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流動通訊服務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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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GB

人均每月使用
流動數據用量
截至2019年8月

2297萬

使用2.5G/3G/4G 
服務的用戶超過
截至2019年8月

流動服務用戶
滲透率
截至2019年6月

280.5%



香港流動通訊服務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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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公共流動服務發展

5

2G 3G 4G 5G

1993 2004 2010

商用5G服務預計可於
2020年推出市場



香港的公共流動服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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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 3G 4G 5G

高速數據傳輸需求日益增加

Video / 

Social Media

Instant

Messaging



迎接5G新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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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2LH9RGmJJsc


迎接5G新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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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局為香港推出5G及物聯網服務作好準備

繼續密切留意世界各地5G的最新發展
並作出適合香港的安排

容許流動網絡營辦商使用
現有獲指配頻譜以提供5G服務

發出測試許可證以便業界測試
5G相關技術、設備及服務

推出4 500兆赫新頻譜供5G使用

設立較寬鬆的無線物聯網牌照
促進其發展

5G網絡同時需要低頻段

和高頻段的新頻譜，並設

置較密集的無線電基站，

互相配合以支援高速數據

傳送和提供良好覆蓋。推行多項措施以便利流動網絡營辦商
鋪設5G網絡



迎接5G新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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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局一貫奉行技術中立的原則
採取寛鬆的巿場規管方式，鼓勵營辦商公平競爭

營辦商在符合牌照條款及其他香港相關法例規定下
可因應巿場需求為消費者提供各項創新的5G應用和通訊服務

四家流動網絡營辦商透過行政指配及拍賣方式取得頻譜發展5G服務

商用5G服務預計將於2020年推出



「迎接5G新世代」專題網頁

10

5G的香港進展情況

5G的國際發展情況

5G的應用例子

5G的運作

基站的建設及輻射安全

5G最新消息

5G小百科

https://www.5g.gov.hk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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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你的手機資料(一)

•把手機開啟及帳戶密碼設定為包含不同字母、數字及符

號組合的「強密碼」

12

不少於8位
字碼

不是順序英
文字或數字

包含大小寫
字母、數字
及符號

•不要用同一密碼於多個功能或帳戶



保護你的手機資料(二)

•為手機安裝防毒及防盜的保安軟件

•不要隨便下載來歷不明的應用程式(apps)、文件或開啟

可疑的網頁、連結或二維碼

•不要隨便同意應用程式存取你手機內的資料

•定期檢視你於智能電話內安裝了什麼應用程式，並移除

不再使用的應用程式

13



保護你的手機資料(三) 

•將流動操作系統盡早更新至最新版本

•當更換或棄用舊手機時，應確保完全刪除機內數據資料

•定期為手機內的資料備份

•在毋須與其他裝置分享互聯網連線時，應關掉網絡共享

功能（即「個人熱點」或「流動熱點」）

14



雲端儲存

•審慎考慮是否需要把敏感或個人資料上載／同步到雲端儲存

•不應把上載的資料或文件夾預設為「公開」

•確定哪些應用程式會自動把資料同步

•定期檢查已同步資料

•定期或視乎需要把不必要的雲端資料刪除

•只選用可信任的雲端儲存服務供應商

•留意雲端儲存的分享權限設定

15



來電過濾應用程式

16

•來電過濾應用程式一般使用由市民自發舉報而制定
的促銷者電話號碼資料庫，無法保證資料庫必定準
確或完整

•只安裝來自官方或可靠來源的應用程式

•仔細閱讀條款及條件，包括應用程式是否收費

•評估應用程式是否真的切合自己需要（例如
徵詢曾使用這些應用程式的親友的意見）

•徹底審視應用程式的所有權限要求，尤其是應用程
式有否要求取得與提供來電過濾服務無關的資料

•一些營辦商亦有提供來電過濾服務，使用者可向他
們查詢詳情

XXXX XX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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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使用數據服務

當用戶不經意地使用了流動數據或數據

漫遊服務，便可能引致遠超預期的服務

收費

18

以為自己正在使用
Wi-Fi 以為自己正接駁至本

地網絡

以為身處的地方沒有
流動數據服務

不經意使用了流動數據服務的例子：



精明使用數據服務

•要避免誤用流動數據服務，你應：

•在毋須使用流動數據服務時，關掉手機的流動數
據功能；

•在毋須使用手機的Wi-Fi輔助功能時，關掉此功能

•在使用Wi-Fi上網時，經常留意手機是否連接至
Wi-Fi網絡

•經常檢查流動數據使用量有否無故增加
19

•即使你以Wi-Fi服務上網，但當Wi-Fi訊號較弱或沒有

覆蓋時，手機（或其他流動裝置）也可能會自動切換

至使用流動網絡上網。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oOVAbsik1Er9ZM&tbnid=j4hTcqbfqonRrM:&ved=0CAUQjRw&url=http://www.iconarchive.com/show/mono-general-3-icons-by-custom-icon-design/wifi-icon.html&ei=_lviU-eHHpfi8AXTkICgDw&psig=AFQjCNFG3K2c7B0Znxl6BPvBTjvMIZKVxg&ust=1407429972252725


精明使用數據服務

•要避免不經意地啟動數據漫遊服務，即使身處香港，你可以：

•關掉手機的數據漫遊功能

•要求營辦商暫停流動數據漫遊服務

•把手機設定為人手選擇網絡，以確保

一直接駁至指定本地網絡

20

由於香港毗鄰內地，若你身處邊境地區，手機有

機會自動接駁至內地流動網絡



•如你希望減少數據服務的用量，你可以：

21

關掉應用程式及其他軟件
的自動更新功能

關掉應用程式內的
自動下載或播放
多媒體內容的功能
（尤其是社交網站）

精明使用數據服務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s8jN0NPCcife_M&tbnid=gATSt_IXeNjZfM:&ved=0CAUQjRw&url=http://syy96.pixnet.net/blog/post/96545719-%E6%96%B0%E5%8C%97%E5%B8%82%E4%B8%AD%E5%92%8C%E6%B0%B8%E5%92%8C%E6%96%B0%E5%BA%97%E6%89%8B%E6%A9%9Fipad%E7%B6%AD%E4%BF%AE-%E9%98%BB%E6%AD%A2htc%E6%89%8B%E6%A9%9F&ei=p53oU_zFBpXh8AXr0YGABg&psig=AFQjCNG_QuV8fVUFHnaXLnMy-AwsspJ0FQ&ust=1407839935842310


公平使用政策

•無限流動數據服務計劃一般會實施公平使用政策

•一旦用戶的數據用量超出營辦商按公平使用政策設定的上

限，數據服務的速度可能會大幅減慢

•你應該：

22

在簽約前，向營辦商查詢其公平
使用政策的詳情

細閱服務合約條款，確保服務切
合自己需要

數據
速度

數據
用量



留意數據漫遊費用

23

要求營辦商暫停流動數據漫遊服務

（註：營辦商的暫停數據漫遊服務安排各有不同，用戶

宜直接向營辦商查詢詳情）

關掉手機的數據漫遊功能和流動數據功能，

並不時檢查手機，以確保這兩項功能在外遊

期間維持在關閉狀態

•數據漫遊服務收費遠高於本地數據服務

•如你外遊時不需要使用數據服務，你可以：



留意數據漫遊費用

•如你外遊時需要使用數據服務，你可以考慮使用以下方法上網：

24

在離港前，向營辦商查詢數據漫遊服務詳情



留意數據漫遊費用

•如選用數據漫遊全日通行證，應該留意：

25

服務的啟用方式和
截數時間

營辦商所指「一天」
的定義：是否按本港時
間或個別目的地時間計算

如計劃只適用於指定網絡，
將手機設定為手動選擇網
絡，並鎖定於指定網絡，

以避免「跳網」

適用的目的地 / 指定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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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訊服務合約業界實務守則
對消費者的保障

•香港所有主要固定和流動網絡營辦商已落實推行

《電訊服務合約業界實務守則》

•個人或住宅用戶在新簽訂或續訂電訊服務合約時

可享有更全面的保障

27

《電訊服務合約業界實務守則》詳情：

https://www.ofca.gov.hk/tc/consumer_focus/education_corner/alerts/tsc/index.html

https://www.ofca.gov.hk/tc/consumer_focus/education_corner/alerts/tsc/index.html


電訊服務合約業界實務守則
對消費者的保障

《業界守則》提供以下消費者保障：

• 更清晰的合約條文，包括列明固定期限合約第一期
及最後一期月費的計算方法

• 經電話訂立的合約可獲書面確認

• 可自由選擇退出免費試用服務

• 非應邀到訪用戶住所期間訂立的合約受冷靜期保障

• 改善續約及終止合約程序

• 營辦商單方面更改合約，客戶會獲得更大保障

• 服務遷址的安排更公平

28



電訊業的解決顧客投訴計劃

•通訊辦支持電訊業界推行

解決顧客投訴計劃

•以調解方式協助解決消費者與營

辦商之間陷入僵局的計帳爭議

•所有主要營辦商均參與計劃
29



電訊業的解決顧客投訴計劃

•通訊辦會評定申請個案是否可以受理，並將合資格個案

轉介予由香港通訊業聯會成立的獨立調解服務中心跟進

•計劃自2012年推出至今，已幫助近790名符合計劃受理

準則的申請人解決有關爭議

•調解服務的費用為港幣50元 (2018年10月生效)

30

詳情請致電 2180 9521 與通訊辦職員聯絡，

或瀏覽有關網站 http://ccss.cahk.hk

http://ccss.cahk.hk/


《商品說明條例》
「公平營商條文」的實施

•《商品說明條例》(第362章) (簡稱《條例》)的「公平營商

條文」禁止商戶作出指明的不良營商手法

31

• 虛假商品說明 (False Trade Descriptions)

• 誤導性遺漏 (Misleading Omissions)

• 具威嚇性的營業行為 (Aggressive Commercial 

Practices)

• 餌誘式廣告宣傳 (Bait Advertising)

• 先誘後轉銷售行為 (Bait and Switch)

• 不當地接受付款 (Wrongly Accepting Payment)

商戶如以禁止的

不良手法營商，可

能觸犯《條例》的

「公平營商條文」



《商品說明條例》
「公平營商條文」的實施

•香港海關是負責執行《條例》的主要機關

•通訊事務管理局獲賦予共享管轄權，就《廣播條例》

（第562章）或《電訊條例》（第106章）下持牌人所

涉及提供廣播或電訊服務的營業行為，根據《條例》的

「公平營商條文」執法

32

舉報熱線

• 香港海關：2545 6182
• 通訊辦（有關廣播及電訊服務）: 2961 6333



•投訴人的協助對通訊辦的調查十分重要。投訴人應：

•盡早舉報

•妥善保存及提供相關資料，如合約、單據、預繳電話卡的包裝封
套等

•在有需要時，向通訊辦提供書面供詞，並在訴訟程序中擔任控方
證人

•一般而言，合約糾紛及客戶服務質素事宜，不屬《商品說

明條例》的規管範圍，例如：

•客戶不同意商戶收取已在合約上標明的費用（如提早終止合約費
用），或認為費用過高

•客戶服務員態度欠佳、跟進緩慢

《商品說明條例》
「公平營商條文」的實施



拒收非應邀商業電子訊息

•根據《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市民可選擇是否拒

絕接收商業電子訊息（例如傳真、電郵、短訊、預

錄電話訊息等）

•如想盡量減少收到非應邀商業電子訊息，你可以：

•向發送人提出拒收訊息要求

•致電1835 000，把你的電話或傳真號碼登記在適用的拒

收訊息登記冊上（包括傳真、短訊和預錄電話訊息登記冊）

34

拒收短訊登記冊亦適用於透過即時

通訊應用程式發送的商業短訊



35



流動電話基站輻射安全

[The video on radiation safety will be shown.]

36

https://youtu.be/TeJBD0f8bNo


流動電話基站輻射安全規管

•根據電訊牌照條款，流動網絡營辦商使用基站前，須

獲得通訊局批准

•營辦商須遵從通訊辦發出的《防止無線電發射設備所

發出的非電離輻射對工作人員及市民構成危險的工作

守則》

•確保在公眾地方的總輻射水平不超越ICNIRP限值

•在基站啟用後一個月內提交實地測量報告。通訊辦會抽查基站

進行實地輻射水平測量

37



對流動電話基站的巡查

38

因應立法會議員、區議
員及市民等要求，於全
港各處家居處所進行電
磁輻射水平測量

每年主動對全港已獲批准使用的基
站抽樣進行電磁輻射水平測量

過去三年 過去三年

基站

所有測量結果均符合輻射安全標準

超過 測量了

[註]

註：由2016年至2018年



回應公眾對基站輻射的關注

•派發《無線電基站的輻射安全》資訊冊子

•在通訊局網站提供《流動通訊無線電基站及手提通訊器
材的輻射安全》資訊

•在Facebook專頁宣傳射頻輻射安全事宜

•設立查詢熱線2961 6648回答市民問題

•出席區議會講解基站輻射安全事宜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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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辨認是數碼電視機？

假如你的電視機現時收到下列任何一
條數碼電視節目頻道，就毋須換機。

41

全面數碼電視廣播
免費電視廣播將進入全面數碼化年代。模擬電視廣播將於
2020年11月30日（23:59）終止。

•如何準備迎接全面數碼電視廣播？

全港近九成住戶已經收看數碼電視，他們不受影響、毋須採取任何行動。

頻道編號 頻道名稱

32 港台電視32

76 香港國際財經台

82 J2

83 無綫新聞台

85 無綫財經 資訊台

96 ViuTVsix

99 ViuTV

香港現時的免費電視廣播

四家免費電視台提供合共12條數
碼頻道，當中5條：即「港台電
視31A」、「港台電視33A」、
「香港開電視」、「翡翠台」及
「明珠台」，以模擬制式與數碼
制式同步廣播。全面數碼電視廣
播後，5條模擬頻道會終止廣播。



42

全面數碼電視廣播
• 電視機收不到上述頻道，怎辦？

你需要在2020年12月1日前，採取以下行動

（註: 使用數碼機頂盒收看免費數碼電視是毋須收費，亦毋須簽訂合約安裝
收費電視或寬頻上網服務）

• 為何要改為全面數碼電視廣播？

全面數碼電視廣播是世界趨勢。香港可將終止模擬廣播騰出的頻譜，供發展
高增值流動電訊服務。

數碼電視廣播沒有「雪花」、

「鬼影」，畫面更清晰。

更多資料

可瀏覽數碼電視專題網站digitaltv.gov.hk；
或致電3655 5618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通訊
及創意產業科聯絡。

digitaltv.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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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fca.gov.hk/

consumercorner

通訊辦網站
消費者教育廊

http://www.ofca.gov.hk/

ofca-close-up

通訊辦網站
OFCA 全接觸

www.facebook.com/communicationsmaster.ofca

通訊達人  通訊辦Facebook 專頁

http://www.ofca.gov.hk/tc/consumer_focus/education_corner/index.html
http://www.ofca.gov.hk/ofca-close-up
http://www.facebook.com/communicationsmaster.of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