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遊上網 SIM 卡用戶指南 

(適用於 2015 年 6 月 28 日或之前購買的 SIM 卡) 

 

 

 基本資料 

適用國家/地區  

(1 卡多個國家/

地區通行)  

亞太地區: 台灣、日本、南韓、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澳洲、紐西蘭  

北美地區: 美國
*
、加拿大  

歐洲地區: 

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奧地利、荷蘭、比利時、希臘、芬蘭、

瑞典、挪威、丹麥、阿爾巴尼亞、亞美尼亞、亞塞拜疆、白俄羅斯、愛爾蘭、摩爾多

瓦、克羅埃西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烏克蘭  

其他地區: 俄羅斯、南非、迦納  

 

*
網絡覆蓋範圍包括美國夏威夷，但不包括關島及阿拉斯加。  

 

有效期  旅遊上網 SIM 卡(下稱「上網 SIM 卡」)不設到期日，唯您必須持有香港寬頻之有效帳戶  

備註  

- 請在香港預先啟動上網 SIM 卡﹐以便於海外(適用國家/地區)即時使用。 

- 上網 SIM 卡於生效後日數不需要連續使用。 

- 不提供網絡共享功能。 

- 上網 SIM 卡只提供流動數據服務，並不提供話音及短訊服務。 

- 上網 SIM 卡適用於 Mini/Micro/Nano SIM 配備之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 

- 數據上/下載速度取決於不同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和海外網絡。一般來說，旅遊上網 SIM 卡提供

3G 的數據上/下載速度。 

購買額外日數

或啟動 SIM 卡  
請登入 traveldata.hkbn.net/tc 了解詳情。 

 

 小貼示 

1. 如何避免誤用數據？ 

 
當不需使用數據時，請選擇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上的「設定」 > 「行動網絡」或「流動網絡」> 關掉「流動數據」

及「數據漫遊」。 

2. 如何避免誤用漫遊數據？ 

 當停止使用上網 SIM 卡或轉換其他 SIM 卡時，請關上數據漫遊模式，以免產生不必要之漫遊費用。 

3. 如果智能手機是鎖定指定網絡供應商的數據卡(即鎖機)，該怎麼辦？ 

 建議您向智能手機供應商查詢。 

4. 如何節省數據用量？ 

 
建議在更換上網 SIM 卡前關閉電郵、應用程式店和其他軟件(Apps)、簡易資訊聚合(RSS)、Podcast 等應用程式的自動

更新功能﹐以免耗用數據用量。 

5. 如何計算數據用量？ 

http://traveldata.hkbn.net/tc


 
 

 

建議於開始使用時﹐重設智能手機的數據記錄，重設後是由 0KB 開始計算，這樣就可於智能手機上參考已使用的數

據量。 

(不同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型號有個別的設定方法，詳情請向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供應商查詢) 

 

 上網 SIM 卡 APN 設定 

建議您每次使用上網 SIM 卡時，重新設定 APN。  

Android iOS 

1. 請關閉電源，插入上網 SIM 卡後再開啟電源 

2. 前往設置> 關閉「Wi-Fi」或「WLAN」 

3. 選擇無線和網路(或更多網絡) > 流動網絡, 開啟「流動

數據」及「數據漫遊」 

4. 接入點名稱(APN)> 新建 APN（有些智能手機需要按畫

面下方的「+」或要點擊智能手機的功能表鍵,「新

建」按鈕才會出現） 

5. 於名稱 (Name) 及 接入點 (APN) 輸入

“openroamer.com” 

6. 在「身份驗證類型」位置選擇「PAP 或 CHAP」 

7. 選取新建立的 APN 及重新啟動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 

8. 重啟後請耐心等候 5 - 15 分鐘，如仍未有訊號及需重新

搜尋，請每隔 15 分鐘才關機和開機，及重覆上述步驟 
 

1. 請關閉電源，插入上網 SIM 卡後再開啟電源 

2. 前往設定 > 關閉 「Wi-Fi」 

3. 選擇行動網絡 > 啟動「行動數據」及「數據漫遊」 

4. 待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成功搜尋到當地網絡 (請耐心

等候 5 - 15 分鐘，如仍未有訊號及需重新搜尋，請每

隔 15 分鐘才關機和開機，及重覆上述步驟) 

5. 開啟(並重新載入)Safari 瀏覽器，待 APN 設定版面出

現，並根據以下指示完成 APN 設定程序點擊 QR 

Code> 按“Install”> 按“Next”> 按“Install”> 完

成 APN 設定 

6. 重新啟動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 

7. 如 Safari 瀏覽器重新顯示 APN 設定版面, 不用理會 
 

 

iOS 7 以下作業系統或 Safari 瀏覽器没有顯示 APN 設定版面 

1. 前往設定> 關閉「Wi-Fi」 

2. 選擇行動網絡 > 啟動「行動數據」及「數據漫遊」 

3. 行動數據網路或 APN 設定: 

APN 及使用者名稱輸入“openroamer.com”> 儲存新建立的 APN  

4. 重新啟動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 

5. 如 Safari 瀏覽器重新顯示 APN 設定版面, 不用理會 

6. 如果您的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沒有提供 APN 設定功能，可重新啟動，開啟 Safari 瀏覽器，手動輸入網址

"http://openroamer.com"並重新載入 

7. 待 APN 設定版面出現，並根據以下指示完成 APN 設定程序 : 點擊 QR Code> 按“Install”> 按“Next”> 按

“Install”> 完成 APN 設定 

 

iOS 作業系統: 更換及使用另一張 SIM 卡 

請根據以下步驟預先移除 openroamer.com APN 

> 前往設定 

> 前往一般 

> 選擇描述檔 



 
 

> 按入“openroamer.com” 

> 選取「移除」 

 

(備註 :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設定上網 SIM 卡方式會視乎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型號而有所不同，某些裝置於首次使用可

能需要較長時間搜尋網絡。) 

 

 

若您的 Android 裝置的作業系統版本是 4.2.1 或以上，少部分裝置需根據以下步驟重新設定旅遊上網 SIM 卡： 

1. 選擇「設定」 > 選擇「更多」 > 選擇「安全性」 > 選擇「設定 SIM 卡鎖定」 

2. 點選「SIM 卡鎖」，輸入 PIN : 12345678，按確定 

3. 重新啟動裝置 

4. 請輸入 PIN: 12345678，按 OK 

5. 重覆以上步驟 1，關閉「SIM 卡鎖」，再次輸入 PIN: 12345678，按確定 

6.  重新啟動裝置以完成設定(某些手機型號需約 10-15 分鐘搜尋網絡) 

 

如需檢視 Android 作業系統版本，請前往「設定」 > 選擇 > 「更多」 > 選擇 > 「關於裝置」 

 

註: 此卡不適用於已鎖機的智能電話。(已鎖定指定網絡，不能使用其他網絡供應商的數據卡，詳情請向您的手機供應商

查詢您的電話是否已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