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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Verizon Wireless的最新消息，包括:

• 行動通訊文化、科技趨勢及電子設備竅門的 
 視頻與文章
• 獨到創見，探索你意想不到，智能手機及 
 平板電腦卻能做到的事情
• 最新配件及Verizon服務詳情
• 條款與細則、計劃及設備的相關資訊

 須數據費用。
 此手冊內之設備或會有所變更。螢幕截圖為模擬畫面。

^  網上資訊訊僅限英語，暫無中文提供。欲瀏覽「你的使用指南」中文隨身版， 
 請上網youreguide-cn.vzw.com

行動生活
快意極致

在平板電腦、個人電腦或智能手機上

瀏覽行家使用指南。

使用指南
你的

計劃、覆蓋範圍與連線
FPO



全美最大的4G LTE網絡
數據覆蓋範圍

重要地圖資訊： 
本地圖不保證覆蓋範圍。本地圖反映了預計和大概 
的無線範圍圖示，也可能包括有限覆蓋和未覆蓋區

域。即使在覆蓋區域內，許多因素，包括網絡容量、

你的設備、地勢、和建築物的距離、植物和天氣，都

可能影響服務的可得性和品質。覆蓋區域包括由 
其他服務商營運的網絡；某些範圍圖示係根據他們的 
資訊和公共來源，無法保證其準確性。其他覆蓋 
範圍詳情，請見 
verizonwireless.com/coveragelocator^

手機螢幕信息 
延伸網絡(Extended Network)或漫遊(Roaming)：包含
的功能與加選服務可能不適用。

更多關於4G覆蓋詳情，請上網 
verizonwireless.com/broadbandcoverage^

^ 網上資訊僅限英語，暫無中文提供。

4G LTE數據覆蓋

3G數據覆蓋

1X數據覆蓋

強化版3G數據覆蓋

強化版1X數據覆蓋

無數據覆蓋

圖例

視頻/音樂/鈴聲
電郵/網路/短訊
VZ Navigator/家人定位功能
Push to Talk一鍵通對講
預付行動寬頻服務

強化版服務

VERIZON 4G LTE覆蓋 
超過全美97%人口。
LTE (Long Term Evolution)  
是全球無線技術的典範標準。 
Verizon 4G LTE提供顯著增快 
的速度— 最高可比3G快上10 
倍—你將能獲得前所未有的生產 
力與快速迅捷的反應力。在數 
分鐘內下載電影，數秒鐘內下載 
照片。應用程式、遊戲和新聞。即時 
生活，更加美好！欲知額外覆蓋詳情， 
請上網verizonwireless.com/ 
4GLTE^

MORE Everything全面升值 
單購數據計劃價目請參見第4頁。

verizonwireless.com/chinese     1



步驟1. 選擇任何手機與數位設備，多達10台。

步驟2. 選擇欲分享的數據配額，且帳戶內所有設備皆可獲得無限量分鐘數和短訊。

設備
每線月費  

(每台設備)

智能手機

$40
加入EDGE，智能手機 
每線月費可省多達$20

基本手機 $30

Verizon Jetpack®行動熱點 / USB / 家用電話連接 / 
HomeFusion住宅寬頻服務1 / 4G LTE寬頻路由器 

$20

平板電腦 $10

連接設備 $5

共享分鐘數 共享短訊2 共享數據
帳戶月費 

(可供多達10台設備共享)

700 無限量 —
$5* 

   全新！

無限量 無限量  250 MB†
$15 

   全新！

無限量 無限量 500 MB‡
$30 

   全新！

無限量 無限量
1 GB 

500 MB
$40

無限量 無限量
2 GB 
1GB 

$50

無限量 無限量
3 GB 
2GB

$60

無限量 無限量 4 GB $70
無限量 無限量 6 GB $80
無限量 無限量 8 GB $90
無限量 無限量 10 GB $100

 HomeFusion住宅寬頻服務適用於特定4G LTE  
城市。聯絡銷售服務人員，以瞭解更多有關住

宅寬頻服務的好處與可用性。

 欲了解更多 Verizon 4G LTE寬頻路由器資訊與其
語音服務，請參閱第14頁。

 優惠僅適用於符合資格的計劃與功能之月費，
可能有其限制。 折扣不適用於每線月費。如需
更多資訊，請聯絡銷售服務人員。

1 最低數據計劃限制為10 GB。
2  無限量短訊可以發送和接收文字和多媒體 
短訊至使用美國境內無線供應商和加拿大、 
墨西哥、波多黎各、美屬維京群島和 
verizonwireless.com/internationalmessaging 
上所列國家加盟網絡之無線供應商的用戶。

Premium Messaging特級短訊計劃不包括在內。
3 500 MB、1 GB和2 GB計劃提供更多數據選擇。
4 高達10條線路，總容量高達250 GB 的免費 
雲端儲存。

5 建議採用Wi-Fi加密與網際網路安全措施(例
如：防火牆軟體與供操作系統及應用程式使用

的最新修補程式)。
6 個人電子郵件包括以網路為基礎的常用電郵帳
號，包括Yahoo!® Mail、AOL® Mail、Gmail™、
Windows Live®、Hotmail®及Verizon.net

7 每線每月多加$15 ，即可使用連接利用
BlackBerry Enterprise Server企業伺服器、
Good™ for Enterprise應用程式或類似安全連結
等，以伺服器為基礎的企業電郵。

^ 網上資訊僅限英語，暫無中文提供。

額外資訊     

計劃分鐘數適用於全美費率 
和覆蓋範圍所撥打的美國境內 
通話，地圖請參見第8頁。 
數據漫遊資訊請參見第17頁。
其他服務的覆蓋地區請參見 
第1頁。額外的計劃詳情 
請參見第23頁。欲將加拿大與 
墨西哥計劃加入至現有 
The MORE Everything 
全面升值計劃，請參見第6
頁。250 MB計劃不能使用
Usage Controls用量控制或
FamilyBase設備監控服務。

更多新功能⋯

•  更多折扣—加入Edge計劃，使用高達8 GB 數據的全面升值計劃， 
你智能手機的每線月費即可獲享$10折扣。使用10GB或更多數據的 
計劃，可享$20折扣。Verizon Edge詳情請參見第5頁。

•  更多升級—如擁有Verizon Edge，可享比擁有別家網絡供應商 
更快的升級。

•  更多數據—高達兩倍更多的數據。相同的低廉價格。3

•  更多雲端儲存—立即獲享4倍更多的雲端儲存。節省你設備的空間， 
將你的檔案和重要資訊儲存在每條線路可享25 GB 容量的雲端儲存。4

•  更多網絡頻寬—我們已為全美城市的頻寬加倍。
•  更多無限量國際短訊—立即獲享無限量短訊2至全球各地！

⋯以及，THE MORE EVERYTHING全面升值計劃 
更包含這些絕佳優惠： 
•  無限量通話可供帳戶內所有設備共享。無須擔憂超額費用。
•  共享數據供帳戶內多達10台設備使用。選擇欲連結的設備，並與其 
分享你的分鐘數、短訊和數據。

•  Mobile Hotspot行動熱點5包含於所有適用設備。連接你的設備， 
並和多個具Wi-Fi功能的設備分享你的數據用量。

•  美國國內漫遊或長途不另收費。覆蓋範圍不適用於所有地區。
•  通話功能：待查訊息提示的基本語音留言、來電顯示、來電待接、 
三方通話、來電轉接和無人接聽/忙線的轉接。

•  個人電郵6和企業電郵7(使用Microsoft®  Exchange ActiveSync® 
或IBM Notes Traveler)已包含於數據配額服務內，但須使用 
可支援設備。有數據收費。

700分鐘計劃包括：
•  無限量全美網內互打通話分鐘數

致電其他美國境內的Verizon Wireless用戶。
•  無限量晚間和週末分鐘數 
晚間時段：(週一至週五)晚間9：01至凌晨5：59 
週末時段：(週六至週日)凌晨12：00至晚間11：59

我應該選用多少數據？ 
VERIZON WIRELESS顧客的數據設備使用量，每台每月平均用量 
為1至2GB。

THE MORE EVERYTHING  
全面升值計劃
一個專為你量身打造的計劃

* 語音超額費為 $0. 45/分鐘。Pay As You Go每次付
費數據費率為$1.99/MB。每月只需多加$5，基本
手機700分鐘計劃即可使用個人電郵服務。

† 數據超額費為$15/200 MB。

‡ 數據超額費為$15/500 MB。配額1GB及以上之 
計劃的數據超額費為$15/1 GB。若需要10 GB 
以上的數據用量，請上網verizonwireless.com^ 

登入My Verizon，只要$10即可增加2 GB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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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手機，想換就換！

兩全

其美
享受最新穎的智能手機，盡在全美最大最可靠的網絡上！隨心所欲升級你的手機， 
免升級費。

選一台新手機 
將零售價格分期，按月加入你每月的電話帳單。 

享受最新科技 
30天後，只需付清最少50%的手機購買價格，即符合升級資格。

EDGE UP 
Edge現有客戶選擇全新Edge設備，並歸還你原有的設備。正是如此簡單。 
原有設備需保於良好機況。

1

2

3

更多資訊，請上網verizonwireless.com/edge^ 

單購數據計劃
供單購數據之帳戶所使用的The MORE Everything全面升值計劃

步驟1. 選擇多達10台設備。

步驟2. 選擇供帳戶內所有設備分享的數據配額。

共享數據
帳戶月費 

 (可供多達10台設備共享)

4 GB $30

6 GB $40

8 GB $50

10 GB $60

額外資訊

額外的計劃詳情，請參見 
第23頁。漫遊費率請參見第17頁。 
有關覆蓋詳情，請上網 
verizonwireless.com/ 
broadbandcoverage^或參見 
第1頁地圖。                                                                                          

 數據超額費用為$15/1 GB。若需要10 GB以上的
數據用量，請上網verizonwireless.com^ 
登入My Verizon，只要$10即可增加2 GB數據。

 欲了解更多Verizon 4G LTE寬頻路由器與其語音
功能資訊，請參閱第14頁。

1 最低數據計劃限制為10 GB。
 Windows Automatic Updates「Windows自動 
更新」和其他任何自動更新功能須數據用量。 
欲手動更新，請前往小筆電/筆記型電腦的 
Control Panel「控制台」以及/或是其他軟體的
設定進行更改。

^ 網上資訊僅限英語，暫無中文提供。

設備
每線月費  

(每台設備)

Jetpack行動熱點 / 
USB / HomeFusion 
家用寬頻服務1 /  
4G LTE寬頻數據 
路由器2

$20

平板電腦

(包括行動熱點)
$10

連接設備 $5

Edge客戶可能需接受信用調查。

4     1 . 8 0 0 . 2 5 6 . 4 6 4 6 verizonwireless.com/chinese     5



在加拿大之數據使用為$0.002/KB，在墨西哥為
$0.005/KB。欲瞭解加拿大與墨西哥可使用之數據計劃，
請參見第17頁。

NATIONWIDE 65  
PLUS 
全美長青計劃

單一線路計劃 雙線計劃

月費 $2999 $5998

每月任意時段分鐘數 200 —

每月分享任意時段分鐘數 — 450

美國國內漫遊或長途不另收費

晚間和週末時段分鐘數 500 —

晚間和週末分享時段分鐘數 — 1000

全美網內互打通話分鐘數 無限量

計劃配額外每分鐘費率 45¢

欲瞭解更多關於相容的

數據計劃資訊，請上網

verizonwireless.com/
nationwide65^

額外資訊

額外的計劃詳情請參見第23
頁。欲瞭解更多詳情，請參見

第8頁地圖和本手冊後面的
「重要資訊」。

無限量全美網內互打分鐘數，適用65歲及以上客戶。
65 PLUS長青計劃

所有計劃皆包括：

• 美國國內漫遊或長途不另收費。覆蓋範圍不適用於所有地區。
• 通話功能。待查訊息提示的基本語音留言、來電顯示、來電待接、 
三方通話、來電轉接和無人接聽/忙線的轉接。

•個人電郵3和企業電郵4(使用Microsoft® Exchange 
ActiveSync®或IBM Notes Traveler)已包含於數據配額服務
內，但須使用可支援設備。有數據收費。

基本手機Pay As You Go每次付費使用數據費率為$199/MB。 
智能手機數據計劃為2 GB收費$30，超額費為$10/GB。

 3 個人電子郵件包括以網路為基礎的常用電郵帳號，包括Yahoo!® Mail、AOL®  
  Mail、Gmail™、Windows Live®、 Hotmail®及Verizon.net 
    4 每線每月多加$15 ，即可使用連接利用BlackBerry Enterprise Server企業伺服器、 
  Good™ for Enterprise應用程式或類似安全連結等，以伺服器為基礎的企業電郵。

額外資訊

關於已包含的功能，請參見第3頁。額外的計劃詳情請參見第23頁。欲瞭解更多詳情，請參見 
第8頁地圖和本手冊後面的「重要資訊」。加拿大與墨西哥以外的國家之通話適用於國際長途通話與 
依通話時間計費。

加拿大與墨西哥選項2

長途通話與漫遊之共享

分鐘數
1000

帳戶月費 $15

超時費率(每分鐘) 35¢

1,000共享分鐘數為：
•  從全美撥至加拿大與墨西哥之長途通話1。

•  從加拿大與墨西哥撥至全美、加拿大與墨西哥之 
號碼。(覆蓋範圍不適用於所有地區)

短訊費率：

•  在墨西哥，文字短訊漫遊發送(至每人)為每則50¢， 
接收每則5¢。於加拿大傳送短訊之收費與在美國 
境內相同。

•  在墨西哥和加拿大漫遊時，多媒體短訊的計價 
方式與你在美國境內時相同，外加全球數據漫遊

費用。數據費率資訊請參見右表。

加入加拿大與墨西哥 
搭配現有The MORE Everything全面升值計劃，擁有致電 
加拿大與墨西哥的分鐘數。

3 包含手機與室內電話之通話。
4 須符合國際資格。

verizonwireless.com/chinese     76     1 . 8 0 0 . 2 5 6 . 4 6 4 6



讓你的聲音被聽見

重要地圖資訊： 
此地圖不保證涵蓋範圍。 
此地圖描繪出概略的無線網路覆蓋範圍預測值，可能包含 
被限制及無服務地區。就算在覆蓋範圍內，尚有許多因素 
可能影響服務品質與收訊，包括：網路容量、你的設備、地勢、

和建築物的距離、遮蔽率及天氣。涵蓋範圍可能含其他電信 
業者之網絡；部份覆蓋範圍描繪是根據他們的資料與公開 
資訊，我們無法保證其正確性。更多資訊請上網  
verizonwireless.com/coveragelocator 。̂

手機螢幕上方欄位資訊 
“延伸網絡”或”漫遊”：內含的功能及加選服務可能不適用。

^ 網上資訊僅限英語，暫無中文提供。

圖例

MORE Everything全面
升值計劃和全美費率與覆

蓋範圍

Verizon Wireless預付
計劃費率與覆蓋範圍

預付漫遊費率與覆蓋範圍

加拿大費率與覆蓋範圍

墨西哥費率與覆蓋範圍

覆蓋範圍之外

墨西哥

語音覆蓋範圍

8     1 . 8 0 0 . 2 5 6 . 4 6 4 6 verizonwireless.com/chinese     9



免年約計劃
全新計劃，費用更低廉

ALLSET全包計劃的運作方式： 
• 每月付費並享受掌握你每月確實所獲的服務。請上網verizonwireless.com/prepaid^

• 個人化你的ALLSET全包計劃外加橋接數據，選擇你所需的數據用量。你一次可增添多達兩組數據至已開通且 
 繳款的月計劃當中。第二組數據會預留至你第一組數據完全用盡或過期時，方供使用。BridgeData橋接數據 
 計劃可透過My Verizon或撥打*611添購。

擁有1GB的數據，你可以⋯
傳送/接收1,500封純文字電子郵件、
瀏覽750個網頁，並串流和下載達8個小
時。8 欲了解哪個計劃最適合你，請上網
verizonwireless.com/ 
prepaidcalculator^

VERIZON JETP ACK®
4G LTE行動熱點
MIFI® 5510L

VERIZON JETP ACK®

 v e r i z o n w i r e l e s s . c o m        11

彈性的隨選數據計劃：

無額外收費。無開通費、重新連接費 
或超額使用費。

數據計劃 
供VERIZON JETPACK行動熱點6使用            

計劃週期 數據配額 費用

每週 250 MB $15

每月 3 GB $60

每月 10 GB $90
 
4G LTE速度搭配VERIZON JETPACK行動熱點：
幾乎在任何地點都可以創造你的Wi-Fi熱點。連接你的
設備並與多達10台設備共享4G LTE覆蓋範圍。7

若ALLSET全包計劃更新日時，你帳戶內的金額少於你的計劃收費，則你的通話費率為每分鐘25¢、文字短訊每則20¢、多媒體短訊每則25¢。

覆蓋地區請參見第8頁。最高不超過$35的開通費可能適用。你的帳款適用於應付稅項與E911收費。美國國內漫遊每分鐘20¢。

   1 全包計劃僅適用於可相容設備。
   2 收發多媒體短訊將酌收數據費用。

3 所有數據用量將由你的數據配額中扣除。數據費率可能適用於應用程式的下載和使用。數據速度不可更改。按照預期的方式使用你的數據。
4 任意時段分鐘數僅供美國境內通話使用，不包含411查號台。如果你超過500分鐘通任意通話數的每月配額，每分鐘將酌收25¢超額費。 

   5 適用於特定設備。
6 數據計劃不包含文字短訊或漫遊。供平板電腦和Jetpacks行動熱點使用的數據計劃不適用於所有型號設備。
7 可連線Wi-Fi的設備數量依取決於設備型號。覆蓋範圍視服務而異，不適用於所有地區。詳情請上網verizonwireless.com/bestnetwork^

8 僅供智能手機使用。用量範例為預估值。個別結果將因客戶的網路使用模式與各種其他因素而異。 如：串流音樂和視頻時，緩衝期間暫存於記憶體內的下載內容，將依已下 
 載的所有數據計價，即使你或許尚未聆聽或觀賞全部的下載內容。

如何預付VERIZON WIRELESS： 
不論你購買了全新的3G設備或攜帶你自己的設備，都無須煩憂。只需要：

• 親臨你當地的Verizon Wireless門市或特許零售商

• 上網verizonwireless.com/prepaid
• 致電1.800.256.4646

ALLSET™全包計劃1 費用 通話 短訊2 數據3

基本手機

$35 500任意分鐘數4 無限量 500 MB

$45 無限量 無限量 500 MB

智能手機 $45 無限量 無限量 500 MB

橋接數據2,3 月費 數據配額 有效期限

基本和智能手機計劃

$5 500 MB 30天

$10 1 GB 90天

$20 3 GB 90天

數據計劃

供平板電腦及連接設備使用5,6

數據配額 月費
適用設備
類型

75 MB $10
連線設備

250 MB $15

1 GB $20

平板電腦、連線

設備

2 GB $30

4 GB $40

6 GB $50

10 GB $80

數據配額 每日費用 適用設備類型

300 MB $5 平板電腦、連線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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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Verizon 4G LTE網絡——快速、順暢的 
無線網路解決方案帶回你家。

若Verizon Wireless可以滿足你無線和家用電話的使用需求，你何必 
再另外付錢給其他電信公司？

將你家打造成網絡城堡 添購家用電話服務 

HOME PHONE CONNECT 
家用電話連線服務

 HomeFusion住宅寬頻服務適用於特定4G LTE 城市。連絡銷售服務人員， 
以瞭解更多有關住宅寬頻服務的好處與可用性。

 須開通2年計劃。 最高$350提前終止費適用。

 HomeFusion住宅寬頻服務不適用於3G網絡。住宅寬頻服務提供連接至 
4G LTE網絡，設備可以透過Wi-Fi或 Ethernet乙太網絡連接 
HomeFusion住宅寬頻服務。

 ^ 網上資訊僅限英語，暫無中文提供。

更多詳情，請上網verizonwireless.com/homefusionbroadband^ 更多詳情，請上網verizonwireless.com/ 
homephoneconnect^

HOME PHONE CONNECT 
家用電話連線服務 
如果你想省下每月的家用電話帳單，那麼添購

Verizon Wireless的家用電話服務，是非常好
的選項。選用家用電話連線服務，把你原有的電

話號碼帶到Verizon Wireless或換一組新的號
碼——任你選擇!

保留你現有的家用電話

• 家用電話連線服務可與你現有的無線或  
 有線電話機相容。
• 繼續使用你最喜愛的Verizon Wireless 
 語音通話功能，如語音信箱、來電待接 
 和三方通話。 
 

保留號碼的資格有異。服務所提供的覆蓋範圍與你所在區域的 
Verizon Wireless設備一致。不等同於室內電話服務。

   家用電話連結計劃選項

計劃選項 月費

無限量單一線路家用

通話(搭配The  
MORE Everything 
全面升值計劃)

$20

來電顯示 $199

HOMEFUSION住宅寬頻服務費用

每月數據配額 月費 超額費率

10 GB
$60

$10/1 GB
20 GB

$90

30 GB
$120

HomeFusion住宅寬頻服務可加入你現有的 
The MORE Everything全面升值計劃 
(最少10 GB)，只要$20。

(前二個月15 GB) 

(前二個月30 GB) 

(前二個月45 GB) 

HOMEFUSION®住宅寬頻服務
利用Verizon 4G LTE的網絡力量，將光電神速的
網路連結到你家。

Verizon Wireless住宅寬頻服務，讓你可以用網
路做更多事：串流視頻、視訊、上網玩遊戲、下載/
上傳大型檔案等。由你信賴的公司提供給你快速

的網路服務。

•  高速服務：下載一首歌只要3秒鐘！(平均下載 
速度為5–12 Mbps)
•  以附含的家用路由器連接多台設備，支援多達20
台無線Wi-Fi連接與4台有無線網路連接。
•  安裝費已包含，無需開通費用，平均安裝時間為 

2小時。若開通全新兩年計劃，設備免收費。
•  在My Verizon註冊即可管理你的數據使用量與 
警示。請上網verizonwireless.com/
myverizon^

額外資訊

更多額外計劃資訊，請參見第32頁。 
換貨條款資訊，請參見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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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你全面升值計劃內的設備共享數據。

加至THE MORE EVERYTHING全面升值計劃

服務 每線月費

數據及語音功能

獲享網路連線與

無限量通話
†

$30
加至你智能手機的

The MORE Everything全面升值計劃

僅限數據功能

獲享網路上網
†

$20
加至你僅限數據功能的

The MORE Everything全面升值計劃

僅限語音功能

獲享無限量國內通話

$20
加至你智能手機的

The MORE Everything全面升值計劃

安心可靠

 Verizon 4G LTE寬頻路由器與其語音功能可能不適用於部份住家保安系統。 
 請與你的住家保安系統業者確認你家的保安系統是否適用。不適用於傳真機、DVR 
 服務、信用卡機、醫療警示服務或部份高速/DSL網路服務。請連絡你的服務廠商 
 以確定此網路服務可否單獨提供。

1 若與路由器連接的室內電話尚需外接電源，停電時將無法使用語音功能 
 (包含撥打與接聽911電話)。

2 適用地區根據網絡覆蓋範圍。網絡細節及覆蓋範圍地圖可於 
 verizonwireless.com^取得。

 SureResponse由Verizon Wireless (VAW) LLC提供
 One Verizon Way Mail Code VC61N037
 Basking Ridge, NJ 07920

^ 網上資訊僅限英語，暫無中文提供。

更多詳情，請上網verizonwireless.com/sureresponse^

SureResponse緊急反應系統

月費 $30

每月配額 60便利分鐘

超額費率/分鐘 45¢

VERIZON提供的保全服務

所有從你SureResponse設備 
撥打出去的電話將直接轉至 
SureResponse客服中心。 
當你要求將電話轉至第三方後， 
Convenience minutes便利分鐘
將開始扣抵。便利通話分鐘數將從

電話接通後且客服代表斷線後才 
開始起算。

• 每週7天，每天24小時都可與親切又專業的 
SureResponse客服人員連絡

• 輕巧、有GPS定位2的防水設備

• 快速與當地的緊急聯絡人、商家及家人聯繫
• 安全網站供設備定位及個人資料管理
• 你的SureResponse設備與全美最可靠的高速無線
網絡連線，讓你更有安全感

VERIZON 4G LTE寬頻
路由器及其語音功能

網路與家用電話

更多詳情，請上網verizonwireless.com/routerwithvoice^

VERIZON 4G LTE
寬頻路由器及其語音功能是你的完美選擇，若你：

• 正在為家用電話尋找省錢的方法—把你現有的 
 電話和號碼一起帶過來。
• 目前正在使用撥接網路按鍵、衛星或有限寬頻電話服務。
• 想要可攜式網路和/或電話服務。

功能：

• 你可以選擇是否透過路由器使用電話服務、家用網路
或兩者同時使用。

• 適用於手持家用電話(有線或無線)。
• 透過Wi-Fi或Ethernet乙太網路連接多組設備 

(手提電腦、一般電腦、遊戲機)。
• 多重畫面顯示數據用量、語音與數據信號、用電量、語
音留言⋯等。

•  5–12 Mbps下載速度及2–5 Mbps上傳速度。
• 可當成主要的網路連接器，或有線網路臨時斷線時的
備用連接器。

• 透過電子郵件提示數據用量。
• 備用電池(僅供語音功能使用)提供4小時的通話時間
及32小時的待機時間。1

Verizon 4G LTE寬頻路由器及其語音功能讓你的生活更輕鬆 ! 擁有Verizon SureResponse®緊急反應系統，只要一通電話 
就能得到幫助，讓你與家人更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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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資訊請參見第32-33頁。請上網verizonwireless.com/global^

 1 服務可能有其他限制，恕不另行通知。

 如果你在十碼撥號的CDMA覆蓋範圍使用3G設備，即能以適用該國家的費率使用全球語音和/或數據漫遊服務。在其他國家，你必須先符合International Eligibility國際
資格要求，並有可能須開通一張SIM卡，方可使用全球語音和/或數據漫遊服務。欲瞭解適用之國家與通話、短訊等費率，請上網verizonwireless.com/global^

 波多黎各與美屬維京群島包含於3G覆蓋範圍內。適用標準費率。
^ 網上資訊僅限英語，暫無中文提供。

國際通 
身處美國：

使用自己的手機，就能致電全球各地。

國際長途超值計劃

每月只要$5，從你本地的計費與覆蓋範圍內撥打的通
話，每分鐘低至1¢，並須動用通話分鐘數。

國際短訊

國際短訊已包含於你的The MORE Everything 
全面升值計劃。向全球210多個國家的親朋好友發送
文字短訊。或向120多個國家發送多媒體短訊 
(包括圖片、視頻、語音、聲音、地點、群組和聯絡人 
短訊)。更多詳情，請上網verizonwireless.com/
internationalmessaging^

全球通 
美國境外：

一台設備，一個號碼，一份帳單，在全球逾205個國
家，在特定3G和4G設備上享受便利可靠的通話與數
據服務。1 可在全球超過35個受歡迎的國家包括特定
加勒比海及亞洲國家，使用任何Verizon Wireless
電話。

全球超值計劃

每條線路每月只需$499，便可在150多個國家獲享折
扣通話費率。

全球短訊收發

沒時間打電話?別擔心，環遊世界途中，你都可以透過
電話發送文字與多媒體短訊。

國際通話與短訊選項 (身處美國)

通話服務 通話費率最低每分鐘49¢

文字短訊
發送每人每則文字短訊為25¢； 
接收每則文字短訊為20¢

多媒體短訊
發送每人每則多媒體短訊為50¢

；接收每則多媒體短訊為25¢

全球通語音與短訊選項 (美國境外)

通話服務 通話費率最低每分鐘89¢

文字短訊
發送每人每則文字短訊為50¢； 
接收每則文字短訊為5¢

多媒體短訊
多媒體短訊與身處美國相同，外加

全球數據漫遊費用

當你身在美國、加拿大、波多黎各及美屬維京群島時，收費方式將依據你現有計劃之國內費率計價。 
請在旅行前上網verizonwireless.com/global^查看目的地、費率及覆蓋範圍的完整列表。

全球數據

有了低費率和可依需求增加的數據，使用全球數據比以往更加輕鬆！添加下列功能至你的全美數據計劃，就能

在環遊全球時保持連線。

每次付費數據漫遊

加拿大 墨西哥 其他適用國家

$0.002/KB  
($205/MB)

$0.005/KB  
($512/MB)

$0.02/KB
 ($2048/MB)

數據配額可在全球120個國家內使用。數據配額適用國家之外的數據用量將以$0.02/KB ($2048/MB) 
計費。全球數據計劃亦可讓你的智能手機當作鏈接數據機或行動熱點使用。

全球數據

每月數據配額 每線月費 額外數據

100 MB $25 $25/100 MB

每次付費計劃數據漫遊

如果你只是偶爾出國或短期旅行，你可選擇使用Pay As You Go每次付費的計價方式，毋須訂購數據組合。 
每次付費數據在超過205個國家適用。如果你選擇全球每次付費計劃，無須使用時請記得在設定設備處關掉數
據服務，以避免幕後數據用量及相關收費。

全球通行服務

欲瞭解更多詳情請由手機直撥*611、致電1.800.922.0204或洽詢Verizon Wireless客服代表。

GLOBAL TRAVEL PROGRAM 
全球旅行計劃

全球旅遊計劃對偶爾出國或短期旅行，卻又

需要隨時保持連絡的人來說，是一個完美的

短期解決方案。這個方案最適合計劃旅遊21
天以內的人。欲瞭解更多的詳情或訂購此服

務，請電洽我的們的全球服務專員 
1.800. 711.8300。

CELLHIRE RENTAL PROGRAM 
手機租借計劃 
Cellhire手機租借計劃為打算長時間逗留海
外的旅遊人士提供租借設備及/或SIM卡的
選項。這個方案最適合計劃旅遊超過21天的
人。欲瞭解更多的詳情或轉換到此計劃，請

電洽我的們的全球服務專員 
1.800. 711.8300。

欲瞭解更多詳情與可享有數據服務之 
國家詳細列表，請上網 
verizonwireless.com/global^

欲瞭解下次旅行時如何保持連線，請上網 
verizonwireless.com/tripplanner^

查詢有提供數據服務的亞洲國家列表， 
請上網verizonwireless.com/ 
global/chinese

可在全球220多個國家使用通話服務，並在超過205個國家 
使用數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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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zon獨家設備。超薄的
4G LTE智能手機搭配超堅硬
Corning® Gorilla®強化玻璃。 

DROID ULTRA  
by MOTOROLA

Verizon獨家設備。 
高達48小時的長效電力續航 
和DuPont™ Kevlar®纖維材質 
一體成型機身。

DROID MAXX  
by MOTOROLA

滿足你行動需求的全球通用設備

擁有7吋高清全螢幕的鮮明解析
度、長達9小時的高清影片播放
和內建無線充電功能。

Google Nexus 7 Samsung Galaxy® Note 10.1
啟發靈感並輕鬆於同時執行多項工作。可同時觀看多個

應用程式，以及壓感S Pen助你精準操控。

LG G2
便利機能且符合人體工學的 
後置單鍵操控，並內建光學 
防手震功能的1,300萬畫素相機。

生動的智能手機體驗，擁有 
5.9吋高清全螢幕、HTC Zoe™ 
相機搭配UltraPixel鏡頭， 
以及可用手指解鎖的HTC指紋
掃描系統。

HTC One® max

有趣簡便的功能，如Dual Shot 
雙鏡頭-同時使用前後鏡頭拍照， 
及Air View懸浮預覽-無須觸碰 
螢幕即可瀏覽媒體。

Samsung Galaxy  
S® 4

創新的S Pen™及Air Command 
感應快捷環讓筆記更輕鬆快捷。 
另搭配使用Galaxy Gear™ 
智能手錶，讓你隨時保持連結。

Samsung Galaxy  
Note® 3

 DROID為Lucas�lm Ltd.及其相關企業體之商標。經授權使用。48小時聲明乃根據平均用戶概況而得。電力績效將因網絡訊號、手機設置和使用/待機模式而有所不同。  HTC及HTC One皆為HTC Corporation之商標。Samsung及Galaxy皆為Samsung Electronics America, Inc.和/或其相關事業體之商標。 
© 2014 Samsung Telecommunications America, LLC(“Samsung”). Ellipsis™為Verizon Wireless之商標。LTE為ETSI之商標。4G LTE適用於全美500個城市。

Verizon可替換SIM卡的設備，讓你不論在美國本地或世界各地， 
皆可與人保持聯繫。

Verizon
高達

和

一體成型機身。

DROID MAXX 
by MOTOROLA

小時的長效電力續航

纖維材質

有趣簡便的功能，如

雙鏡頭-同時使用前後鏡頭拍照，
及Air View
螢幕即可瀏覽媒體。

Samsung Galaxy 
S® 4

4G LTE覆蓋範圍下可連結多達10台支援Wi–Fi®的設備，
或在3G覆蓋範圍下連結至5台設備。

Verizon Jetpack®  
4G LTE 行動熱點  
MHS291L

LG G2
便利機能且符合人體工學的

後置單鍵操控，並內建光學

防手震功能的

Samsung Galaxy® Note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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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選服務價目表
短訊(每次使用費率) 
供不包含無限量短訊之計劃

價格

文字短訊

接收或發送(至每人)文字短訊 
每則20¢ (包括加拿大、墨西哥、 
波多黎各與美屬維京群島)

多媒體短訊 
(包含圖片、視頻、聲音、地點、群組和聯絡人短訊)

接收或發送(至每人)多媒體短訊
每則25¢(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波

多黎各與美屬維京群島

VERIZON短訊

加入Integrated Messaging整合短訊服務，從My Verizon無縫傳送短
訊至你的手機、平板電腦和個人電腦上。從不同設備同步你所有的短訊，

不論你怎麼閱讀都能隨時掌握最新狀態。

無附加收費

PUSH TO TALK一鍵通對講

適用PTT之智能手機的一鍵通對講1 無需額外費用

加入符合資格的基本手機計劃即可享無限量「一鍵通對講」通話1 $5/月

FAMILY SAFEGUARDS AND CONTROLS家庭安全保鏢及控制

Verizon FamilyBaseTM設備監控服務 $5/帳戶/月

家人定位 $999/帳戶/月 

內容過濾、通話與短訊阻斷 無附加收費

來電顯示

來電顯示 $299/月

鈴聲 價格

鈴音 $299/鈴音

彩鈴
$199/彩鈴/年 

(加99¢/每月訂購服務)

VZ NAVIGATOR®導航(並非所有設備都有價目選項)

每月服務

$999/每條線路(基本手機) 
或 

$499/每條線路(智能手機)

每日使用費(適用24小時) 99¢/每條線路

地圖(適用於特定手機) 無訂購費(數據根據計劃收費)

語音留言

基本語音留言 無附加收費

音訊語音留言2 

(立即在手機螢幕管理語音留言)
$299/月

VERIZON 道路援助3

每月服務 $3/ 線路

每次使用付費 $6995接獲通知時以信用卡付費

帳單細目

帳單細目印本
$199/月/線路 

或透過My Verizon查看毋須收費

資訊

411查號台4 $199/通

 無論是否瀏覽或接聽，接收文字和多媒體短訊即有收費。
 
鈴聲、VZ Navigator導航、Family Locator家人定位、音訊語音留言和行動電郵 
需數據用量，並將依你的數據計劃收費。

1 不適用於加拿大與墨西哥計劃。
2  音訊語音留言將密碼以及語音留言儲存於設備中。任何使用該設備的人 
都可瀏覽留言。

3  加入計劃後，覆蓋範圍將持續48小時有效。
4 當在延伸覆蓋網絡或漫遊地區，費率與功能會有所不同。

^ 網上資訊僅限英語，暫無中文提供。

全美短訊計劃

本計劃是專為聽障或重聽用戶設計，包含無限量短訊至全美任何電信業者的任何人，每月費用$3499起。 
請上網verizonwireless.com/acces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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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協議與重要資訊

管理和監控你的用量：

• 欲幫助你決定需要使用多少數據，請上網
verizonwireless.com/datacalculator，
查看Data Calculator「數據計算器」。

• 登錄My Verizon Online和My Verizon 
Mobile，查看你目前和過去的使用量。

• 自你的無線設備撥打#DATA (#3282)並按
Call撥號鍵。

• 當你的使用量接近或已超出配額時，你將會收
到免費數據使用量警示的短訊和/或電郵。

• 無須延長合約或增加偵測管理機制，即可透過
My Verizon隨時更改你的數據配額。需要偵
測與管理使用量？額外加入Usage Controls
用量控制，每線只要月費$499。

如何查看單購數據設備的數據用量?
可以通過以下選項，查看你的單購數據手機，每

月尚未結帳的大致數據用量:3

• VZAccess® Manager管理人軟體中的
「Usage」鍵4

• My Verizon或My Business 帳戶
• 致電1.800.922.0204，並準備好你單購數據
設備無線號碼

• 預付行動寬頻用戶，可以通過VZAccess 
Manager管理人軟體上的「Usage」鍵4或致

電1.800.786.8419查看數據用量 

一旦預付行動寬頻配額或使用期限已滿，任何正

在進行的部份都將停止，而任何正在發送或接收

的內容可能遺失。使用期限：一天=24小時， 
一週=7天，一月=30天。

更多有關MORE EVERYTHING全面
升值、全美和MORE EVERYTHING 
全面升值單購數據計劃的詳情

最短合約期限 
每條線要求簽訂逐月或兩年期限的合約。

開通/升級費 
開通費：每條線路$35。 
升級費：升級至新設備時，每台設備需$30。

提前終止費 
提前終止費最高$175，但若購買高階設備 
(如智能手機或小筆電)，依合約期限最高
$350。

假如你開通單購數據計劃或採用逐月付費 
服務，你不符合月費折扣的資格。

稅項、附加費和費用 
你所在地區決定你所須支付的稅項、附加費

和費用，例如：E911和收據總額費隨不同 
市場而有變化。以2014年1月1日為準， 
除了你的標準月費和其他收費，可能再增加

6%到42%的費用。

聯邦統一服務月費 (根據FCC利率，每季 
可能有變化，以2014年1月1日為準， 
是州際和國際電信費用的16.4%)、監管費 
(MORE Everything全面升值和全美計劃 
每條線21¢，The MORE Everything全面 
升值單購數據計劃每條線2¢)和行政費 
(MORE Everything全面升值和全美計劃 
每條線88¢；The MORE Everything全面 
升值單購數據計劃每條線6¢)為Verizon 
Wireless的收費，不是稅款，並隨時可能 
變動。有關Verizon Wireless這些收費的 
詳情，請致電1.888.684.1888。

使用4G LTE設備時，4G LTE速度僅在4G LTE覆蓋範圍之內提供。當在 
 3G覆蓋範圍旅行時，預期下載速度為600 Kbps–1.4 Mbps，上傳速度為 
 500–800 Kbps。當在3G延伸覆蓋範圍旅行時，預期下載速度為 
 400–700 Kbps，上傳速度為60–80 Kbps。3G覆蓋範圍外， 
 網絡可60–80 Kbps的標準速度連結。

3  使用這些功能，數據提供端與數據使用端之間會存在時間差。 
4  用戶必須從vzam.net^下載最新版本的VZAccess Manager管理人軟體，方可 
 使用該功能。針對6.7或更高版本的Windows、4.0或更高版本的Mac OS X的 
 用戶，當你使用行動熱點的時候，你必須連接附含的USB纜線，通過 
 VZAccess Manager管理人程式查看你的用量。 
 
 
^ 網上資訊僅限英語，暫無中文提供。

Family Safeguards and Controls家庭安全保鏢及控制—— 
保護你的家人——讓你更安心

VERIZON FAMILYBASE設備監控服務
透過FamilyBase設備監控服務，監控你孩子的手機。 
利用時間限制1及上鎖功能1,2，永遠信任或永遠阻擋

某連絡者來電並設定語音與數據限制。欲下載，請撥

「**SAFE」並按下「通話」鍵。

內容過濾

此免費服務讓你可以設定界線，幫助你確保你的孩子 
僅能從他們的無線設備裡瀏覽適合該年齡層的內容。

電話、訊息與服務阻擋

阻擋你手機或帳戶內的線路接收到不想要的來電與訊

息。在verizonwireless.com/myverizon上增添免費
服務阻擋，以預防未經授權的使用和購買。

VERIZON SUPPORT & PROTECTION BASIC 
基本支援與保護

Verizon Support & Protection Basic基本支援與 
保護是一個專為智能手機使用者設計的免費應用程式。 
其安全功能設計包括由McAfee®提供的 
Verizon Support & Protection Basic基本支援與保
護及Asurion行動應用程式，保護你的行動設備不受 
病毒、惡意軟體、或其他數位威脅。它也同時也包含了 
McAfee® SiteAdvisor®瀏覽器外掛軟體。 
欲下載，請撥「**VSP」並按下「通話」鍵。

FAMILY LOCATOR家人定位
家人定位讓你從你的電腦或手機就能透過定位系統追蹤

家人的設備。在你選定的日期與時間，藉由他們的設備 
位置，了解他們抵達與離開的最新資訊或設定日程更新。

你的家人．你的電話

欲了解更多，請上網verizonwireless.com/safeguards^

1 不限制孩童撥打或接聽911電話。
2 當FamilyBase Companion應用程式下載於 
孩童的Android™手機時使生效。

受限於消費者協議、FamilyBase條款及條件與
Verizon隱私原則(請上網 
www22.verizon.com/about/privacy/^查覽)

^網上資訊僅限英語，暫無中文提供。

查覽我們的Verizon 
Safeguards and Controls 
安全保鏢及控制的社區 
論壇，以獲得有關安全保鏢 
及控制使用上的建議、 
技術提示及創意用途。 
請上網 
verizonwireless.com/
familysafeguards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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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機數據使用範例

1台智能手機
2 GB

2台智能手機
4 GB

4台智能手機
8 GB

收發純文字電郵 1000 封電郵 2000 封電郵 8000 封電郵

瀏覽網路 100 頁 200 頁 800 頁

串流廣播 15 小時 30小時 60 小時

下載/上傳照片(1 MB)至社群媒體網站 20 張照片 40張照片 80 張照片

其他4G視頻 2 小時 4 小時 8 小時

Verizon視頻及NFL行動串流 2 小時 4 小時 8 小時

我的VERIZON WIRELESS顧客協議
感謝你選擇Verizon Wireless。在此顧客協議中，你
將可查看關於服務的重要資訊，包括我們變更所提供

服務或本協議條款的能力、我們對於事情未如計劃發

生的責任，以及所有必須上仲裁或小額索賠法庭糾紛

的解決之道。假如你簽訂最低期限的合約，你也可在此 
找到關於合約期限、提早取消服務或未準時付款的 
後續等資訊，包括你拖欠Verizon Wireless提前 
終止費的可能性。

我的服務

你的服務條款為本協議的一部份。你的計劃包括你

每月的額度和功能、使用範圍(你的「覆蓋範圍」)，以
及月費和計次支付的費用。你也可訂購數項Optional 
Services加選服務，如文字短訊。你的計劃加上 
任何你所選擇的加選服務就是「你的服務」。當你 
開通線路時，可查看手冊內的服務條款和細則，或 
上網查看verizonwireless.com^

我如何接受本協議

經由採取以下行動，你接受本協議：

  · 以書面、電子郵件、電話等方式或本人親臨同意﹔

  · 打開一個「開啟即表示接受此協議」的郵包﹔或者

  · 開通你的服務。

 當你接受本協議，表明你至少18歲，有法定能力承擔本
協議所規定的責任。如果你代表某機構接受本協議，即

表示你已被授權承擔本協議的規定，本協議中所提到的

「你」表示該機構。不論你是否詳讀此協議，接受此協

議表示你同意當中的所有條款。

 若你接受本協議，在你接受協議當時即同意只要於退
貨期限內折價歸還任何向我們或我們的授權代理商購

買的裝備，你便可於接受此協議後的14天內取消服務
而無須支付提前終止費，但你仍將須支付你的服務至該

日止。若你使用預付服務，14天後或若你的帳戶尚未開
通，將無法退款。除非你在接受的三日內取消，否則你

的開通費恕不退還。

若你更換你的設備或獲得服務優惠，你或須變更你的

計劃至我們當時提供的優惠計劃。

我的隱私權

 我們會收集關於你的個人資訊。透過我們與你的 
客戶關係，我們會收集一些資訊，譬如你使用我們 
電信服務的數量、技術配置、類型、目的地和你 
使用我們電信服務的收費金額等。你可前往 
verizon.com/privacy^

，查閱我們的隱私權政策

用量範例為預估值。個別結果將因客戶的網路使用模式與各種其他因素而異。如：串流音樂和視頻時，緩衝期間暫存於記憶體內的下載內容，將依已下載的
所有數據計價，即使你或許尚未聆聽或觀賞全部的下載內容。 
 
Verizon視頻不斷進步，極具效率的運行於Verizon Wireless上，以提供絕佳的視頻體驗。根據測試結果，其他視頻應用程式在播放相似長度影片時，須消耗較多 
數據用量。欲了解更多Verizon視頻詳情，請上網verizonwireless.com/video^

(Privacy Policy)，以了解我們如何使用、分享與保護我
們所收集關於你的資訊。經由此協議，你同意我們隱私

權政策(Privacy Policy)中所述之資料收集、使用與分
享。我們提供你在某些情況下可限制我們使用有關你

資料的選項。請上網verizon.com/privacy#limits^

查看這些選項。若有額外須經你同意的特定廣告行銷

事項，我們將在執行那些項目前尋求你的同意(譬如你
購買或使用我們的產品與服務時，會透過你所接收的隱

私相關通知詢問)。假如你訂購的服務是在每個付款期
結束時收費(後付款計劃)，我們可隨時調查你的信用記
錄，並與信用報告機構和Verizon旗下其他公司分享你
的信用資訊。如你欲取得為本公司提供你信用報告的機

構名稱和地址，儘管提出要求。

你設備的許多服務與應用程式可能由第三方提供。你

可在免付費的情況下阻斷或限制某些服務與應用程

式，否則可能會有收費。當你同意付費使用服務時，費

用金額與收費次數將會顯示。在你自設備使用、連結或

下載由第三方所提供的服務或應用程式之前，你應該

審閱提供該服務或應用程式的第三方所擬定的使用條

款與隱私權條款。假如你使用這些非由Verizon Wire-
less提供的服務、應用程式與適用的隱權政策，你所呈
送的個人資訊可能會由服務或應用程式的提供者以及

/或討論室其他的使用者讀取、收集或使用。Verizon 
Wireless不為你自網際網路獲取、下載或使用的任何
資訊、內容和服務負責。當連結服務時，你須負責維

護病毒與其他網際網路安全保護措施。有關Verizon
內容政策的額外資訊，請見http://responsibility.
verizon.com/contentpolicy^

你同意Verizon Wireless與任何我方代表連絡你關於
你的帳戶狀態，包括過去應付款或目前費用、使用自動

電話答錄系統以預錄電話方式、發送電郵、電話或短訊

至你提供的任何無線通訊電話號碼或電郵。 
Verizon Wireless會視任何你提供的電郵為你的個人 
電郵，未授權的第三方並無資格讀取。除非你告知我們

你的無線通訊服務是位在不同時區，則我們撥打電話

給你會是在你同意的通話時間，並根據你提供的行動電

話號碼所在時區。

假如我在後付款計劃協議期滿前取消服務，會發生 
什麼事?
 如同你的收據或訂購確認單所示，假如你簽訂後付款
計劃，即意味你同意逐月付費使用或在最低協議期限

內持續使用我們的服務。(暫停服務且未計費的期間不
計入滿足最低協議期限的時間之內。)協議期滿後，你
將自動成為該服務逐月付費的客戶。倘若你在協議到

期之前取消服務，或者我們依據正當理由提前取消你

的服務，你須支付提前終止費。購買高階手機，你須支

付$350提前終止費，同時將在你達到最低協議期限要
求期間的每個月中逐月減少$10。否則，提前終止費為
$175，提前終止費將在你達到最低協議期限要求期間
的每個月中逐月減少$5。服務取消將在帳單週期的最
後一天開始生效。你仍將有責任支付服務取消生效前

發生的一切費用。此外，如果你的無線電話是通過代理

商或第三方供應商購買的，你應該向他們查詢是否另外

收取提前終止費。

我能將電話號碼遷移至另一家服務提供商嗎?
 你可以帶走或將現有的手機號碼「遷移」至另一家服務
提供商。如果你將某一個號碼從本公司遷走，我們將其

視為你通知本公司取消對該電話號碼服務。在號碼遷

走之後，你將無法再透過該號碼使用我們的服務，且與

其他取消情況一樣，你仍將有責任支付該帳單週期結束

之前的一切費用和收費。假如你是預付計劃顧客，你將

無法取得帳戶內未使用餘額的退費。如果你將某一個

電話號碼從另一家公司遷至本公司，我們可能無法立即

為你提供某些服務，例如911定位服務。你對你的手機
電話號碼有遷移它的權利，但沒有其他任何權利。

電話號碼目錄資訊

 除非在你要求的情況下，我們將不會在任何電話號碼 
目錄刊出你的手機號碼，也不會為此目的將它提供 
給任何人。

我能讓他人管理我的後付款帳戶嗎?
 當然可以──你只要以電話、親臨或以書面通知我們
即可。你可指定他人管理你的後付款帳戶進行單次交

易，或是直到另行通知為止。你的指定人將能對你的帳

戶進行變更，包括增加新線路服務、購買新無線設備以

及延長協議期限。被指定人所作的任何更改將視作對

此協議的變更。

VERIZON WIRELESS能變更本協議或我的服務嗎?
 我們可能隨時更改價格、對你服務的其他任何條款，以
及本協議，如果你是後付款計劃顧客，我們會以書面或

其他形式事先通知你。如果你在改變生效後仍使用我們

的服務，意即你接受變更。假如你是後付款計劃顧客，

且某項計劃變更對你產生了重大的負面影響，而我們無

法在你提出通知表達不滿後消彌該變更，你可以在收到

變更通知的60天內取消受影響的服務線路，毋須支付
提前終止費。

我的無線設備

 你的無線設備必須遵守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的規定、經認證可在
我們的網絡使用，並與你的服務計劃相容。請注意，我

們可能會在不事先通知你的情況下，遠程修改你無線

設備中的軟體、應用程式或程式設計。這可能會影響你

儲存的資料、你的設定、或使用無線設備的方式。藉由

開通使用SIM(用戶識別模組)卡的服務，你同意我們擁
有該智慧財產權與SIM卡內的軟體。我們可能在不事
先知會的情況下對SIM卡的軟體或其他資料進行遠程
修改，我們也可能使用SIM卡的任何內存進行行政、網
絡、企業和/或商業目的。如果你向Verizon Wireless
購買的後付款計劃無線設備不使用SIM卡，但你想為其
重新編碼以便用於另一無線網絡，在此情況下，預定的

程序代碼設定為「000000」或「123456」。但請注意，
你的無線設備可能無法用於另一無線網絡，或其他無

線服務商可能無法接受你的無線設備。假如你為一台

無線設備開通預付計劃，則該設備在開通後的前6個月
內，僅可使用預付服務。iPhone 4僅能運作於Verizon 
Wireless的無線服務之下，即便你的合約期滿，也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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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於其他供應商之網絡。

VERIZON WIRELESS服務在哪裡可以運作與 
如何運作?
 無線設備使用無線電傳輸，所以當你的設備不在傳輸 
訊號範圍時，你將無法獲得服務。請注意，即使是在 
覆蓋區域內，也有很多因素會影響服務的可得性與品

質，包括網絡承載量、設備本身、地形、建築物、植物 
和天氣等。

哪些收費是由VERIZON WIRELESS決定?
 你同意支付你或無線設備使用者產生的所有入網費、使
用費和其他相關費用。對於後付款計劃，我們的收費也

包括聯邦通用服務費、監管費和行政費，我們還可能收

取其他與政府行政成本相關的費用。這些收費由我們

來制定，且這些收費不是稅款，並非法律規定，也未必

與政府作為相關，所收費用由我們全部或部份保留，而

且收費金額和內容可能改變。

政府規定的稅款、費用和附加費

你必須支付聯邦、州與地方政府規定的所有稅款、費用

和附加費。請注意，這些收費如發生改變，我們也許無

法隨時提前通知你。

什麼是漫遊收費?
 每當你的無線設備在覆蓋區域之外使用傳輸站，或透過
其他公司的傳輸站時，你即是在「漫遊」。有時即使你

是在覆蓋區域內，仍會發生漫遊情況。根據你的計劃，

漫遊可能會有較高費率與額外收費(包括長途、 
地區長途或未能接通的費用)。
VERIZON WIRELESS如何計算我的費用?
 取決於通話分鐘數或是數據收發的收費，不足一分鐘
的部份將累進至下一分鐘計算，或是視你數據使用的收

費方式，累進至下一個MB或GB計算。撥出電話將在你
首次按Send，或連到網絡時開始起算；接收電話則從
連到網絡時(可能在鈴響前)即開始計算。使用時間 
可能在按下End或電話斷線幾秒鐘之後才停止計時。 
透過我們網絡撥打的電話，我們只對接通的電話收費

(包括由機器自動接聽的通話)。後付款計劃的使用狀況
無法每次立即紀錄處理，因此可能出現在以後的帳單

上，但該些使用狀況仍將根據服務使用時間計入當月 
實際配額。

如何與何時就費用提出爭議?
 假如你是後付款計劃的顧客，你能在收到帳單後的180
天內對帳單內容提出爭議。除非法律另有規定，或是除

非你因無線設備丟失或遭竊而對費用提出爭議，你仍

必須在爭議解決之前支付所有的費用。假如你是預付

計劃顧客，你能在有爭議的收費發生的180天之內對該
費用提出質疑。你可致電我們對帳單收費或任何被收

取費用的服務提出爭議，但如果你希望保留你對此爭議

提出仲裁或小額索賠訴訟的權利，在上述180天內，你
必須根據帳單所列的客服地址致函我們或是寄給我們

填寫好的爭議通知書表格(可在VERIZONWIRELESS.
COM^取得)。假如你未在上述180天內就該爭議以書
面通知我們，你已放棄對帳單或該些服務提出爭議，並

放棄對此爭議提出仲裁或小額索賠訴訟的權利。

我在電話中斷或服務中斷方面的權利為何?
 如果你在覆蓋區域內的通話中斷，請重新再撥。如果對
方在5分鐘之內接聽了你的電話，若你是後付款計劃的
顧客，請在90天之內致電我們，若你是預付計劃顧客，
請在45天內致電我們，我們將補償給你1分鐘的通話時
間。若你是後付款計劃顧客，因本公司的原因而使你在

覆蓋區域內的服務連續中斷24小時以上，請在180天內
致電我們，我們將補償你損失的時間。請注意，這些是

你在通話中斷或服務中斷方面僅有的權利。

關於我的付款

 如果你是後付款顧客，當我們未準時收到你的付款，在
你帳單寄送地址所在地的州法所允許的範圍內，我們將

按欠款金額向你收取每月1. 5%的滯納金(每年18%)，
或者每月固定收取$5滯納金，以金額高者為準。(如果
你選擇由另一公司代我們的服務收費 [例如通過另一家
Verizon公司]，滯納金將以那一公司的規定或費率為
準，其收費可能高於我們的滯納金。)滯納金是你同意
支付我們的費率與收費的一部分。假如你未準時付款，

且Verizon Wireless把你的帳戶交由第三方代為追繳
欠款， 並將有在轉介第三方當日到期的托收費用。此
費用將以相關法規所允許，但上限為18%的最高比例
計費。 我們可能要求你在開通服務的當時或之後預付押
金或提高押金金額。對於任何押金，我們都將依法向你

支付本金利息。我們可以將你的押金或付款以任何順序

與金額用來償還你所有帳戶中的欠款。假如你帳戶中

的最後餘款少於$1，只有在你要求的情況下，我們才會
退還該餘款。若你的服務被終止，你可能需要支付$35
的服務重新開通費；或是若你的服務因未付款而被中斷

或不論任何原因而遭暫停，你可能需要支付$15的重新
連結服務費。

 假如你是預付計劃顧客，在計劃到期日前，你可以再次
付費進行儲值。你的帳戶餘額不得超過$1,000，一旦餘
額達到$1,000，你將無法進行儲值。當你的帳戶到期，
我們將停止服務，帳戶內餘額將作廢。

 如出現跳票，我們可向你收取至多$25的跳票費。
如果我的無線設備丟失或遭竊，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很樂意幫忙。如果你的無線設備遺失或遭竊，重要
的是請立即通知我們，我們才能暫停你的服務，以避免

他人使用。如果你是後付款計劃顧客，當你的無線設備

在遺失或遭竊後、至通知我們之前遭人盜用，而你希望

我們退還這段時間的電話收費，我們很樂意審閱你的

帳戶活動，以及任何其他你希望我們考慮的資訊。請注

意，如果你未能及時報告手機的丟失或遭竊，並且缺乏

正當解釋，你可能須負責該費用，但在我們調查核實這

些電話費用時，尚不必支付這些話費。如果我們過去一

年未禮遇你循環月費的止付，我們將提供你一個為期

30天的優惠，或直到你替換或找回你的無線設備為止，
兩者中以先到期者為準。

VERIZON WIRELESS限制、終止服務或終止本協議
的權利為何?
 基於正當理由，我們可以在不預先通知的情況下，限
制、暫停或終止你的無線服務或與你簽訂的任何協議，

包括但不限於：(1)如果你(a)違反了本協議；(b)轉賣你
的服務；(c)基於任何非法目的使用你的服務，包括違反
任何美國政府機構發布的經貿制裁與禁令的使用；(d)
在未經我們的同意下安裝、配置或使用任何再生設備或

相似的機械裝置(例如中繼器)用來啟動、放大、加強、
轉輸或再生發射的無線電頻率信號；(e)對我們有不實
言辭或盜竊本公司之所有；或假如你是後付款計劃的顧

客，(f)未準時付款；(g)發生的費用高於規定的押金或
帳單限額或大量超出了你的月費(即使我們尚未向你收
取款項)；(h)提供無法核實的信用資料；或者(i)無力支
付費用或破產；或者(2)如果你、任何使用你設備或帳戶
內任一線路服務的人，或你的帳戶管理人：(a)對我們的
業務代表進行威脅、騷擾或使用粗俗或不當言語；(b)
妨礙我們的營運；(c)發送「垃圾郵件」或有其他濫用短
訊或通話的行為；(d)修改你無線設備的原廠規格；或者
(e)使用服務的方式對我們的網絡或其他用戶造成負面
影響。我們亦可以因為營運或政府的原因暫時限制對

你的服務。

我有資格享有特別折扣嗎?
 假如你是後付款計劃的顧客，並持續與我們的簽約機
構間存在附屬關係，你可能具享有折扣計劃的資格。除

非你的折扣是透過政府僱員折扣計劃，我們可隨時與

你所在機構分享某些你使用服務相關的資訊(包括你的
姓名、你的手機號碼和月費總額)，以確認你仍具資格。
我們可能根據你所在機構和本公司之間的協議調整或

取消你的折扣；假如你失去資格或是協議到期，我們會

取消對你的折扣優惠。在任何情況下，此舉不被視為對

你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

保證免責聲明 
 我們未以明確或暗示的方式作出承諾或保證，包括在適
用法律所允許的範圍內，針對有關特定目的適銷性或

適用性、你的服務、無線設備或透過你無線設備使用的

任何應用程式做出暗示保證。我們不承諾你的無線設

備運作完美無誤或是毋須偶爾升級或改裝；或是不會因

與網絡相關的改裝、升級或類似活動產生負面影響。假

如你下載或使用由第三方提供的應用程式、服務或軟體

(包括語音應用程式)、911或E911或其他電話功能，運
作上可能與我們所提供的服務有所不同，或可能完全無

法使用。請瀏覽此類第三方產品的所有條件與條款。

 請注意，若你通過我們的Open Development開放式
發展項目開通你的無線設備，我們不保證設備的通話質

量或總體功能。

豁免和責任範圍

 你與Verizon Wireless雙方都同意限定損失索賠和
就直接損失向對方索求金錢賠償。無論基於何種責任

推斷，這意味著當事人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會試圖向對方

要求任何間接、特殊、附帶損失、三倍賠償或懲罰性賠

償。假如你針對本公司的任何供應商提出索賠，此豁免

和責任範圍也將適用。就這方面來說，我們必須賠償供

應商因該索賠而造成的損失。你同意，我們不對由你或

他人所造成的問題或任何不可抗拒力量所造成的問題

負責。你也同意，假如我們檢修你的無線設備，我們不

為遺漏或刪除的留言或其他短訊，或任何遺失與遭刪

除的任何資訊(如圖片)負責。如果問題涉及到另一個無
線服務供應商(例如，當你漫遊時)，你也同意該公司所
規定的責任限制範圍。

我如何解決和VERIZON WIRELESS間的糾紛? 
 我們希望讓你成為滿意的客戶，但如有需要解決的
爭議，本章節重點列出我們雙方需要面對的情況。

 你與VERIZON WIRELESS雙方同意只採用仲裁形
式或小額索賠法庭形式來解決糾紛。仲裁沒有法官

或陪審團，程序可能有所不同，但仲裁人同法庭一

樣可以對損失和賠償作出相同的裁決，並且遵守本

協議中的條款。如果法律判定支付律師費，仲裁人

也可以做出判定。我們雙方同意﹕ 
 (1)聯邦仲裁法適用於本協議。除符合條件的小額
索賠法庭案件外，與本協議相關或因其而起，或

由我們提供給你的任何設備、產品與服務(或有
關這些產品和服務的廣告)所引起的任何爭議；都
將通過一個或多個中立的仲裁人在美國仲裁協會

(“AAA”)或優良企業局(“BBB”)監督下解決糾
紛。你也可將爭議問題提交聯邦、州或當地政府機

構。如果法律允許的話，他們可以代表你向本公司

提出索賠。

 (2)除非你與VERIZON WIRELESS雙方達成共
識，否則，仲裁將在你帳單地址所在郡進行。美國

仲裁協會無線通訊行業仲裁委員會(WIRELESS 
INDUSTRY ARBITRATION)的規則將適用於
$10,000以上的索賠。在此類案件中，敗訴方可將
裁決交予由另外三名仲裁人組成的小組核審。對

於$10,000或低於此數目的索賠，提訴方可選擇使
用美國仲裁協會的WIA規則，或選擇使用優良企
業局的約束性仲裁規則，或可在小額索賠法庭個

別提訴。有關程序、法規和費用方面的資訊，可從

美國仲裁協會(WWW.ADR.ORG^)、優良企業局
(WWW.BBB.ORG^)或本公司取得。對於$10,000 
或低於此數目的索賠，你可選擇仲裁完全根據提交

給仲裁人的文件，或當庭聽證，或由電話聽證。

 (3)本協議不允許集體仲裁，即使美國仲裁協會
(AAA)或優良企業局(BBB)的程序或規則允許。儘
管本協議中有任何其他規定，仲裁人仍可以對尋求

賠償的個人做出金錢或指令性賠償的裁決，而且只

就該個人單一索賠範圍內要求的必要賠償作出判

決。 受此協議約束，集體訴訟或代理人或私人律師
顧問責任論述或訴訟請求在任何仲裁中皆不成立。

 (4)於此協議之下，若雙方之一欲尋求仲裁，則
請求仲裁方必須於展開仲裁的30天之前，先向
產生糾紛的另一方提出書面通知。給VERIZON 
WIRELESS之書面通知應致函ONE VERIZON WAY, 
VC52N061, BASKING RIDGE, NJ 07920，收件
人：VERIZON WIRELESS DISPUTE RESOLUTION 
MANAGER爭議解決經理。該通知須描述求償類別
與索求之賠償。若我們無法於30日內解決爭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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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即可向仲裁提出索賠請求。我們將支付美國仲

裁協會(AAA)和優良企業局(BBB)向你收取仲裁該
些爭議的任何申請費。如果進行仲裁，我們也將支

付隨後產生的行政與仲裁費用，以及向三位新仲裁

人申請上訴的費用(如果該仲裁符合本協議的可上
訴規定)。
 (5)我們也提供顧客參加免費內部調停計劃的選
擇。此計劃是完全民辦且在爭議解決程序上絲毫

不影響任一方的權利。在本公司志願性的調停計劃

中，將指派一位不直接介入此爭議的員工來幫助雙

方達成協議。此人具有調停人的一切權利和所受保

護，且過程受到與調停相關的所有保障。比如，調

停過程中所說的一切都不能為日後仲裁或訴訟所

用。更多詳情請至VERIZONWIRELESS.COM^
網

站或致電我們的客戶服務代表。若你欲展開調停，

請上網VERIZONWIRELESS.COM^
或致電客戶服

務索取爭議通知書表格填寫，並依表格上指示將其

郵寄、傳真或發送電郵給我們。

 (6)在仲裁開始前的任何時候，我們沒有義務但可
能向你提出書面的和解協定。任何和解協定的金

額或費用可能會到仲裁人對索賠做出判定後才公

佈於仲裁。如果你不接受該協定，而且你仲裁勝訴

所獲得的賠償金高於我們和解提議的金額但少於

$5,000，或是我們沒有向你提出協定而你仲裁勝
訴所獲得的賠償金少於$5,000，那麼我們同意支
付你$5,000，而非仲裁人所裁決的金額。在這種情
況下，我們並同意支付你所有合理的律師費和相關

費用，無論法律是否判決你有權獲得律師費。如果

仲裁人判定的金額高於$5,000，那麼我們將按裁
決支付。

 (7)一項仲裁的裁決和任何確認該裁決的法庭判決
只適用於該案例，除執行該裁決之外，對其他案例

無效。

 (8)如因某種原因，上述附屬條款(3)所列的禁止集
體仲裁無法執行，那麼同意接受仲裁的協議將不

適用。

 (9)此外，如因某種原因，索賠訴訟在法庭而非通過
仲裁解決，你與VERIZON WIRELESS皆同意不經
陪審團審判。你與VERIZON WIRELESS無條件放
棄在任何由此協議引發或相關的法律行動、訴訟或

是反訴中，所有經陪審團審判的權利。在起訴情況

下，此章節將在法庭審判中提出，以示書面同意。

關於本協議

假如我們在某一情形下未執行本協議所列權利，不代表

我們不會或不能在其他情形下執行該些權利。未經我們

允許，你不能將本協議或受本協議之下的任何權利或責

任轉讓給他人。然而，我們可在未通知你的情況下，將

本協議或你所欠本公司的所有債務加以轉讓。請注意，

如果你是後付款計劃顧客，我們送給你的許多通知將

以訊息形式出現在你每月的帳單上。假如你使用網上帳

單，那麼當網上帳單已送出供你查看時，該些通知即被

視作已被你接收。假如你收到紙張形式的帳單，在我們

郵寄帳單給你的三天後，我們即視為通知已送達。如果

我們寄送其他通知至你的手機，或是你提供給我們的

電子郵件或傳真號碼，或是我們將通知寄送至你的帳單

寄送地址的三天之後，我們即視為通知已即時送達。 
如你需要發送通知給我們，請寄至最新帳單上的用戶服

務地址。

 假如你是預付計劃顧客，當我們寄送通知給你，假如
係透過我們的無線電話或你提供的任何電郵或傳真號

碼寄送通知，或者我們以服務通話前告知形式公布，

或假如我們將通知寄至你在我們檔案中的最新地址

的三天後，你將被認為已立即收到些該通知。假如你

需要寄通知給我們，請寄至verizonwireless.com/
contactus^

所列出的預付計劃客服（Customer 
Service Prepaid）地址。
 如果本協議的任何部份，包括仲裁過程(除了上述糾紛
解決之道部分的第8點中所闡明之集體仲裁禁制)的任
何部份被判決無效，該部份可從本協議中被刪除。

 本協議及涉及的相關文件構成雙方在這些主題上達
成的全部協議。你不能依賴於任何其他文件，或是依

賴任何銷售或服務代表的言論，且你對服務或本協

議沒有其他權利。除了與本公司的母公司、分公司、

附屬機構、代理商、被接管公司和接管公司之外，本

協議不以任何第三方的利益為基礎。除了雙方經此

協議達成的協議，本協議及其所涉及的糾紛以你接受

本協議時管轄你無線電話區域號碼所屬之聯邦法為

準，並且不考慮該州法律規定之間的相互衝突之處。

重要資訊

 本手冊中描述的服務視情況將依據下列相關條款和條件：
  · 要求信用審核。

  · 帳單、遞送及最終用戶的地址必須在Verizon Wireless經許可並提
供服務的地區內。

  · 欲阻擋特定內容或服務的擷取，請電洽客戶服務部或上網

verizonwireless.com/myverizon^
，你可以阻擋你帳戶上的

使用者使用或購買Games遊戲、Media Center媒體中心、Mobile 
Web行動網路和其他供應商的應用程式與服務。

  · 撥出電話時，對方手機可能會顯示你的姓名和電話號碼。若想避免你

的電話號碼出現在對方的「來電顯示」，可在撥打電話前先撥*67，或
在某些地區則訂購單一線路來電顯示阻擋服務(撥*82即可取消 
阻擋)。某些號碼不適用阻擋來電顯示服務，例如免付費號碼。

  · 當你使用你的手機設定或聽取語音留言時，你的帳戶將依一般通話

費率收費，就如同你撥打一般電話。 
█MORE EVERYTHING全面升值700分鐘計劃、65 PLUS長青
計劃和加拿大及墨西哥計劃

限量網內互打暨限量晚間與週末分鐘數： 你的計劃是否同時具有限量
網內互打和限量晚間與週末分鐘數?假使如此，當你在晚間與週末時
段進行網內互打時，你的分鐘數使用順序如下：1) 網內互打分鐘數，2) 
晚間與週末分鐘數，3) 任意時段分鐘數。
Family SharePlans家庭分享計劃──最低線路數目要求：Family 
SharePlan家庭分享計劃須在任何時候至少開通兩條線路。為符合家

庭成員原則，所有線路均使用該帳戶的配額分鐘數。

 █ VERIZON WIRELESS預付計劃
未使用的任何時段分鐘數將於你預付月計劃更新日作廢。假如你在月

計劃更新日前用完了額度，每分鐘與每MB超額費率將適用。
分鐘數餘額使用期限與如何沿用： 帳戶儲值後，你會收到一個使用有
效日期。在有效日期當天凌晨12:01，帳戶內的分鐘數餘額將失效。你
只需在使用有效日期前重新儲值，便可避免損失尚未使用的分鐘數。

入網費(Access Fee)、收費基礎與計劃變更：在你撥打或接收電話的
當天，以晚間11:59為準，我們將向你收取當日入網費並自你的帳戶中
扣除這筆費用。月費則在每月的同一日期收取並扣除。

你的通話費是根據使用的發射站以及承接收、發話的電話交換局的當

日時間為準，因此與手機所顯示的通話時間可能有所不同。

在每30天的週期內，你只能更改計劃4次。
一經啟動，帳戶餘額將根據首次付款金額適用期限或在60天後過
期失效，以時間較長者為準。包括國內長途電話。帳戶付款時限：

$15–$2999為30天，$30–$7499為90天，$75–$9999為180天，$100或
以上為365天。
暫停服務： 假如你的帳戶餘額不足支付Daily Access 當日入網費，你
將無法撥打或接聽電話。很遺憾的，當你的帳戶餘額為$0或是超過使
用期限，我們必須暫停你的通話服務。

 假如你未使用Re�ll Card 儲值卡開通服務，且60天內未撥打任何電
話，你將損失帳戶內所有儲值金。

 有效日期過後，你的手機號碼將被停用。若欲重新開通服務，Verizon 
Wireless可能收取最高達$35的帳號設定費。
餘額上限： 帳戶儲金餘額不得超過$1,000。
餘額轉移： 若你欲將預付計劃改為後付款計劃，你帳戶內的所有餘額
將轉進你的後付款計劃帳戶。我們無法對你當初儲值時已付的商品交

易稅做差額調整，因此你可能須支付兩次稅金。

短訊組合/短訊：當你增訂文字短訊組合，系統將在每個月的同一天自
動續訂並向你收費。若續訂時你的帳戶金額不足，短訊服務將根據原

計劃的費率計算。帳戶內金額一旦補足，系統即更新你的訂購與費用，

並指定新的續訂日期。

  · 假如你停止訂購短訊組合，你仍可在到期日前使用此服務。

  · 假如你在到期日前重新訂購此服務，該組合將繼續並採用原始到期日。

  · 假如你在到期日後重新訂購此服務，服務將重新設定並依新日期收費。

國際服務： 地點和費率改變不另通知。
國際語音通話： 適用計劃配額外每分鐘費率或額度外每分鐘費率適
用，並有下列收費：致電波多黎各，無額外收費；致電墨西哥室內電話

號碼每分鐘10¢；墨西哥、加拿大、關島、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美屬維
京群島的手機號碼，每分鐘29¢。致電其他可通話地區每分鐘$149。

國際文字短訊： 依據你的計劃，發送短訊(每人)每則25¢，接收短訊最
低每則1¢

。若使用者擁有無限量計劃，則接收SMS短訊已包含。
國際多媒體短訊： 在加盟通訊服務供應商的網絡內，發送短訊每人每
則50¢，接收短訊每則25¢。

國際漫遊： 國際漫遊期間的通話費率每分鐘89¢，適用於加拿大、
波多黎各以及美屬維京群島。在墨西哥每分鐘99¢，在安圭拉、安
提瓜、巴巴多斯、百慕達、開曼群島、牙買加、合聖、聖基茨和尼維

斯每分鐘$199。國際漫遊期間，發送短訊(每人)每則收費50¢，接收
為每則5¢。更多詳情與適用範圍，請上網verizonwireless.com/
prepaidglobal^

 漫遊時，多媒體短訊以及數據服務與功能無法使用。國際漫遊覆蓋地
區只適用參與的網絡，且無法保證其可用性。撥打電話與傳送短訊至

某些地區，可能並非時時都能送達。國際服務詳情與最新適用地區與

費率，請上網verizonwireless.com/prepaidglobal^

 不適用的服務：並非所有適用於後付款服務的功能與服務皆適用
Verizon Wireless預付計劃。欲知預付服務提供的功能和服務，請參
見第10頁與上網verizonwireless.com/prepaidglobal^。在某些
情況下，不適用的功能與服務或可使用，但費用將消耗帳戶餘額。

█數據服務

Verizon Wireless向你收取使用我們網絡收發所有數據和內容的費用
(包括與收發內容相關之任何網絡費用和/或Internet Protocol網際
網路通訊協定費用)，以及將網域名稱轉換為IP位址的解析費用。經由
虛擬專用網絡(VPN)收發數據會造成在你將被收取的費用上產生額外
虛擬專用網絡費用。請注意某些應用程式和工具集在使用者未有任何

動作下，會定期於幕後收發數據，且你將因此類數據使用被收費。應

用程式或會在你未按下或點選Send或連結鍵時，自動再啟動數據使
用。數據連結將在活動的24小時後自動終止。數據連結在無數據傳送
時處於閒置狀態。數據連結可能在數據積極傳送時看似閒置，或在其

實是庫存頁面且並未傳送時看似運行中。若你僅購買Data–Only 
僅供數據計劃，並使用語音服務，美國境內語音通話將依25¢/分鐘的
費率收費。

我們的網絡採用最佳化及轉碼技術，以更有效率的方式來傳送數據檔

案，好讓可用的網絡容量能造福最多用戶。這些技術包括替設備預先

留取較少數據、使用較少容量，以及更適當的設定視頻大小。此最佳

化程序對內容與提供之網站是不可知論的。我們費心避免在壓縮過程

中改變文字、圖案和視頻檔案，或使檔案在過程中變得難以辨識；而

此最佳化程序可使你設備上所呈現的檔案得到最小衝擊。欲知更多技

術的詳盡說明，請上網verizonwireless.com/ 
vzwoptimization^

Verizon Wireless致力於讓上千萬顧客使用我們資源分享的網絡時有
最棒的經驗。為幫助達成此目的，若你使用驚人的數據用量並成為前

5%的Verizon Wireless數據使用者時，我們或會定期在你當期或下
期的帳單周期上降低你的數據處理速度，以確保其它使用者在尖峰需

求的區域和時段能享有高品質網絡性能。Verizon Wireless網絡的積
極管理是為了確保其餘95%的數據用戶不會因為少數用戶過度消耗
數據，而受到負面影響。

你可使用行動熱點、任何其他Wi-Fi熱點，或是以你的智能手機或基本 
手機作為Wi-Fi熱點的網路服務，連結至你的電腦或平板電腦。 
若你購有無限量數據配額的數據計劃或組合，每月須支付額外費用以

享用此服務。

 數據轉換量會依應用程式而有所不同。假如你下載音頻或視頻檔案，
檔案可以分段下載或整個下載; 無論你是否聆聽或觀看下載內容，數
據收費將適用於已下載的部分。上網進入My Verizon或聯絡客戶服務
部，便可獲知和監控特定帳單週期內你所使用的數據量，包括退貨期

限內所使用的數據量。

█數據服務﹕預付平板電腦計劃

  預付行動寬頻平板電腦計劃每月依原始購買日作自動更新(若購買日
期在29至31日，則更新日為下一個月1日)，顧客的信用卡也將相應
付費。除非購買新的數據計劃，否則在更新日前即用完所有數據配額

時，服務在計劃自動更新前將無法使用。若購買新的數據計劃，自動

更新日期將依新的購買日期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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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服務﹕允許的用途

你可使用我們的數據服務和功能連接網路路從事下列活動：(i)網路路
瀏覽；(ii)電子郵件；(iii)內部網路(包括連接到公司內部網路、電子郵
件和由公司提供的個別應用程式)；(iv)上傳、下載和串流播放音頻、視
頻和遊戲；以及(v)網路電話(VoIP)。

 █數據服務﹕禁止的用途

 你不可使用本公司的數據服務和功能於非法目的、意圖侵犯他人知
識產權、或干擾其他用戶的服務；不可違反商務部、財政部或其他美

國政府機構發布的經貿制裁與禁令規定；不可干擾網絡在用戶之間

公平分配使用量的能力；或降低其他用戶的服務品質。禁止使用的例

子包括：(i)伺服器設備或用於電腦程式的主機，向多個伺服器和接收
者傳播資訊，啟動自動程式(bots)或類似的指令序列(見以下(ii)的
詳述)﹔或以其他方式降低網絡承載量或功能；(ii)自動回覆(auto-
responders)、取消自動程式(cancel-bots)等型態的自動或人工
指令序列，產生網路流量干擾其他使用者的網路及電子郵件使用；

(iii)發送垃圾郵件(spam)、未經收件人許可的商業郵件或大批量郵
件(或從事協助發送此類郵件的活動)；(iv)從事對其他用戶或系統使
用Verizon Wireless無線服務或其他網路資源能力造成不良影響
的活動，包括製造和傳播病毒、惡意軟體或進行拒絕服務(denial of 
service)攻擊；(v)未經許可獲取或企圖獲取他人的資訊、帳戶和設
備，滲入或企圖滲入Verizon Wireless或其他實體的網絡或系統；或
者(vi)在電腦連接應該閒置的狀態下，運行軟體或其他裝置使電腦不
斷保持網路連接或設置繼續連接(keep alive)功能，除非此類用途符
合Verizon Wireless的相關要求，但要求時有變化。
 我們進一步保留採取措施保護我們的網絡和其他用戶免受侵害、或使
用量受限、或功能受損的權利。這些措施也許會影響對你的服務，但

對於我們認為在使用數據計劃或功能時，對我們的網絡造成不良影響

者，我們保留可在不事先通知的情況下拒絕、修改或終止對其服務的

權利。我們也許會對你或其他用戶遵守使用條款和條件的情況進行監

督，但除非法律明文允許或要求，我們不會監督你的通訊內容，(請見 
verizonwireless.com/privacy^)

 █無限量任何時段分鐘數

無限量任意時段分鐘數可用於個人間的直接撥打或接收通話，但不可

用於非個人間連續即時對話的連接。

 █全美網內互打通話 /FRIENDS & FAMILY
 全國網內互打通話及Friends & Family僅適用於10位數直接撥號，
不適用於：(i)無線交換站限制發送來電顯示的客戶；(ii)使用單一發射
站的固定無線設備的客戶；(iii)來電轉接或無人接聽/佔線轉接功能啟
動；(iv)數據用途，包括Push to Talk一鍵通、圖片短訊或視頻短訊；
(v)收聽語音留言的電話；(vi)打往使用任何一種全球服務的Verizon 
Wireless客戶的電話；(vii)在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州地區，當你的
電話漫遊指示器出現閃爍時；以及(viii)號碼沒有顯示或啟用了來電顯
示阻斷的來電。

 █文字和多媒體短訊

有關文字和多媒體短訊的條款與細則，請上網verizonwireless.com/ 
support/terms/products/messaging.html^。請記住，假如你

在按下Send鍵之後取消圖片或視頻短訊，部份內容可能已經送出。你
可使用手機上的「提示模式」(prompt mode)功能來控制多媒體短訊
的接收。

單購數據計劃：文字短訊按標準費率收費。對於無線網卡、

ExpressCard、USB數據機、行動熱點、內建行動寬頻的筆記型電腦設
備及平板電腦，如果你不使用VZAccess Manager管理人軟體(或有 

SMS-功能的連接管理器)，你將無法收到發送給你的文字短訊，但該
些文字短訊都將收費。當你使用行動熱點的時候，你必須連接附含的

USB纜線，以接收文字短訊；假如你透過Wi-Fi連結，任何發送給你的
文字短訊都將收費，但你卻無法收到該些短訊。如應要求，可提供文

字短訊阻斷服務。

加選服務相關條款和條件

 █  MEDIA CENTER媒體中心
 在你將應用程式自帳戶刪除以前，你必須為所有產生的費用負責，即
使你遺失或更換了電話、在你的電話上封鎖媒體中心/Verizon應用程
式或你的帳戶被暫停服務。你同意：(1)除非Verizon Wireless明文允
許轉存至替換的手機，你只在下載了應用程式的電話上使用該應用程

式，即使下載的程式按協議可無限制或長期使用；(2)不能(i)擾亂、冒
犯、威脅、為難、打攪或侵犯任何個人或實體的隱私權；(ii)提供虛假
資訊或偽裝成他人；並且/或者(iii)採取任何侵犯第三方版權、商標、
專利或其他知識產權的行動；(3)遵守你和每一應用程式開發商間的
授權協議。

 █短訊計劃

 短訊計劃服務採用五或六位獨特數字，稱作簡碼(short codes)。這些
服務由第三方提供，我們不對任何經由這些計劃中第三方服務所提供

之內容、資訊或服務負責。有關計劃和選擇加入的要求各有不同。簡

碼的發送和接收可能適用標準短訊收費。

 任何時候需要退出服務時，將CANCEL、END、QUIT、STOP或
UNSUBSCRIBE等語詞發送至相關簡碼。如需進一步資訊，包括第三
方服務商的聯絡詳情，發送HELP一詞至相關簡碼。某些活動可能另有
額外的條款和條件。

 █ VERIZON 4G LTE寬頻路由器與其語音設備(「設備」)和
VERIZON 4G LTE寬頻路由器與其語音設備(「設備」) VERIZON 4G 
LTE寬頻路由器與其語音功能服務(「服務」)
重要911緊急應變資訊：由於設備僅供室內環境操作而設計，故在任
何911緊急通話時，請準備好向公共安全人員提供你的所在位置。當
設備位於鄰近窗戶或其他出口時，崁於設備內的GPS全球定位晶片組
方能發揮最佳功效。

該設備雖具有備用電池，若連接該設備的室內電話仍須外接電源，則

此服務(包含撥接911電話)於停電時將無法使用。備用電池僅支援該
設備之語音功能服務，停電時無法支援數據功能。

Verizon Wireless或其任何相關機構皆無義務為任何服務中斷和/或
無法接洽緊急服務人員而負責，亦無須對緊急應變中心人員之行為或

失職負責。

關於911如何在該設備上運作的額外技術資訊，請參見與你設備同時
收到的PRODUCT SAFETY AND WARRANTY INFORMATION產品 
安全與保證資訊手冊。服務使用與限制：雖然Verizon Wireless 
於verizonwireless.com/coveragelocator^

上的覆蓋地圖為你 
所在區域提供某些可預期的覆蓋標示，但您須自行評估就家用電話 
連結服務的使用而言，你是否能接受你所在區域的實際覆蓋。你的 
整間屋內至少須擁有適度的Verizon Wireless覆蓋率以使用該服務。
設備的語音服務設計是為提供給你與Verizon Wireless設備相同的 
區域覆蓋範圍，但這並不表示4G LTE寬頻路由器與其語音服務品質 
等同於室內電話服務。

不論在任何情況下，切勿將電話線放入黃色的安全插槽中。此舉 
可能破壞設備並被取消保固資格。勿任意移除黃色安全插槽內的 
橡膠插頭，除非你的房屋保安系統供應商告知你這麼做。黃色安全 
插槽是專為RJ31線路使用而設。4G LTE寬頻路由器與其語音可能 

不適用於部份房屋保安系統，請與你的住家保安系統業者確認你家的

保全系統是否適用。若你訂購了4G LTE寬頻路由器的語音服務或 
語音與數據服務，且設備已與無線電話機座連接，則任何適用該功能

的電話分機皆可使用此服務；但只有直接與設備連線的有線電話 
機座可使用此服務。

此服務不適用於傳真機、DVR服務、刷卡機、醫療警示服務或部份 
高速/DSL網路服務。請連絡你的服務廠商以確定此網路服務 
可否單獨提供。勿將設備連接至室內電話的牆壁插孔。設備必須按照

4G LTE寬頻路由器及其語音服務使用手冊上之方式連接至有線或 
無線電話機組。

此服務無法使用於撥打500、700、900、976、0+對方付費、查號 
服務或間接撥號電話(如：1010-XXXX)。

 █ VERIZON FAMILYBASE™設備監控服務

受限於 Verizon Wireless隱私原則(請上網 
http://www22.verizon.com/about/privacy/^

查覽) 。不適用
於使用靜態IP地址、預付、商業或超過10條線路以上的帳號。可能無
法於Verizon Wireless覆蓋範圍外使用。
你有責任為帳戶內的設備進行FamilyBase設備監控服務之實施與維
護，並對各使用者的Verizon Wireless服務權限加以規範及說明。 
FamilyBase設備監控服務一旦開通後，不論你是否已透過My 
Verizon建立任何設定、限定或限制，你都將被收取訂購月費，直到你
取消該服務為止。

FamilyBase設備監控服務不保證精準與正確。所有語音、數據和短
訊用量將依你適用的計劃、功能或組合進行收費。在你完成設定時，

將可查看關於配額約束和限制的特定資訊。在選取設定前，請先詳細

閱讀配額選項和資訊。購買限制不包括使用分鐘數、短訊費用、應用

程式所產生的數據收費，或每月循環的部分服務費與可下載應用程式

的費用。數據限額計算乃根據實際數據用量，但依照你選取的設定，

可能會限制所有數據服務的使用，不論該數據用量是否需要收費。

FamilyBase設備監控服務不限制Wi-Fi網絡的使用。
當你設定了Time Restrictions時間限制，除了My Verizon手機登入、
Data Usage Meter數據用量計算器和Backup Assistant備份助手/
Verizon Cloud雲端外，所有數據服務在限制時段內將無法使用。即
使已達數據限額或時間限制已經開啟，FamilyBase設備監控服務之
管理者應用程式還是可以繼續使用。若iPhone與基本手機管理者的
設備已達數據配額上限，則該手機將無法管理與使用FamilyBase設
備監控服務之管理者網頁。

語音和短訊方面，在限制時間內，只有來自Trusted Contacts可靠聯
絡人的電話、文字、視頻及圖片短訊，方能進行撥送和接收；且語音配

額可能會阻止除了可靠聯絡人外的語音用量。

用戶在撥打或接聽911來電上不受任何限制。假如用戶自手機撥打
911號碼，所有FamilyBase設備監控服務的限制與限定將自動解除，
所有撥打/接聽號碼的限制也都ㄧ併解除，包含阻斷聯絡人。直到帳戶
擁有人重新至My Verizon解除該線的限制。警訊通知將會發送至帳
戶擁有人。

只有電話號碼、短訊短碼、電郵地址、螢幕名稱和國際號碼能被加為

Blocked Contacts阻斷聯絡人。你無法阻斷911或611號碼。當你使用
阻斷聯絡人功能時，你的設備不會收到被阻斷號碼嘗試來電/ 
短訊的通知。

可靠聯絡人可包含你Verizon Wireless帳號內的電話號碼或其他 
電話號碼(包括室內電話和手機)、電郵地址、國際號碼、螢幕名稱和 
短訊簡碼。

FamilyBase設備監控服務設備上鎖功能是獨立於任何其他裝置
之鎖定功能(包括Verizon行動安全套件)，且唯有當FamilyBase 
Companion程式已載入孩子的設備時方能啟用。若帳戶擁有人或帳
戶管理者嘗試要將設備上鎖時，孩童正在使用4G LTE設備進行語音
通話(包含911電話)，則通話將被阻斷且設備將被鎖上。但是，孩童
可再次撥打911電話。若孩子正在使用其他類型的設備進行語音通話
(包含911電話)，則設備將會於該通電話結束後上鎖。其後孩童可再
次撥打911電話；然而再次撥打通911電話後，帳戶擁有人及帳戶管
理者需於24小時後才能再次將設備上鎖，系統將發出通知。當設備上
鎖後，所有其他的通訊將無法進行，包含與可靠聯絡人通訊。任何於

FamilyBase設備監控服務上鎖前所設定的限定或限制，將於設備解
鎖後維持該設定值。

孩童設備上的FamilyBase Companion程式可以停用、移除或經由使
用者以其他方式修改。若孩子的設備設定為僅Wi-Fi模式或飛航模式，
該設備將無法上鎖功，且設備需長達24小時才能偵測到改變並與帳號
擁有人及/或帳號管理者互通。於此期間，帳號擁有人及/或帳號管理
者可能會持續在My Verizon網路和/或FamilyBase設備監控服務管
理程式看到“已上鎖”的縮圖。FamilyBase Companion程式所耗費
的數據，將不會對你的帳戶收費。

FamilyBase設備監控服務無法監控孩童所有的對外連絡，包含：連
絡資料未與孩童的電話簿同步的社群網絡聯絡人、從OTT影音服務程
式撥打的電話、由OTT影音服務程式傳送/接收的訊息及幕後程式；但
是，若你已為孩子的設備設定數據使用限制，則本段落中所描述的所

有數據使用說明限制則不適用。

當帳號擁有人及/或帳號管理者透過開啟FamilyBase Companion程
式監管設備的數據用量，他將無法透過該設備使用、查看或儲存語音

通話內容、數據使用或傳送/接收訊息，但可以監控訊息及電話之發送
方與收件方。若帳號擁有人及/或帳號管理者設備的數據限制達上限
時， 則帳號擁有人及/或帳號管理者無法透過自己的設備查看被監管
設備的最新使用資訊，僅能登錄My Verizon查看。

 █來電顯示

部分Verizon Wireless服務允許顧客決定其於接收通話者電話上所
顯示的名稱、手機號碼和其他個人資訊(「來電顯示」)。使用此類服務
時，Verizon Wireless並不會事先審查你所遞交的來電顯示資訊。欲
使用此類服務，你必須向Verizon Wireless提出保證，所提供之資訊
屬實，無意冒犯、假扮或誤導他人，且不侵犯或妨礙他人的權利，或違

反和隱私、智慧財產等其他相關的法律、條例或規定。

顧客或可下載由無合作關係之第三方供應商所提供的軟體應用程

式，向接收通話者顯示或提供「具玩笑意味」的來電顯示。Verizon 
Wireless不會事先審查你可能下載的第三方應用程式。然而，在訂閱
或使用此類服務前，你應檢閱任何適用的第三方之條例與規範。

Verizon Wireless有權依其判斷而拒絕批准或移除任何來電顯示資
訊，以及調查誤用、濫用或其他違規的通報。此等違規可能導致你的

服務遭限制、中止或停用。在意圖詐騙、蓄意傷害或不正當獲利的情況

下，向Verizon Wireless或第三方供應商提供具誤導性或不正確的資
訊，或濫用你的無線設備，你可能受到民事或行事責罰。

 █家用電話連結轉接器設備(「設備」)與家用電話連結服務(「服務」)
重要911緊急應變資訊：由於設備僅供室內環境操作而設計，故在任
何911緊急通話時，請準備好向公共安全人員提供你的場所內所在位
置。當設備位於鄰近窗戶或其他出口時，崁於設備內的GPS全球定位
晶片組方能發揮最佳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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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設備雖具有備用電池，連接該設備的室內電話仍須外接電源方可 
操作，服務(包含撥接911電話)於停電時將無法使用。
Verizon Wireless或其任何子機構皆無義務為任何服務中斷和/或無法
接洽緊急服務人員而負責，亦無須對緊急應變中心人員之行為或失職負

責。關於911如何在該設備上運作的額外技術資訊，請參見與你設備同
時收到的PRODUCT SAFETY AND WARRANTY INFORMATION 產品安
全與保證資訊手冊。

服務使用與限制：雖然Verizon Wireless於verizonwireless.com/
coveragelocator^

上的覆蓋地圖為你所在區域提供某些可預期的覆

蓋標示，但您須自行評估就家用電話連結服務的使用而言，你是否能

接受你所在區域的實際覆蓋。你的整間屋內至少須擁有適度的Verizon 
Wireless覆蓋率以使用該服務。
家用電話連結轉接器或會不相容於某些房屋保安系統。請聯繫您的 
房屋保安系統供應商以確認您房屋保安系統的相容條件。

若家用電話連結的轉接器是與無線電話底座連接，則所有與該底座相

容的加裝電話皆可使用該服務；但只有直接連接至家用電話連結轉接

器的有線電話方可使用該服務。

家用電話連結服務僅為無線語音服務。使用於手持無線手機或其他無

線設備的一般數據服務不適用於家用電話連結服務。家用電話連結服

務亦不支援接收或傳送傳真，或是撥接與DSL網路服務。
該服務無法使用於撥打500、700、900、976、0+對方付費、電話查號
服務或間接撥號長途電話(如：1010-XXXX)。

 █ HOMEFUSION住宅寬頻服務
我們會試圖為你在銷售時所提供的地址安裝你的服務。若你非房屋所有

人，或你對此住宅的使用受限於住家協會或其他限制，你須負責取得所

有第三方的同意；且你藉由訂購此服務，確認你有權准許在此地址安裝

該系統。若4G LTE覆蓋不適用於此地址，或我們因任何理由而無法執行
安裝，則所有費用將退還給你，且沒有提前終止費。

即使接受了你的訂購，Verizon Wireless也不保證或擔保可於你所在
的地點供應該服務，或可按照指定時間供應服務。一旦啟用該服務，

Verizon Wireless將不負責移除你的服務或任何設備。 並且，Verizon 
Wireless不負責維護或修理任何與該服務相關所提供的設備或軟體，
包括HomeFusion寬頻天線或HomeFusion寬頻路由器，或是任何其他
你所選擇與該服務相關而使用的設備。

安裝後，你不應將HomeFusion寬頻天線搬移至你地址的其他地點或位
置。你不應將系統或服務移動至另一地址。若你將搬家至服務適用的新

住處，且你希望能繼續使用該服務，你或可要求Verizon Wireless 在你
的新住處安裝系統，但須支付設備費用與延長合約。一旦服務在你的新

住處開通後，你的合約期限將延長至新的合約時間，Verizon Wireless
會取消與你原本服務相關的提前終止費。

Verizon Wireless可能會經由附屬機構或其他電郵服務供應商為你提
供電郵服務。你必須同意該服務供應商的服務條款，以使用電郵服務。

若你的服務因任何理由而終止，你的電郵服務也將被終止。儲存在你帳

號中的所有資料、檔案和其他資訊(包括電子郵件、通訊錄和網路儲存內
容)，都將在沒有事前通知的情況下遭刪除。

 █遊戲

遊戲應用程式平台適用於特定Android設備，並提供擷取第三方的遊戲
應用程式。部分遊戲應用程式可免費下載；其餘的需單次付費或重新付

費。某些遊戲應用程式亦能讓使用者於應用程式上進行購買。所有費用

將計入你的Verizon Wireless帳單中。你可以上網verizonwireless.
com/myverizon或致電客戶服務部，阻擋購買遊戲應用程式。

 █內容過濾

系統預設是過濾器關閉(Filter O�)。目前，內容過濾器服務可以過
濾多數無線設備可登入的網站，以及透過媒體中心可獲得的內容。其

他來源的內容，目前暫無過濾服務。另有其他限制。額外詳情請上網

verizonwireless.com/content�lters^
或致電 

1. 800. 922. 0204。 
 █ VZ NAVIGATOR 導航

請勿在駕駛時輸入或更改信息。交通功能僅在特定地區的主要路段適

用。不保證信息的準確性和完整性。

 █ PUSH TO TALK一鍵通對講功能
 Push to Talk一鍵通對講功能只能在訂購Verizon Wireless的「一鍵
通對講」用戶間通話。月費為$3499或更高的計劃可增添此功能(或作
為Family SharePlan的線路)。
最佳效果： 為使「一鍵通對講」功能達到最佳效果，所有使用「一鍵通
對講」的通話者都必須具備支援EV-DO Rev.A功能的電話設備來接收
EV-DO服務。「一鍵通對講」的通話在按End後結束或在活動靜止之
後的十秒自動終止。

一般使用： 進行「一鍵通對講」通話時，語音來電將直接進入語音留
言。當你在進行語音通話時，無法接收以「一鍵通對講」撥打的電話。

你無法阻止他人將你的手機電話號碼加入其「一鍵通對講」通訊錄。

 在「一鍵通對講」通話期間，每次只有一人可以講話。
 當使用你的電話鍵盤撥打「一鍵通對講」電話時，你必須輸入收話方
的10位數電話號碼。
 可能無法提供「一鍵通對講」通訊錄上所有用戶的狀態資訊。狀態資
訊的正確性可能受到「一鍵通對講」用戶的網絡註冊狀態的影響。

不可將「一鍵通對講」用於任何將你的電話與電腦或其他設備連接的

應用程式。

 █ VERIZON ROADSIDE ASSISTANCE道路援助
 Verizon道路援助服務提供給合法註冊的輕型客車(例如轎車、雙人轎
車、摩托車、敞篷車、SUV休旅車和輕型卡車等)。範圍不包括在車輛
上用於任何商業目的或廣告聲明的服務。每條登記線路一年只能撥打

四次路援助求助電話。

道路救援服務由Signature Motor Club, Inc.(在加州稱作Signature 
Motor Club of California, Inc.)提供，隸屬於 Allstate Enterprises, 
LLC，是一個與Verizon簽約、為Verizon Wireless客戶提供道路援助
服務的獨立公司。在加入道路援助服務的兩天之後，你便能享有此項

服務。

 █國際資格 (INTERNATIONAL ELIGIBILITY)
國際資格需要最低要求的付款歷史以及信用批准;可能還需要協議條
款與訂金。無法滿足以上條件可能導致在未通知的情況下，被暫停國

際資格。你可隨時致電客服人員要求解除國際資格。你必須為任何

未授權使用你的SIM卡的行為負責，且將妥善保存安全碼。服務終止
時，請銷毀你的SIM卡。更多詳情，請參看verizonwireless.com/
global^

 █國際長途計劃

 你的帳戶須具有國際資格(International Eligibility)功能，才能撥
打國際電話至大部分國家，但你可在沒有國際資格的情況下打電話

至某些北美地區，當致電某些國家時，可能會有額外收費，詳情請見

verizonwireless.com/global^

 █國際漫遊

在有些服務提供的地方，諸如特級文字短訊、接線員服務、娛樂熱線

和第三方服務電話會收取費用(並收取適用電話費)，並將按漫遊費率
收費。來訊等待顯示服務不適用於不提供文字短訊服務的地區。當使

用Global Phone全球通用手機服務，或假如你訂購美加計劃或美墨
計劃且你在兩國邊界附近漫遊時，通話可能由鄰近國家的發射站承

載，並按當地費率收費。

假如三個連續帳單週期你在Verizon Wireless全美費率和覆蓋範圍
內的使用量不到一半，Verizon Wireless將基於正當理由，終止對你
的服務。

 █遊輪服務

 打算搭遊輪度假嗎? 遊輪漫遊費率僅適用於遊輪航線和 
船隻行駛於國際水域時撥打和接聽的電話。費率詳情請見 
verizonwireless.com/global^

 █計劃與功能折扣

 對於具資格的商家，Verizon Wireless針對其適用計劃與功能提供 
折扣以及專屬企業的計劃與設備價格。即使你不是商業帳戶顧客， 
你或許也能享有月費折扣，視你公司與關聯機構而定。除非另有註明，

加入須使用費或月費$3499或更高的計劃或是價格$2499或更高的數據

計劃皆符合折扣資格。除非是商業帳戶顧客，預付計劃、線路 
層級使用費和單購數據計劃不具折扣資格。供基本手機使用之 
MORE Everything全面升值計劃的帳戶月費包含一個帳戶和一條線
路的月費，全美分享計劃帳戶月費包含一個帳戶及兩條線路的月費：

每條線路月費等同於每條額外線路收費。關於你可能符合折扣資格的

更多資訊，請與Verizon Wireless銷售代表或你所屬機構的電信主管
洽詢。關於商業帳戶計劃，請洽Verizon Wireless 企業專員或 
致電1. 800. 899. 4249。

帳戶管理人

分享使用你的帳戶

 增加一個帳戶管理人，即是讓另一人取得你帳戶的資訊並經授權管理
你的帳戶。帳戶管理人可以執行你的帳戶上所有的一切交易，但以下

事項除外：

  · 改變帳戶密碼

  · 增加/改變帳戶管理人

無線安全及援助

關於無線電頻率發射和安全駕駛的重要資訊

 你可以在我們的專門店、你電子設備包裝盒內的「重要客戶資訊」手
冊和我們網站上找到有關無線電頻率發射和責任駕駛的重要及有用資

訊。請至verizonwireless.com^
，然後點擊主頁底部的網頁連結。

地點資訊

 你的無線電話設備可以測定它(和你)的具體地理位置(「地點資訊」)，
且能連結地點資訊與其他資料。此外，某些軟體、服務與程式能夠擷

取、收集、儲存和使用地點資訊，並把此資訊透露給其他人。請慎思是

否把地點資訊透露給他人。同意透露地點資訊前，你應該仔細審閱第

三方的隱私權政策。欲限制擅自擷取你地點資訊的可能性，Verizon 
Wireless提供不同的方法與設定來管理地點資料的擷取。若啟動地
點設定，你允許第三方透過你下載安裝在無線設備上的軟體、工具集

(widget)和外圍零件，或透過上網、短訊功能或其他方法掌握你的地
點資訊且你授權Verizon Wireless收集、使用和透露你的地點資訊，
以便適當地為你提供由你授權的地點定位服務。 

免費電話和緊急情況服務

 打給800、855、866、877和888的電話均為免費電話，但是我們 
會將此計入你的通話時間。例外情況包括打給Verizon Wireless 
客戶服務部與技術支持部門(在手機上按*611 Send  )以及 
緊急電話(911)，兩者均為免費電話，且不計通話時間。911緊急 
協助：911 Send (使用你的手機撥打，免計話費和通話時間)。 
你的計劃包括撥打*611或911。
欺詐行為防範

 Verizon Wireless希望保護你的隱私並且努力防止未經許可的電話
使用或欺詐。無線電話號碼和通話能夠被人以專門的設備竊聽。本公

司使用反欺詐技術，使欺詐性電話非常難以實現，特別是數位通話。

當你在我們網絡範圍之外的地區漫遊時，撥打電話之前，可能仍然需

要輸入PIN。如果你在加入服務時沒有收到PIN，你有需要時請致電客
戶服務部。 
聯邦通訊委員會(FCC)規則和條例
 聯邦通訊委員會要求無線電話按照聯邦通訊委員會的規則和條例使用
並受到執照持有者的監督。

聯邦通訊委員會無線緊急警示傳送(商業行動警示服務)之相關通知
Verizon Wireless獲選於其部分服務範圍內，依其服務協議中的條款
與細則規定，為適用的設備提供無線緊急警示。此類無線緊急警示無

須附加收費。無線緊急警示可能不適用於所有設備或全部服務範圍，

或當客戶位於Verizon Wireless的服務範圍之外時亦可能無法使用。
欲知此服務的適用地區和具無線緊急警示功能的設備之詳情，請洽詢

銷售代表或上網verizonwireless.com/govalerts^

押金

 在你開通無線服務時，你也許已被要求繳納押金。當使用服務期滿一
年並從未間斷，或中止協議時，你有資格取回你的押金。我們將在一年

以後自動退還你的押金，包括利息，條件是你的帳戶一直保持「良好記

錄」(意即你在過去一年中持續按時付帳)。退款也許需要三個帳單週
期來處理。如果在第一年期間的任何時候你因欠款而導致服務中斷，

你將喪失在此期間所累積的利息。如果你終止服務，但未支付最後一

月的帳單，我們會將你的押金用於償還帳戶的欠款，並將餘額退還給

你。如果你在最初的14天退換貨期內終止服務，但是在最低協議期限
期滿之前終止，提前終止費和其他未支付款項都將在支票寄出之前自

你的押金中扣除。

非由VERIZON WIRELESS所購得的4G LTE設備
 你可開通經由Verizon Wireless認可，能與我們4G LTE 網絡相容之
任何4G LTE設備，包括不是直接從Verizon Wireless所購得的設備。
若你的設備不是購自Verizon Wireless，請注意得以使用於Verizon 
Wireless網絡的設備認證，並不代表Verizon Wireless對該產品所
提供的功能、通話品質或其他功能做出認定。該產品功能、性能、價

格和服務協議的表述，由該設備供應商全權負責。Verizon Wireless
不在任何情況下保證該認證設備(a)將在網絡上運作或運作無誤(包括
漫遊時使用任何其他業者之網絡或其他情況)，或在適用之Verizon 
Wireless品牌產品及服務上操作；(b)無須定期更新或調整即可運作；
(c)將可無限期在網絡上運作；(d)因政府條例、系統功能、覆蓋範圍
限制、無線信號干涉或其他變異，而不受服務中斷或干擾；或(e)不會
因網絡相關調整、升級或類似活動而受到不利影響。並且，你應向你

所購買設備的設備供應商，聯繫關於其操作及功能的問題。Verizon 
Wireless顧客代表或許無法解決在非購自Verizon Wireless的設備
上所發生的操作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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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適於康乃狄格州(Connecticut)的用戶
如果你有關於帳單或服務方面的問題，請撥打客戶服務部電

話1. 800. 922. 0204或用你的無線電話撥*611。
如果我們不能解決你的問題，你可選擇與公用事業控制部門

(DPUC)聯絡：
網址 ： www.state.ct.us/dpuc^

電話 ： 1. 866. 381. 2355
郵寄地址 ：   Connecticut DPUC 

10 Franklin Square 
New Britain, CT 06051

你可試用我們的服務14天
 完整細節請見下列退貨和更換政策的商品退還與服務終止章節。

退貨和更換政策  
(限向Verizon Wireless購買之商品) 
無線設備/配件退貨政策
 你可在購買後14天內，退還或更換你在Verizon Wireless所購得的無
線設備和配件。任何無線設備的退還與更換需支付$35(小筆電或平板
電腦為$70)的重新上架費(夏威夷州除外)。
 本退貨和更換政策不適用購買預付計劃的顧客。若你向其他零售商購
買你的商品，請依據該零售商之退貨/更換政策。 
 我們將會自行判斷是否拒絕你的退貨，或者向零件短缺、我們認為損
壞以及需要維修，或該商品或其軟體與製造商規格有所不同的退回商

品收取費用。如果我們在退貨期內接受你的退貨，我們將退還你的購

買金額，但須收取重新上架費。如果在你退還無線設備的外包裝上沒

有UPC條形碼，退款金額將扣除你購買手機時適用的郵寄回贈部份。
購買商品若以現金或支票、信用卡、禮金卡付款，將各以支票、信用

卡、禮品卡相應方式退款。

 若你是以「買一贈一」或類似優惠方式購得商品，兩件物品必須一併退
還，才能得到退款。更換同樣品牌、型號的商品，只需退還需要更換的

商品。 
 分開購買的軟體，一旦開封，只能在Verizon Wireless通訊專門店更
換完全相同的軟體，不得退貨退款。

 開封過的「AppleCare保護計劃」包裝盒僅可退貨至Apple，請致電
1. 800.APL.CARE(1. 800. 275. 2273)。Apple在購買後30天內提
供全額退款，之後則提供按比例分配退款。你將需要提出你的Verizon 
Wireless「顧客收據」以證明購買日期。
 在退還或更換任何有資料存儲在內的無線設備或配件之前，請將 
所有欲保留的資料先轉存至另一檔案來源。無線設備或配件一旦退

回，你的資料將無法復原。另外，你應該轉存或銷毀任何行動/可攜式
記憶卡或模組(例如：SIM卡或SD卡)，以保護重要資料，如：行動銀行
資料⋯等。  
 由於聯邦通訊委員會(FCC)要求幾乎所有的無線設備都須具備服務商
網絡的GPS功能，因此，Verizon Wireless已不再開通不具備GPS功
能的無線設備。如果你從一個不具備GPS功能的無線設備升級到具備
GPS功能的無線設備，並在退貨期內退還，Verizon Wireless將拒絕
接受沒有配備GPS功能的電話重新使用。然而，在收取重新上架費的
情況下，我們允許你用你新的無線設備更換至另一部能滿足你需求、

具備GPS功能的無線設備。
 企業與政府機構顧客: 退貨和更換政策的條款與條件，包括退貨期在

內，將視個別協議而定。請聯繫你的Verizon Wireless帳戶管理人或
參考你的協議以決定適用的條款與條件。

 退還你的商品不會自動終止你的服務。你或你機構的單一窗口
(SPOC)必須致電客服人員以取消服務。
更換新商品

 你可更換一次商品。將欲更換，退還商品(包括設備、充電器、電池、說
明書與任何其他組件)必須裝入原始的包裝盒內。所有商品必須近似
全新狀態，並須有銷售收據正本。Verizon Wireless可能將向你收取
寄送更換商品的運費。

商品退還和服務終止

 你可以在服務開通後的14天內因任何理由終止服務。若你在開通時是
以促銷價格購得無線設備，你必須在設備退貨期限內將該設備退回，

以免被徵收$175或高階設備需$350的提前終止費。除非你在開通服
務的三天內終止服務，否則，你仍有責任支付開通費。你還將有責任支

付所有相關的使用費、按比例收取的使用費、稅項、附加費或在服務

終止日期之前你帳戶中發生的其他費用。如果你已繳納保證金，保證

金退還手續或需費時30至60天。服務終止日期之前你帳戶中產生的
所有服務費用，將自你的保證金中扣除。

 若你在服務開通的14天後、但在最低期限協議到期日前取消服務，你
有責任支付所有上述費用，包括提前終止費用。

 即使因失誤，如果你在退貨期後退貨，我們將不退款，也無法將退回
的商品送還給你。

 若你是透過Verizon Wireless網上商店或電話購買商品，請按退貨
說明辦理你的退貨。如果你是在Verizon Wireless專門店購買商品，
你可以將商品退還到任何一家Verizon Wireless通訊專門店。欲知
更多詳情，請上網verizonwireless.com/ 
returninstructions^

HOMEFUSION住宅寬頻服務退貨和更換政策
 你可能無法退還HomeFusion寬頻路由器給Verizon Wireless或其
代理商的暢貨中心。若你在開通後取消服務，你將無法獲得任何開通

貨安裝退款，或在安裝時選購其他服務的費用。若你取消你的服務，

亦將無法獲得與此服務相關的任何組合折扣(如適用)。 
 若你搬家並致電1. 800. 922. 0204向我們取消你的服務，或如果 
4G LTE覆蓋於你的新地址無法使用，或基於任何原因我們無法在 
該地址執行安裝，你將被收取任何適用的提前終止費。若你未致電 
1. 800. 922.0204與我們聯絡，你的服務將不會被取消，即使你
退還了HomeFusion寬頻路由器，你仍將繼續被收取服務費用。

設備出現問題?
 如果你無線設備出現問題，你可以用室內電話撥打Verizon Wireless
的免費電話1. 866. 406. 5154。我們將在電話上為你的問題作出診
斷。如果我們無法在電話上解決你的問題，而且問題是在你擁有該設

備的第一年內由於製造瑕疵所造成，我們將寄給你一台經認證、近似

全新(類似產品或質量相近)的更換品。平板電腦部份，我們將於收到
你寄回的故障電腦後(請用我們寄給你的箱子寄回)，再將替代設備寄
給你。經認證、近似全新的更換品將繼續使用原設備剩餘的保修期，

或為期90天的保修期，二者以期限較長者為準。一旦你收到替換的設
備，你必須在5天之內退還故障設備。假如你沒有歸還故障設備，或
是你的設備是遭受疏忽、使用不當、機器進水、軟體變更或不合理磨

損，你將被收取最高可達替換新手機的全額零售價，該售價可能超過

$500。若你的設備已發生損壞，且不在原廠保固範圍內，務必將你收

到的替代設備裝入原包裝後寄回，以避免支付該替代設備之費用。 
若你已加入設備保護計劃，請連絡你的供應商商討損壞設備之 
替代選項。

這些政策不限制也不取替任何現有的廠家保修證書。在某些州，這項

服務計劃可能被視為「保證書」或「服務協議」。在這些州，請參照下

列「延長有限保修計劃或服務協議」資訊。

在全新或經認證的二手無線設備開通後，你有30天的時間加入Total 
Mobile Protection行動全保計劃、Total Equipment Coverage設
備全保計劃、Wireless Phone Protection手機保護計劃或延長保修
計劃。詳情請參照verizonwireless.com/ 
equipmentprotection^ 
延長有限保修計劃或服務協議 
(延長有限保修計劃或服務協議使用者的重要訊息)
I. 服務協議或延長有限保修計劃： 
如同你的手機購買收據上所聲明的一樣，在阿拉巴馬州、加利福尼亞

州、夏威夷州、肯塔基州、伊利諾伊州、內華達州、紐約州、俄克拉何

馬州、俄勒岡州、南卡羅來納州、得克薩斯州、佛蒙特州、華盛頓或懷

俄明州，這份文件相當於服務協議。在其他情況，它則是一份延長有

限保修計劃。

II. 費用： 
在收到保證書或服務合約之前，你將被收取$300的月費。若你已購買

了Total Equipment Coverage設備全保計劃，則平板電腦及iphone
設備月費為$181、其他設備月費為$282。若你購買Total Mobile 
Protection行動全保計劃，則你的月費為$181。這項收費是基於你的

設備保護計劃與/或價格計劃收取的。倘若在協議期內，你更改了你
的價格計劃或保護計劃，收費可能會增加。

III. 協議涵蓋內容：
 A. 延長有限保修計劃的保修範圍： 

1.Verizon Wireless為你的個人無線設備 (以下簡稱「產品」) 在正
常使用與服務下，提供材質以及製造上的損害提供保修。這項保修

僅保護無線設備本身，並不包括配件或電池，以及包含在原包裝內

的其他物品。

       2.Verizon Wireless可選擇在保修計劃內為你免費更換產品，只
要你遵守保修合約條款，將產品退還至 Verizon Wireless無線
通訊專門店或Verizon Wireless指定的其他店址。替換設備可能
是一台全新或翻新或與原來產品價值相等的設備。翻新設備有可

能使用非原廠配件。所有退還Verizon Wireless的產品，將成為
Verizon Wireless的財產。

 B. 服務協議的保修範圍： 
如果你個人擁有的設備(以下稱作「產品」)出現任何材質上與/和
做工的問題(事先存在的)，而且產品均處於正常的使用與服務中，
Verizon Wireless將同意免費更換產品，只要你遵守保修協議條
款將手機退還至Verizon Wireless無線通訊專門店或Verizon 
Wireless指定的其他店址。替換設備可能是一台全新或翻新後的
與原來產品價值相等或近似的設備。非原廠裝配件有可能用在翻

新設備上。所有退還Verizon Wireless的產品，將成為Verizon 
Wireless的財產。這項保修僅保護無線設備本身，並不包括配件或
電池，以及包含在原包裝內的其他物品。

IV. 這份保修計劃或服務協議不包含：
 A.非正常狀態下使用產品造成的失靈與損壞；
 B.因使用不當、事故或疏忽造成的失靈或損壞；

 C. 因不當的測試、使用、維護、安裝、調試或任何調整以及各種改裝造
成的失靈或損壞；

 D.並非由於材料或做工不當直接造成的天線損壞；
 E. 產品經拆解或修理後造成不良後果影響功能；或導致無法進行充足
檢查與測試以確認保修索賠；

 F.被移除商標或序列號不合法的產品；
 G.因食品或液體的飛濺或浸入而造成的失靈與損壞；
 H. 因正常使用造成的所有塑料材質表面或外部元件上的刮痕； 以及/或
 I.正常磨損造成的損壞。
V. 保修計劃或服務協議的有效時限：
 只要你選訂了這項計劃，Verizon Wireless將如同段落III所描述，向
你提供保修或福利，時間將從你開通服務之日算起或者根據你連續

使用開通的Verizon Wireless服務時間段，按較短的時間計算。須在
產品寄給你(產品擁有者)的十五(15)天內開通服務。
VI. 如何依據此協議得到你更新的設備：
為收到替換的設備，你須要連同你的購買帳單或類似的替代性消費 
證據，將產品送至Verizon Wireless無線通訊用品專門店。如果你 
加入了延長保修或設備全保計劃，歡迎致電1. 866. 406. 5154(從
室內電話撥打免費)，我們將在電話上為你進行診斷。同時，你也可以
親自光臨Verizon Wireless專門店尋求診斷，說明你無線設備 
存在的問題。

VII. 你在保修計劃或服務協議下的義務：
 你必須依據正常方法使用產品；產品在修復後，你必須要避免產品受
到進一步的損害；你必須遵照產品使用手冊。

VIII. 終止保修或服務協議的方法與時間：
 A. 依據段落VIII.B，我們可以隨時終止這項保修或服務協議。你可
以隨時終止這項保修或服務協議。無論甚麼原因，你終止了你

Verizon Wireless的無線通訊服務或計劃過期，你將被認定終止了
該保修計劃或服務協議。如果在你收到這項保修計劃或服務協議的

三十(30)天後，你或Verizon Wireless終止了這項保修計劃或服務
協議，你將從這項保修計劃或服務協議的月費中收到按比例計算的

適用退款。

 B. 對喬治亞州的居民而言，這項服務協議唯有因詐欺、錯報或因你拖
欠繳費等狀況，由Verizon Wireless一方終止服務協議。對內華
達州的居民而言，在協議到期之前，只要服務協議已生效超過七十

(70)天，Verizon Wireless不得終止服務協議，除非你：(1)拖欠帳
款；(2)在獲得服務協議後或提出索賠時，有詐欺或錯報行為(3)在
服務協議生效後，即從實質增加服務協議上所提供的服務，從事任

何違反服務協議條例的行為或疏漏。Verizon Wireless對服務協議
的取消將在你收到取消通知的十五(15)天後生效。

 C. 如果在收到保修計劃或服務協議後的三十(30)天內，你希望取消服
務，且你尚未依保修計劃或服務協議提出索賠，只需告知Verizon 
Wireless，我們將退還終止日期前你所支付的款項。

 D. 如果你按照前述段落描述的方法取消服務，在你告知VERIZON 
WIRELESS你希望取消保修計劃或服務協議的三十(30)天之內，
VERIZON WIRELESS必須提供給你全額退款。如果在該段時間
內，VERIZON WIRELESS未退款給你。你有權收到與你所支付費
用的退款，外加你尚未取得的每月退款百分之十(10%)。

IX. 其他條例：
 A. 該保修計劃或服務協議只能由原有訂購者沿用，無法分配或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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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使用量

• 分析你的帳戶

• 查看與支付帳單  

• 更改您的計劃與功能

• 管理你通訊錄的家人與朋友 

• 管理來電轉接紀錄  

• 更改語音信箱密碼

• 終止或重新連接服務

• 新增一個新設備

• 更改你的郵寄地址或電郵

• 設定封鎖服務

• 升級你的設備

請上網verizonwireless.com/
howto^，瀏覽Verizon Video  
Gallery影片庫，了解關於如何善用
你的帳戶、服務和設備。

給隨後的訂購者。這是Verizon Wireless為你的產品提供的 
完整保修計劃或服務協議。除非經Verizon Wireless的工作人員 
簽字批准後提出書面變更，Verizon Wireless沒有義務或責任對 
保修計劃或服務協議進行添加或修改。假如這份文件是保證書， 
Verizon Wireless不保證安裝、維護或設備、配件、電池以及 
其他零件的服務。

B. Verizon Wireless的這份服務協議，不擔保所有與產品有關的附件
設備以及該附件設備的操作。上述所有設備經明確指出不在此服務

協議保修範圍內。不僅如此，所有個人使用的Verizon Wireless設
備，倘若由於使用非Verizon Wireless為其配備的其相關配件而造
成損害，Verizon Wireless概不負責。

C. 倘若產品與非Verizon Wireless配備的配件或設備一同使用，
Verizon Wireless不對該產品組合提供服務也不提供保證，凡產品
在該組合下使用、且產品本身無瑕疵的情況下，Verizon Wireless
也不會承擔保證期或服務索賠。Verizon Wireless特此聲明 
不承擔任何非Verizon Wireless配備的產品附件以及設備造成的 
所有損壞(包括特殊情況，不僅侷限於：電池、充電器、轉換器與 
其他電源設備)。

X. 作為保修計劃時的基本限制規定：
A. 這份保修計劃闡明我們對產品的責任，更換產品，如其所述，是你
專享的保障。這份保修計劃替代所有其他快速保證。所包含的 
保修內容，包括但不受限於，銷售擔保以及其他特殊目的的適用 
程度，受限於有限保修的有效期限。不僅如此，任何保修計劃均 
不對VERIZON WIRELESS提供的覆蓋範圍、可用性與服務級別 
進行擔保。

B. 在任何情況下，VERIZON WIRELESS都不會對以下事故負責： 
以超出產品價格購買產品、丟失產品、丟失分鐘數、不便、商業損

失、利潤或節省減少或其他意外性、特殊性或間接性損壞，或懲罰

性損壞，使用或無法使用此產品衍生的律師費用，均將盡可能的 
依法拒絕。

C. 部份州區不接受意外性或間接性損壞的特例或限制條件、或保修期
限的限制條件，因此上述限制條 例，可能不適用於你。

XI. 作為服務協議時的基本限制規定：
A. 這份服務協議闡明我們對產品的責任；更換產品，如其所述，是你專
享的保障。這份文件不是一份保修計劃。

B. Verizon Wireless履行本服務協議的義務，以Verizon Wireless 
十足的誠信與信用做後盾。

XII. 其他權利：
A. 這份保證或服務協議給你的具體法律權利。各州可能另有額外權利。
B. 在你提出損失證據後的60天內，假如Verizon Wireless未受理你的
申請，喬治亞與肯塔基州的居民可直接向位於15 Mountain View 
Road, Warren, NJ 07059 的Federal Insurance Co.提出申請。倘
若Verizon Wireless沒有履行上述條例，康乃狄克州的居民可直接
向Balboa Insurance Company提出申請, 地址為Suite 200,  
3349 Michelson Drive, Irvine, CA 92612-8893。

C. 康乃狄克州的居民專享的爭議解決計劃：康乃狄克州的居民與
Verizon Wireless在保修範圍內引發的所有糾紛，須循仲裁程序判
定。一份包含糾紛陳述、購買價格、產品維修價格以及保證書影本的

書面投訴，可郵寄至：Consumer A�airs, State of Connecticut, 
Insurance Department, P.O. Box 816, Hartford,  
CT 06142-0816。

 D. 故障產品須退還，否則持有者須支付不可退還的費用，該費用等同
該設備的非促銷價零售價格。須視設備在受理時間內的可獲得性而

定。若同型號產品已不可得，客戶同意接受「近似」設備。

 銷售方： 
(財務與法律兩面均有履行服務義務的實體)
 Verizon Wireless Services, LLC 
 One Verizon Way 
 Basking Ridge, NJ 07920-1097
本中文翻譯由Verizon Wireless為你的方便而提供。英文版本是本協
議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本。Verizon Wireless不為此譯文中的無意失
誤或遺漏負責。
^
網上資訊僅限英語，暫無中文提供。

如同本顧客協議書所述，Verizon Wireless各項計劃、費率與覆蓋
地區、收費、協議條款、執業方式、 程序與政策皆可有所變更。
©2014 Verizon Wireless

第三方服務收費/敬告家長與帳戶所有人：許多服務和

應用程式可藉由無線設備取得，包括購買遊戲、電影、

音樂和其他內容。部分服務是由Verizon Wireless

所提供。其他則是由第三方所提供，並可能會提供透

過你Verizon Wireless帳單或其他付費方式以收

取費用的選項。若你選擇讓他們在你帳戶內收費，任

何因這些服務而產生的費用將顯示在你的Verizon 

Wireless帳單上。在允許包含小孩在內之他人 

以你的帳號使用你的設備時請特別留意。 

你必須為你、任何使用你無線設備或任何以你帳號 

使用設備的人而造成的所有收費負責。 

VERIZON WIRELESS在 

verizonwireless.com/myverizon^上提供免費

封鎖第三方收費服務功能。

隨時隨地，保持動力 ! 
My Verizon行動計劃。
隨時隨地，保持動力
My Verizon

MY VERIZON就是最佳解答
管理你的帳戶和服務

verizonwireless.com/myveri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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