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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提供就提供就提供就提供流動流動流動流動及及及及固網寬頻服務固網寬頻服務固網寬頻服務固網寬頻服務實施實施實施實施公平使用政策的指引公平使用政策的指引公平使用政策的指引公平使用政策的指引    

 

    

序序序序言言言言    

 

  根據綜合傳送者牌照特別條件第1.2(c)條、服務營辦商

牌照特別條件第13.1(c)條和要約提供電訊服務類別牌照特別條

件第15.1(c)條，電訊管理局局長（“電訊局長”）可就保障和

促進消費者在電訊產品及服務方面的利益發出指引，以向牌照持

有人提供實際引導。 

 

2.  有鑑於此，電訊局長現發出《就提供流動及固網寬頻服

務實施公平使用政策的指引》（《指引》），為固網及流動寬頻網絡

營辦商和服務供應商（以下統稱“服務供應商”）提供一套指導

原則，供服務供應商就提供流動及／或固網寬頻服務制訂和實施

其公平使用政策時予以遵循。 

 

3.  在有需要時，《指引》會經諮詢業界、用戶小組和其他

持份者後，不時予以檢討和修訂。 

 

 

服務供應商實施公平使用政策服務供應商實施公平使用政策服務供應商實施公平使用政策服務供應商實施公平使用政策    

 

4.  服務供應商實施公平使用政策所宣稱的目的，是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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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其客戶可享有使用和接達服務的公平機會，以及（b）防止

某些非典型客戶濫用或不當使用網絡資源。服務供應商通常以三

種不同方法實施公平使用政策，詳情載於下文第5至7段。 

 

向非典型客戶施加用量限制 

 

5.  一些服務供應商在某段服務期（通常為一個月）內向過

量使用服務的非典型客戶，施加用量限制。客戶的用量一旦超出

指定限量或上限，公平使用政策便會啟動，客戶將在餘下服務期

內受到不同形式的服務限制。 

 

實施通訊量管制措施 

 

6.  客戶如使用某些沒有迫切時限和需利用較多帶寬的服務

（例如對等服務 (peer-to-peer services)），可能會耗用大量

網絡資源，一些服務供應商會對所有客戶或所有使用以上服務的

客戶在其網絡局部或全面實施通訊量管制措施。通訊量管制措施

一旦啟動，即使網絡並非擠塞，接達有關服務的速度亦會減慢。

有關措施通常於繁忙時段實施，以確保支援基本服務（例如瀏覽

網站和收發電郵）的資源，不會過度受到沒有迫切時限而使用較

多帶寬的服務所影響。 

    

暫停或終止非法使用客戶服務 

 

7.  一些服務供應商藉着實施公平使用政策，禁止客戶使用

服務作違法用途（例如發放或上載不合法的信息或內容）或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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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干擾其網絡設施或服務的正常運作。     

    

    

現現現現時實施時實施時實施時實施公平使用政策的公平使用政策的公平使用政策的公平使用政策的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8.  服務供應商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上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計

劃，以應付廣大客戶的需求。以“無限”用量作招徠的服務計劃

近年很受歡迎，但這些“無限”用量計劃通常受到公平使用政策

所限制。 

 

9.  由二零零七年起，隨着智能電話愈趨普及和流動數據服

務激增，電訊管理局（“電訊局”）不時收到用戶（尤其是“無

限”用量計劃的用戶）有關流動服務供應商實施公平使用政策的

投訴。在二千年代初固網寬頻服務推出時，電訊局亦曾收到類似

投訴，但近年已較少出現這類投訴。 

 

10.  為了從用戶角度了解有關對公平使用政策的意見，電訊

局委託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就用戶使用流動數據的行為

和他們對流動數據服務實施公平使用政策的態度，進行一項專題

研究。在二零一零年二月至三月期間，該研究中心訪問了四個類

別的流動數據用戶
1
。 

 

11.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電訊局就服務供應商實施的公平使

                                                 
1 該四組流動數據用戶為（a）主要使用服務收發電郵和訊息通訊的用戶；（b）寬頻服務用戶；
（c）訂用有限用量計劃的用戶；以及（d）訂用無限用量計劃的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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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政策進行一項調查，發現全部流動服務供應商
2
均有實施公平

使用政策，只有數家固網服務供應商採取這項措施
3
。電訊局亦

得悉，服務供應商實施的公平使用政策的適用範圍各異，目的亦

迥然不同。電訊局從該項調查和專題研究的結果中，找出香港現

行公平使用政策的數個問題範疇，現概述於下文第12至17段。 

 

服務供應商對公平使用政策詮釋不同和應用各異 

 

12.  服務供應商對所實施的公平使用政策詮釋不同。一些服

務供應商只限制非典型客戶的接達速度（見第5段），而另一些服

務供應商則實施通訊量管制措施（見第6段）。一些服務供應商藉

着其公平使用政策，禁止客戶使用服務作違法用途，如發送或上

載不合法信息或內容等，或危害或干擾其網絡設施或服務的正常

運作（見第7段）。 

 

籠統的條款及條件 

 

13.  客戶服務協議所載的公平使用政策服務條件，用詞趨於

籠統，通常沒有具體訂明啟動公平使用政策的客觀準則。因此，

客戶普遍不知道啟動公平使用政策的每月使用限量、所施加的服

務限制形式，以及一旦啟動公平使用政策後限制接達服務的程

度。 

                                                 
2 市場上的流動寬頻數據服務，目前由所有第三代流動網絡營辦商和數家流動虛擬網絡營辦商提
供。 

3 這可能是由於大部分固網服務供應商為個別用戶提供專用接達連接（例如以太網和數碼用戶線
路）。由於用戶不必在接達網絡的最後線段中爭奪帶寬及資源和無需共用網絡連接，因此服務

供應商不用顧及容量方面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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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對公平使用政策缺乏認識 

 

14.  很少客戶曾聽聞公平使用政策，他們一般不知道這項政

策存在，也沒有所需資料得以充分了解相關條款及條件。難怪在

服務供應商以客戶違反公平使用政策為理由而向其採取行動

時，客戶會認為不公平，並因此常引起客戶不滿和投訴。 

 

實施公平使用政策對客戶的影響 

 

15.  服務供應商實行公平使用政策時，對服務施加的限制甚

至可導致服務無法使用。很多用了“無限”用量計劃的客戶感到

不忿，認為供應商不應對其施行公平使用政策，因如此的話，他

們的服務便不能再稱為“無限”。 

 

非法使用與公平使用之間的相關性 

 

16.  一如上文第12段所述，一些服務供應商在綜合的公平使

用政策下納入其他禁止非法使用服務的條文。供應商如發現客戶

曾“非法”使用服務（例如意圖散播病毒或非法入侵他人電

腦），可能會以他們違反公平使用政策的條款及條件為理由，暫

停或終止其服務帳戶，由此引起對公平使用服務與非法使用服務

之間的相關性問題。 

 

17.        服務供應商有時可能需要終止某客戶的服務，以保障服

務供應或網絡健全；有時亦會應執法部門或第三方的要求終止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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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的服務，理由是該客戶被發現曾以違法或侵犯第三方權利的

方式使用服務（例如發布淫褻或侵權內容）。電訊局長認為這些

處理方式本身縱然合理，但不關乎公平使用政策，因此應以有別

於公平使用政策的條款及條件分開處理。 

    

    

實施公平使用政策的指導原則實施公平使用政策的指導原則實施公平使用政策的指導原則實施公平使用政策的指導原則    

 

18.  為處理上述問題範疇，電訊局長經諮詢業界和用戶小組

後，決定公布《指引》，規管服務供應商向所有客戶（無論是個

人或商業客戶）提供流動或固網寬頻服務時，應如何實施其公平

使用政策。本文件提出的問題主要涉及流動服務，但為了劃一和

一致性起見，《指引》同樣適用於固網和流動服務供應商。 

 

19.  電訊局長為公布《指引》，一方面留意到服務供應商可根

據由規管機構、用戶小組與業界共同制訂的一套通用指導原則，

制訂和實施大致上一致的公平使用政策，這有助加深客戶認識和

了解公平使用政策，並在各項服務之間維持某程度的一致性。另

一方面，為了在發展蓬勃和迅速擴展的寬頻服務市場中促進競爭

和鼓勵創新，指導原則應具充分靈活性，讓服務供應商之間的服

務各有特色。基於這些考慮因素，電訊局長制定了以下指導原

則— 

 

原則1 – 公平使用政策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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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就單純地稱為“無限”“unlimited”（包括含有“無

限”“unlimited”意思的同義詞，下文相同）或以“無限”名

稱推廣而沒有條件規限的本地數據服務計劃，服務供應商不得向

已簽訂這些計劃的客戶施行或實施任何形式的公平使用政策。 

 

21.  就單純地稱為“無限” (“unlimited”)或以“無限”

名稱推廣而沒有條件規限的國際數據漫遊服務計劃，服務供應商

須確保其海外漫遊伙伴不會向這些服務計劃施行或實施公平使

用政策。 

 

22.  服務供應商推廣或提供的服務計劃，如名稱包含“無

限”(“unlimited”)一詞，而有任何形式的公平使用政策施行

或適用，亦必須在同一套宣傳、推廣及銷售資料中說明有關的條

件規限。一些可容許的例子為“無限電郵服務計劃
4 ”和“數據

用量高達X GB的無限計劃
5
”。只要“無限”一詞出現於宣傳、推

廣及銷售資料，有關的條件規限就必須以相同的字型和字體大

小，同樣顯眼地展示在“無限”一詞附近，展示方式本身和看來

必須清晰且不具誤導性。在任何情況下，這些服務計劃均不得被

宣傳或推廣為“無限計劃”或“無限”而沒有條件規限。此外，

這些條件規限均不得零散地展示或於宣傳、推廣及銷售資料的不

同地方展示，或於另一套宣傳、推廣及銷售資料展示。相同原則

適用於服務供應商的網站上所推廣的同類計劃。 

                                                 
4 訂用此服務計劃的客戶可不受任何限制或規限發出和接收電子郵件，包括郵件的附件。 
5 如客戶的用量並未達到“X GB”的指定使用限量，提供此服務計劃的服務供應商無論如何不
得按公平使用政策採取行動，使所提供的數據服務質素受到影響（例如減慢服務速度和限制使用

某些服務）。由於公平使用政策的目的，是確保客戶之間能公平使用網絡資源，因此服務供應商

在制訂其公平使用政策參數（包括“X”的數值）時，應以大部分客戶不會受到不當影響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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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2 – 有關本地數據服務的公平使用政策透明度 

 

23.  服務供應商須在其網站、客戶服務協議及相關的宣傳、

推廣及銷售資料載列其本地用量計劃是否須受公平使用政策約

束、所實施的公平使用政策形式，以及按上述原則1所規定的適

用條件規限。這些資料展示的方式本身和看來必須清晰且不具誤

導性。 

 

24.  為了控制或限制客戶所用的網絡資源不會超出指定使用

限量或上限（見第5段），服務供應商可向服務計劃實施公平使用

政策，但服務供應商必須在銷售服務計劃時，向客戶提供以下明

確資料：(a)服務計劃的指定數據使用限量或上限；(b)未達到使

用限量或上限前的數據用量的服務費，以及(c)啟動公平使用政

策後會採取的限制措施，即達到使用限量或上限後，該月餘下服

務期間的下載接達速度。 

 

25.  服務供應商可藉着通訊量管制措施（見第6段）實施公平

使用政策，在這種情況下，服務供應商須在其網站公布以下資

料，讓客戶更清楚服務限制—  

 

(a) 在什麼情況下會啟動通訊量管制措施；以及 

(b) 啟動通訊量管制措施後的服務限制類別。 

 

服務供應商須在實施公平使用政策前，盡量在合理時間內於其網

站公布上述資料，讓客戶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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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3 – 準客戶在銷售過程中獲正式通知 

 

26.  為確保客戶充分知悉他們預期獲得的服務，從而讓客戶

作出明智的購買決定，服務供應商須在銷售和推廣服務計劃期間

和簽訂任何服務合約前，向客戶清楚說明服務計劃須否受公平使

用政策約束。如客戶須受公平使用政策約束，服務供應商須在客

戶簽訂合約前，就啟動公平使用政策的準則、啟動公平使用政策

後會採取的限制措施，包括原則2所載列的資料，向客戶解釋和

提醒他們注意，並確保他們確實知悉詳情。為免生疑問，原則3

適用於所有類別的銷售及推廣活動，包括經電話或其他電子促銷

途徑進行的銷售及推廣活動。 

 

原則4 – 限制措施必須合理和相稱 

 

27.  如客戶的用量超出指定使用限量或上限，服務供應商不

得終止或暫停服務。此外，服務供應商不得大幅度降低客戶服務

的水準及質素。 

 

28.   為實施公平使用政策，服務供應商可對服務水平作出限

制，但限制方式不得與一般客戶通常如何理解何謂寬頻服務相

違。因此，如以減慢本地數據服務接達速度的方式施加限制，下

載速度不得低於每秒128千比特。在制定該下限時，電訊局長明

白由於數據服務速度取決於多項外在因素，例如無線電傳播情況

和終端應用伺服器的回應速度等，即使接達速度限制不低於每秒

128千比特，客戶的下載速度在某些情況下仍可能會低於每秒128

千比特。 

 



 

第 1版  —  二零一一年＋一月九日  10

原則5 – 服務供應商單方面更改公平使用政策的主要條款前，須

給予客戶充分通知 

 

29.  在客戶與服務供應商簽訂的服務合約中，使用限量和啟

動公平使用政策後所採取的限制措施，是合約的重要內容，亦可

能是客戶決定是否訂用某個服務計劃的主要考慮因素。因此，服

務供應商在服務合約期內，應盡量避免單方面更改這些條款。 

 

30.  如服務合約包含的條文賦權服務供應商可單方面更改公

平使用政策的任何條款或條件，服務供應商須在作出更改前，視

乎更改的性質和對客戶可能帶來的影響，以合理的方式給予受影

響客戶不少於30天通知。如這樣單方面更改公平使用政策的條款

或條件，會對客戶選用的服務帶來重大不良影響，服務供應商應

在更改生效前，容許客戶以不多於15天通知期終止合約，而客戶

不必承擔因終止合約所帶來的任何收費。服務供應商不得因客戶

提早終止合約，向客戶收取餘下合約期的服務費或罰款。 

 

原則6 – 公平使用政策不應夾雜其他不關乎公平使用的條文 

 

31.  服務供應商在公平使用政策中，只應納入與公平使用有

關的條款及條件（即目的是不影響其他一般客戶享用和使用服務

的公平機會）。如有關服務使用的條款及條件超出公平使用政策

的規限範圍，包括關乎非法使用和非應邀電子訊息的條文，則應

以有別於公平使用政策的條文分開處理，並載於客戶服務協議的

其他標題之下。 

 

原則7 – 服務供應商啟動公平使用政策前，須給予過高用量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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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客戶事先通知，並須應客戶要求提供數據用量的詳

細記錄 

    

32.  如發現客戶的本地用量(a)接近指定限量或上限，或(b)

超出在服務期間的指定限量或上限，而服務供應商會在該段服務

期餘下期間啟動公平使用政策，服務供應商須在採取行動降低服

務水平前，預先通知受影響客戶。如客戶受公平使用政策約束，

服務供應商須應客戶要求，只要是與前三個月數據用量有關的記

錄，便須在合理時間內提供詳細而方便客戶的數據用量記錄，供

客戶核對。服務供應商可就檢索和發出這些記錄徵收合理的行政

費。 

    

    

    

    

    

    

    

電電電電訊管理局訊管理局訊管理局訊管理局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月十一月十一月九九九九日日日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