級客戶於指定之地區及住宅大廈成功安裝及持續使用承諾期為最少24個月之指定

eye3智能生活通訊服務 (eye3 服務) 。客戶須成功登記成為The Club (由Club HKT Limited (「Club HKT」) 

營運之會員計劃) 之會員 (「The Club 會員」)，並成功啓動客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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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客戶仍未成為The Club 會員，客戶須於申請eye3服務之

同時以客戶有效之身份証明文件申請成為The Club 會員。如客戶已登記為The Club 會員，則須於安裝

eye3智能生活通訊服務前成功啓動客戶的The Club 會員戶口。如客戶欲享此優惠，客戶明確同意並授權

香港電訊傳送客戶的The Club 會員戶口資料（如客戶的登記名稱和身份証明文件號碼）到Club HKT，以

便將有關Club 積分存入到客戶的The Club 會藉戶口。675 Club 積分 (「相關 Club 積分」) 及就「eye3智能

生活通訊服務 - HK$150 超市禮券」之 Club 優惠券 (「此 Club 優惠券」) 將於客戶完成安裝指定 eye3 服

務及繳交第一期帳單後約4-6週內存入客戶的 The Club 帳戶。HKT將會透過短訊發送換領通知到客戶之

登記流動電話號碼。客戶可使用相關 Club 積分換領此 Club 優惠券或於 The Club 換領其他產品。如客戶

欲使用此 Club 優惠券換領 HK$150 超市禮券 (「此禮品」) ，請根據該換領通知上的指示換領此禮品。

如客戶未收到該換領通知，請於指定eye3 服務第一張賬單悉數付款後3 個月內致電 1000 查詢或跟進，

否則此禮品將被作廢而不作另行通知，而客戶將不會獲任何補償。有關換領詳情，請瀏覽

https://www.hkt-homephone.com/clubpoints_coupon_redemption_chi。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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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客戶須簽定指定合約，方可獲得6個免費Now E即租即睇優惠代碼。Now E即租即睇由電訊盈科媒體有限

公司提供，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Now E網頁: www.nowe.com。閣下需透過eye3裝置註冊

一個 Now E 帳戶並輸入有關優惠代碼以享受此優惠。每個Now E即租即睇代碼只可換領一齣$32或以下

之電影。 閣下必須於換領電影後30日內觀看電影。開始觀看後可於48小時內無限次數觀看 (除非另有訂

明) 。部分電影只適合18歲或以上人士觀看。請於換領及觀看前確保你已年滿18歲。閣下須於收到優惠

代碼後的24個月內兌換電影，逾期無效。此服務的所有內容僅限於香港觀看，不得作任何公開或商業用

https://www.theclub.com.hk/tnc
https://www.hkt-homephone.com/clubpoints_coupon_redemption_chi
http://www.nowe.com/


 

   

途放映或播放。閣下不得也不得允許任何其他人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間接）出售、複製、再生產、分發、

廣播、傳輸、再傳輸、修改或利用此組合、此服務以及其任何內容，也不得對其可下載的軟件進行任何

反向工程。閣下同意遵守適用於此服務的條款及條件，包括列於客戶的eye3服務合約的條款、本條款

及條件、Now E條款及條件 (www.nowe.hk/tnc/service)。有關此服務如有任何爭議，Hong Kong 

Telecommunications (HKT) Limited 及電訊盈科媒體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5. 本禮品優惠只適用於指定地區及住宅大廈成功申請及安裝含指定承諾期之指定eye3服務的個人客戶。閣

下會獲以上「禮品」列明的指定Club積分數量（「相關Club積分」）及相關Club電子券，可用於The 

Club流動應用程式 (i) 於指定期限內兌換指定禮品（「此禮品」）；或 (ii) 兌換The Club下之其他獎賞。

本公司（Hong Kong Telecommunications (HKT) Limited）（「HKT」）將會透過短訊發送禮品換領通知到

閣下之登記流動電話號碼。若閣下欲使用Club電子券兌換此禮品，請根據該換領通知上的指示換領此禮

品。相關Club積分及相關Club電子券將於閣下之指定eye3服務第一期賬單全數付款 (適用於新客戶) / 閣

下之指定eye3服務生效 (適用於現有客戶)後約4-6週內存入閣下的The Club帳戶。如閣下未收到該換領通

知，請於閣下的指定eye3服務第一期賬單日全數付款後 (適用於新客戶) / 生效後 (適用於現有客戶)3個月

內致電1000查詢或跟進，否則該Club電子券及此禮品將被作廢而不作另行通知，而客戶將不會獲任何補

償。有關換領詳情，請瀏覽https://hkt-homephone.com/clubpoints_premium_redemption_chi。於The Club兌換

Club電子券或其他獎賞，客戶必須已登記及啓動The Club會員帳戶。Club積分之計算及兌換受Club HKT 

Limited （「Club HKT」）（The Club的服務供應商）的相關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參閱The Club之網

頁 www.theclub.com.hk。 客戶使用Club電子券以兌換此禮品後，請於指定期限內在指定地點兌換此禮品，

否則此禮品將被作廢而不作通知，而客戶將不獲任何補償。The Club之獎賞數量有限，換完即止；透過

上述Club電子券以有關Club積分兌換此禮品是基於現行的Club積分兌換率，如有更改，恕不事先通知。

若閣下選擇使用相關Club積分兌換The Club的任何其他獎賞，則代表閣下已知悉並同意閣下將不能使用

Club電子券，而Club電子券將自動失效及閣下或不能使用Club電子券兌換此禮品，及閣下就Club電子券

及此禮品將不獲任何補償。 Club電子券兌換一經確認，不得更改或取消。兌換完成後，相關Club積分會

立即從閣下的The Club帳戶中扣除，而閣下將不會獲退還任何Club積分。 Club電子券及此禮品數量有限，

先到先得，換完即止。 Club電子券及此禮品不可兌換現金，並不得退還；如有任何損毀亦不獲補發。 

客戶選擇此禮品即表示同意HKT會向Club HKT 提供客戶相關之eye3服務客戶資料用作安排此禮品兌換之

用。客戶可自行決定是否同意HKT向Club HKT提供該資料，但如未能提供該資料予Club HKT，HKT及

Club HKT將無法處理此禮品之兌換。HKT並非此禮品或Club電子券之製造商/供應商，不會對任何有關

此禮品或Club電子券之所有事宜造成的任何遺失或損毀承擔任何責任 (包括但不限於維修、產品責任、

性能或品質等)。如有任何爭議，HKT及/或Club HKT之決定為最終、具約束力及具決定性的。 

http://www.nowe.hk/tnc/service
https://hkt-homephone.com/clubpoints_premium_redemption_chi
http://www.theclub.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