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時發佈

3家居寬頻和3香港
為首家電訊營辦商於香港推出Google Chromecast
開創OTT家居娛樂新睇驗
 首家與Google在香港推出最新Chromecast娛樂串流裝置的本地電訊營
辦商
 「全家Super Fun」娛樂組合包括高速家居寬頻服務、Chromecast 裝
置、 myTV SUPER以及家居電話服務，月費僅$138起
 3香港新客戶及特選現有客戶選用6GB或以上的4G LTE月費計劃，即可
免費獲贈Chromecast 裝置
 3Shop有售淨Chromecast裝置，售價$349
香港，2016 年 4 月 27 日 – 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和記電訊香港控股；股份代
號︰ 215）旗下固網業務和記環球電訊有限公司（和記環球電訊）及流動通訊業務 3 香
港，今天宣佈與 Google 在港推出新一代 Chromecast，配合 3 家居寬頻及流動通訊服務計
劃，為客戶帶來涵蓋電視及遊戲過頂（OTT）娛樂服務的全新家居體驗。
Chromecast 是插入電視高解析多媒體介面（HDMI）連接埠的媒體串流裝置，連接電視
後，可將廿萬齣電視節目及電影、三千萬首歌曲，以及電台、體育及遊戲項目於大屏
幕上顯示出來，而智能電話則可用作遙控器控制電視。此外，用戶亦可於「訪客模
式」，讓朋友以智能電話於電視上播放影片或參與遊戲。
豐富家居娛樂 月費$138起
3家居寬頻今天推出「全家Super Fun」娛樂組合，客戶可以月費$138享用100M家居寬頻
服務、家居電話服務、無限「HGC On Air」屋外Wi-Fi 服務、租用「myTV SUPER」解碼器以
欣賞超過30條頻道的多元化內容，以及支援包括Netflix、KKBOX、Google Play 電影等數千
項應用程式的Google Chromecast 裝置。另有 1G「全家Super Fun」娛樂組合可供選擇，月
費$188。詳情見下表︰

3 家居寬頻「全家 Super Fun」娛樂組合
寬頻服務
100M 家居寬頻

1G 光纖寬頻

組合內容
 免費獲贈 Google Chromecast 一個
 家居電話服務
 無限「HGC On Air」屋外 Wi-Fi
 「myTV SUPER」組合(連 Disney 點播組合)1 +
額外「myTV SUPER」手機 app
 3 香港$300 淨手機禮券 2
 「myTV SUPER 服務體驗保證」計劃 3

月費及合約期
$138 x 24 個月

$188 x 24 個月

3香港指定4G新上台客戶及特選現有客戶可免費獲贈全新Chromecast
新客戶及特選現有客戶選用3香港6GB或以上4G LTE手機月費計劃或SIM月費計劃，可免費
獲贈價值$349的新一代Chromecast 裝置；數量有限，送完即止。詳情見下表︰
3 香港 Google Chromecast 優惠
新上台客戶及特選現有客戶 4
加簽合約期
選用 6GB 或以上手機或 SIM 月費計劃
毋須加簽
選用「智家 fun」分享計劃
選用 2.5GB 手機月費計劃
加簽 1 個月合約
選用 1GB 手機月費計劃
加簽 2 個月合約
將OTT 娛樂提升至嶄新境界
和記電訊香港控股營運總裁陳婉真表示：「3家居寬頻和3香港與OTT內容供應商一直合
作無間，我們很榮幸成為首家與Google在香港合作推出Chromecast的電訊營辦商；透過
將新裝置結合固網及流動通訊服務組合推出，為固網及流動通訊服務客戶開創全新家
居娛樂體驗。此舉亦只有如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擁有固網及流動網絡的綜合電訊服務供
應商有能力辦到。」
Google 亞太區Chromecast 合作主管Mickey Kim表示︰「新一代Chromecast將你最喜愛的娛樂
內容由流動裝置搬到大屏幕。嶄新設計的Chromecast配備更佳的連接功能及升級版應用
程式，讓親友分享串流電影、音樂、遊戲及節目的樂趣。娛樂的未來方向在於串流，
提升家居娛樂體驗。」
KKBOX副總經理施盈良表示：「這次3香港及3家居寬頻推廣Chromecast，KKBOX是首批加
入的內容供應商之一。透過Chromecast，用戶的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目前支援Android
與iOS版本），就化身為電視遙控器，可以自由選擇要在電視上播放的KKBOX音樂，還有
招牌動態歌詞模式，隨時把客廳變成唱K派對。」
他續表示：「我們很高興在今天正式宣佈KKBOX的曲庫量已增加至超過2,500萬首歌，包
含流行、獨立以至古典樂等，用戶可以在不同裝置享受KKBOX更豐富的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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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mecast提供多元嶄新內容及家居娛樂
Chromecast 設計流麗，提供嶄新內容，亦支援最新的應用程式，方便客戶享用串流容易
及更快速的最佳娛樂體驗，於3Shop有售。
Chromecast顏色奪目，讓客戶以購買智能電視的部份價錢，將電視變為智能電視。全新
設計的Chromecast更容易與設有密集式連接埠的電視機接合，並支援最新的Wi-Fi標準。
事實上，新版Chromecast亦能配合經常變動的家居Wi-Fi設定，確保更高的影片質素及較
少 緩 衝 。客 戶可 透過 Chromecast 盡 享免 費或 已付費 的應 用程 式如 YouTube 、KKBOX 、
Spotify、Netflix、Viki及Google Play 電影的電視節目及音樂，以及一系列包括「Angry Birds
Go」和「Just Dance Now」等單打及多人電子遊戲。
欲查詢更多關於Google Chromecast與家居寬頻及流動通訊服務組合的詳情，請致電
1032 ； 瀏 覽 www.threebb.com.hk 、 www.three.com.hk 、 3 家 居 寬 頻 Facebook 專 頁
www.facebook.com/threebbhk 或3香港Facebook 專頁www.facebook.com/threehk。
有關Google Chromecast 的詳情，請瀏覽www.google.com/chromecast。
備註︰
1

合約期結束後須交還「myTV SUPER 解碼器」。

憑「3 香港$300 淨手機禮券」，於 3Shop 選購價值$2,000 港元或以上之指定淨手機可作$300 港元使用
（不適用於 Apple 產品），有效日期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禮券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2

3「myTV

SUPER 服務體驗保證」計劃，保證當客戶以指定「myTV SUPER」解碼器連接和記環球電訊家居寬
頻，觀看儲存於和記環球電訊數據中心的指定「myTV SUPER」解碼器視像内容時可享流暢畫面，即於一
小時內出現不多於 10 次的視像緩衝，而每次視像緩衝或暫緩不會持續 10 秒或以上。若和記環球電訊為
客戶所提供的寬頻服務未能達到「myTV SUPER 服務體驗保證」計劃保證之標準，和記環球電訊將按比例
補償客戶受影響日數的兩倍服務費予該客戶。和記環球電訊提供之「myTV SUPER 服務體驗保證」計劃乃
根據其服務條款及細則，且會按需要不時修訂。和記環球電訊保留一切修改測試準則、補償細則，以及
隨時取消「myTV SUPER 服務體驗保證」計劃之最終決策權，詳情請瀏覽 www.threebb.com.hk。
客戶須選用指定流動裝置、月費計劃及指定之增值服務組合（如適用）、簽訂指定合約、預繳指定金
額，並繳付首月月費。另須繳付每月$18 行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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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有關和記環球電訊有限公司
有關和記環球電訊有限公司和記環球電訊有限公司（和記環球電訊）是領先的固網服
務營辦商、資訊科技服務供應商、網絡商中的網絡商，亦是本港最大的 Wi-Fi 服務供應
商之一。和記環球電訊憑藉覆蓋廣泛的光纖網絡、與中國內地三家首級電訊商網絡互
連的四條跨境路由，以及世界級的國際網絡，為香港及海外客戶提供一站式國際及網
絡商服務、企業服務、數據中心、住宅寬頻服務，並同時致力發展雲端運算服務，以
及提供「HGC On Air」高速的無線上網服務。和記環球電訊是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
司（股份代號︰215）的附屬公司。和記電訊香港控股為長江和記實業（股份代號：
1）集團成員。有關和記環球電訊的詳情，請瀏覽 www.hgc.com.hk。

3

有關 3 香港
3 香港是領先的流動通訊服務營辦商，是目前本港唯一擁有橫跨 900 兆赫、1800 兆赫、
2100 兆赫、2300 兆赫及 2600 兆赫五個頻譜制式頻段的網絡商。3 香港透過覆蓋廣泛及
先進的 4G LTE、3G 及 2G 網絡，以「3」品牌為客戶提供尖端的數據、話音及漫遊流動通
訊服務，並與全球各地著名的供應商合作，引入嶄新的流動裝置和增值服務；配合遍
佈全港各主要地區的「3HKWiFiService」熱點，提供高速的無線上網服務。3 香港是和記
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15）的流動通訊業務，和記電訊香港控股為長江
和記實業（股份代號：1）集團成員。
有關 3 香港的詳情，請瀏覽 www.three.com.hk。
有關和記電訊香港控股的詳情，請瀏覽 www.hthkh.com。
傳媒查詢
公司事務部
陳孔賢 / 黃司慧
2128 3162 / 2128 5313
jan.chan@hthk.com / sandy.wong@ht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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