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移動香港儲值卡客戶，若您未可成功使用數據服務，
請參考以下手機設定。個別手機型號或須開啟數據漫遊功能
方可使用香港數據上網服務。
(  註︰於海外使用數據漫遊服務，請確保您的手機的漫遊數據已為開啟狀態。)

中國移動香港儲值卡客戶，若您未可成功使用數據服務，
請參考以下手機設定。個別手機型號或須開啟數據漫遊功能
方可使用香港數據上網服務。
( 注︰於海外使用數據漫遊服務，請确保您的手机的漫游數据已為開启狀態 。)

For CMHK Prepaid Card customers, please refer to the following handset 
setting if you are unable to access to data service. Some handsets may 
need to enable data roaming function in order to enjoy HK data service.
(Note: Please ensure the data roaming setting of your handset has been switched on, 
while using data roaming service overseas.)

Apple iPhone (iOS 6或以下) 流動數據服務設定
步驟一 ：
進入 <設定>    點選 <一般>    點選 <行動網路> 
步驟二 ：
將 <行動數據> 及 <啟用3G> 設為開啟狀態
步驟三 ：
進入 <行動數據網路>    <行動數據> 下的APN欄，輸入cmhk    退回主
畫面，就可以享用到中國移動香港的數據服務

Apple iPhone (iOS 6或以下) 流動數據服務設定
步驟一 ：
進入 <設置>    點選 <通用>    點選 <蜂窩移動網絡> 
步驟二 ：
將 <蜂窩數據> 及 <啟用3G> 設為開啟狀態
步驟三 ：
進入 <蜂窩移動數據網絡>    <蜂窩移動數據> 下的APN欄，輸入cmhk    

退回主畫面，就可以享用到中國移動香港的數據服務

Apple iPhone (iOS 6 or below) Mobile Data Service Setting
Step 1 ：
Enter <Settings>    Press <General>    Press <Cellular>
Step 2 ：
Turn on <Cellular Data> and <Enable 3G>
Step 3：
Press <Cellular Data Network>    Input "cmhk" in APN column under 
 <Cellular Data>    Back to main page and enjoy CMHK data service

Apple iPhone (iOS 7或以上) 流動數據服務設定
步驟一 ：
進入 <設定>    點選 <行動網路>
步驟二 ：
將 <行動數據> 及 <啟用3G> 或 <啟用LTE (4G) > 設為開啟狀態
步驟三 ：
進入 <行動數據網路>，於<行動數據> 下的APN欄，輸入cmhk    退回主
畫面，就可以享用到中國移動香港的數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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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iPhone (iOS 7或以上) 流動數據服務設定
步驟一 ：
進入 <設置>     點選 <蜂窩移动网絡 > 
步驟二 ：
將 <蜂窩移动數据> 及 <啟用3G> 或 <啟用LTE (4G) > 設為開啟狀態
步驟三 ：
進入  <蜂窩移动數据網絡>   於<蜂窩移动數据> 下的APN欄，輸入
「cmhk」    退回主畫面，就可以享用到中國移動香港的數據服務

Apple iPhone (iOS 7 or above) Mobile Data Service Setting
Step 1 ：
Enter <Settings>     Press <Cellular>
Step 2 ：
Turn on <Cellular Data> and <Enable 3G> or <Enable LTE (4G) >
Step 3：
Press <Cellular Data Network>   Input "cmhk" in APN column under 

 <Cellular Data>    Back to main page and enjoy CMHK data service  

Android系統手機流動數據服務設定
步驟一 ：
進入<設定>      點選 <流動網絡>       
步驟二 ：
將 <流動數據>設為開啟 
步驟三 ：
-點選<存取點名稱[APN]>   點選“CMHK Data"這個設定檔之後，就可以
  享用到中國移動香港的數據服務
-如果沒有"CMHK Data"這個設定檔，按<選項鍵> （或與熒幕右上角按
「+」）   新增APN，於<名稱> 欄輸入CMHK Data，於 <APN> 欄輸入   
 cmhk   按<選項鍵>（或與熒幕右上角）點選<保存>，退回主畫面即可

Android系統手機流動數據服務設定
步驟一 ：
進入<設定>     點選 <移動網絡>       
步驟二 ：
將 <移動數據>設為開啟狀態  
步驟三 ： 
-點選<接入點名稱>   點選"CMHK Data"這個設定檔之後，就可以享用到 
  中國移動香港的數據服務
-如果沒有"CMHK Data"這個設定檔，按<選項鍵> （或與熒幕右上角按
「+」）   新增APN，於<名稱> 欄輸入CMHK Data，於 <apn> 欄輸入   
 cmhk   按<選項鍵>（或與熒幕右上角）點選<保存>，退回主畫面即可

Android Mobile Data Service Setting
Step 1 ：
Enter <Settings>     press <Mobile Networks>
Step 2 ：
Turn on <Mobile Data>
Step 3：
-Press <Access Point Names>     Press "CMHK Data" column, back to main 
  page and enjoy CMHK data service
-If no "CMHK Data" column, press <Menu>buttom (or refer to the right 
 upside corner, press 「+」)    add new APN, input  "CMHK Data"  in 
  <Name> column, input "cmhk" in <APN> column    press <Menu>buttom 
 (or refer to the right upside corner) press <save>, back to main page and 
  enjoy CMHK data ser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