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i-Fi 服務一般常見問題 

 

Q1.    甚麼人可使用中國移動香港的 Wi-Fi 服務? 

A1.    所有中國移動香港客戶都可使用此服務： 

 服務計劃客戶：查詢請親臨各中國移動香港門市、客戶服務中心或致電 24 小時客

戶服務熱線 29458888。 

 儲值卡客戶：只要是 7 日及 30 日流動數據組合客戶，便可使用中國移動香港的

Wi-Fi 服務，流動數據組合申請詳情，請按*103#，Kabayan 或 Rekanan 客戶

請按 *103*01# 申請 30 日流動數據組合(費用$78/30 日)。 

Q2.    如何申請及使用 Wi-Fi 服務? 

A2.    服務計劃客戶：只需輸入您的中國移動香港流動電話號碼及 6 位數字客戶密

碼，即可使用中國移動香港的 Wi-Fi 服務；如欲申請月費組合，請親臨各中國移動

香港門市、客戶中心或致電 24 小時客戶服務熱線 2945 8888 辦理有關手續。至

於中國移動香港的企業客戶，請聯絡您的客戶經理協助辦理。 

         儲值卡客戶：只要是 7 日及 30 日流動數據組合客戶，並在手機按*124*<6

位數字自定密碼># 來設定/重設儲值卡密碼，即可無限任用中國移動香港的 Wi-Fi 

服務。如欲申請流動數據組合，請按*103# 查詢。如果是 Kabayan 或 Rekanan

客戶，請按*103*01# 申請 30 日流動數據組合(費用$78/30 日)。 



由 2015 年 2 月 2 日起，中國移動香港 Wi-Fi 服務的無線網路名稱(SSID/ESSID)將由 “CMCC” 逐

步更改為 ”CMCC-WEB” 。經登陸頁面登入，如同時查得”CMCC” 及 “CMCC-WEB” 的 SSID，

建議先使用 ”CMCC-WEB” 登入。 

要使用服務，只需在 Wi-Fi 服務覆蓋地點，搜尋無線網路名稱(或譯 SSID 或

ESSID)CMCC / CMCC-WEB (全大楷)，再使用您的瀏覽器來登入 Wi-Fi 服務即

可。 

*     於各專上學院使用 Wi-Fi 服務，請在網絡連線時點選 csl.，然後在開啓瀏覽器

後，從清單中選取”CMCC“為服務供應商，並按指示輸入您的中國移動香港流動

電話號碼及 6 位數字客戶密碼。 

Q3.    初次使用者須知 

A3.    建議初次使用者於使用服務前，詳閱下列有關之內容細節(包括服務密碼、

服務收費詳情、用量收費計算方法、登出步驟、條款與細則、私隱條例聲明)。 

Q4.    服務密碼 

A4.    Wi-Fi 服務並不容許有兩位或以上的使用者於同一時間內，採用相同的名稱

及密碼登入。 

為了方便服務計劃客戶，您可沿用閣下現有之 6 位數字客戶密碼登入 Wi-Fi 服務和

登入中國移動香港網頁。 而企業客戶則請聯絡您的客戶經理。敬請注意：一旦更

改或重設您的客戶密碼，將同時影響 Wi-Fi 服務和中國移動香港網頁的登入核

證。 



儲值卡客戶，請在手機按*124*<6 位數字自定密碼># 設定/重設您的儲值卡密

碼。 

Q5.    服務收費詳情 

A5.    按次收費為 每 10 分鐘$3，您亦可申請月費組合 (每月$38)無限任用 Wi-Fi

服務 

儲值卡客戶： 

7 日流動數據組合: $38     <不適用於 Kabayan 及 Rekanan 用戶> 

30 日流動數據組合: $78 <所有儲值卡適用> 

以上收費只供參考, 詳情及最新資料請瀏覽 www.hk.chinamobile.com > 數據及

增值服務 > Wi-Fi 服務 > 收費，或致電 24 小時客戶服務熱線 2945 8888 查

詢。 

Q6.    用量收費計算方法 (不適用於”Wi-Fi 服務月費組合”用戶) 

A6.    每次成功登入後(即完成用戶身份密碼核證)計時器始按時收費。收費將以 

10 分鐘為最低計算收費單位，並一直累計至： 

 1.     用戶按指定方法登出服務；或 

 2.     用戶的上行及下行無線寬頻流通量完全靜止超過 10 分鐘；或 

 3.     系統強行中斷任何逾 4 小時的連續使用 



重要提示:     凡按指定方法登出服務之前，或因上述第(2)或第(3)種情況下而被迫

中斷服務前的一切服務費用，客戶均須繳付有關費用！ 

Q7.    登出步驟 

A7.    成功登入後，將出現一個視窗*，顯示登出鍵和一些有關登入後的使用數據

統計；請保留此視窗*以方便您於使用服務後作登出之用。當需要登出時，可按登

出鍵登出 (請注意：計時器將繼續累計收費直至客戶成功以指定方法登出服務或被

系統強迫中斷服務為止)。 

Q8    忘記您的登入密碼? 

A8.    服務計劃客戶：服務計劃客戶如需重設客戶密碼，可直接以手機輸入

*102*XXXXXX# 然後打出（XXXXXX 為客戶登記的個人身份證明文件首 6 位數

字。例如: 香港身份證號碼為 A123456(Z)，請輸入*102*123456#)。身份驗證成

功後，我們會發送一個隨機產生的新密碼至客戶手機。客戶亦可親臨中國移動香港

門市辦理重新設定密碼(注意: 客戶密碼一經重設，該密碼將適用於所有中國移動香

港的服務登入)。 

儲值卡客戶： 若忘記您的登入密碼，請在手機按*124*<6 位數字自定密碼># 重

設您的儲值卡密碼。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4 小時客戶服務熱線 2945 8888 

Q9.    如何終止使用 Wi-Fi 月費組合? 



A9.    服務計劃客戶： 請致電 24 小時客戶服務熱線 2945 8888 或親臨各門市辦

理有關手續(必須遵照有關之條款與細則)。請注意，您仍可選用按次收費方式使用

Wi-Fi 服務。 

 儲值卡客戶：請在手機按*103*02# 取消數據組合服務。 

Q10.    Wi-Fi 服務的覆蓋範圍? 

A10.    覆蓋地點不時作出更新，敬請瀏覽 www.hk.chinamobile.com > 增值服

務 > Wi-Fi 服務 > Wi-Fi 熱點 參閱最新資料。 

Q11.    我將會收到 Wi-Fi 服務的賬單嗎 ? 

A11.    您每月均會以信件或電郵方式收到一份流動服務賬單，而賬單內會顯示所

有您選用的服務(例如 Wi-Fi、短訊、話音服務等)。 

Q12.    如何聯絡中國移動香港，以查詢 Wi-Fi 服務詳情? 

A12.    如有查詢，請致電 24 小時客戶服務熱線 2945 8888 或登入

www.hk.chinamobile.com 

Q13.    廣東移動香港一咭多號客戶如何申請及使用 Wi-Fi 服務? 

A13.    廣東移動香港一咭多號客戶可發送短訊 ”HKWLAN”至 10086 短信營業

廳，申請登入賬號及密碼，免費享用中國移動香港的 Wi-Fi 服務。 



在國內發短訊申請免費，在香港漫遊時申請則收取通訊費 ¥0.19 /條，賬號當天有

效。每人每天只限申請 1 次。 

由 2015 年 2 月 2 日起，中國移動香港 Wi-Fi 服務的無線網路名稱(SSID/ESSID)將

由 “CMCC” 逐步更改為 ”CMCC-WEB” 。經登陸頁面登入，如同時查得 ”CMCC” 及 “CMCC-

WEB” 的 SSID，建議先使用 ”CMCC-WEB” 登入。 

 要使用服務，只需在 Wi-Fi 服務覆蓋地點，搜尋無線網路名稱(或譯 SSID 或

ESSID) ”CMCC / CMCC-WEB” (全大楷)，再使用您的瀏覽器來登入 Wi-Fi 服

務即可。 

*     於各專上學院使用 Wi-Fi 服務，請在網絡連線時點選 csl.，然後在開啓瀏覽器

後，從清單中選取”CMCC“為服務供應商，並按指示輸入您的登入賬號及 6 位

數字密碼。 

Q14.    使用 Wi-Fi 時，是否需要每次重新登入，還是可以自動登入? 

A14.    為了提供更完善的服務，我們已更新 Wi-Fi 的登入程序，如您使用同一部

手機/電腦， 在首次成功登入後均無需再重覆登入程序；便可再次自動登入。 

 自動登入只適用於使用 Wi-Fi 月費組合的客戶，無需額外收費。 

Q15.    既然手機 / 電腦無需登入便可自動上網，那麽如果我遺失了手機/電腦並

讓其他人拾到，如何能保障賬戶不會被濫用? 我又是否需要為別人的用量繳付費

用? 



A15.    如不幸遺失手機/電腦，只需使用另一部裝置登入 Wi-Fi，之前裝置上的自

動登入便會失效，您亦可聯絡中國移動香港客戶服務熱線 2945 8888 讓我們提供

協助。另外，由於自動登入服務只適用於無限任用的 Wi-Fi 月費組合，因此無論用

量多少亦無需額外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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