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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循環使用

全球130+地區適用

包括 ： 中國 、 台灣 、 日本 、 澳門 、 新加坡
馬來西亞 、 泰國 、 歐洲 、 美加及澳紐等

只須下載以下流動程式然後選擇地區及使用日數

* 1.詳情請參閱www.airsim.com.hk 2.優惠只適用於指定地區及套餐 3.如有任何更改,一切以網頁為準

www.airsim.com.hk

1. 下載流動程式 AIRSIM ROAM + AIRTALK ROAM

AIRSIM ROAM

3. 購買數據

AIRTALK ROAM

4. 結帳付款

2. 掃描ICCID完成註冊程序
小貼士

AIRSIM 可循環使用，請保留此卡以便下次外遊時使用。
小貼士
出發前請於 AIRSIM
ROAM APP 內查閱是否已有適當的數據套餐。
到達目的地插卡並開啟數據漫遊，便可使用。
APN 接入點設定及網絡商資訊，請參考 APP 內說明。
Smart Tips for using
AIRSIM is reusable. Please keep this card for your next trip.
Please check if your data package is in place in AIRSIM ROAM APP
before travelling.
Upon arrival, insert AIRSIM with Data Roaming switched on, you
can enjoy data service.
Please visit our APP for APN setting and carrier information.

使用前請下載流動程式 AIRSIM ROAM，並購買你的數據套餐。

8923
4185
6864
7299
6547

Please download AIRSIM ROAM APP to purchase your data package before use.
ICCID :

89234185686472996547

到埗後

致電目的地 / 本地電話號碼
及接聽香港來電
等待3分鐘

APN設定
大部分地區不需要

如未能上網，
只須重啟手機

歡迎使用

使用前請先於流動程式 AIRSIM ROAM 內購買數據套餐。

扺達目的地後，請把 AIRSIM 插入手機，並開啟「數據漫遊」功能，AIRSIM
便會自動變身成當地 SIM，過程只需3分鐘。

雙卡手機用戶請將 AIRSIM 插入 SIM 1 卡糟使用，並確定數據服務是使用 AIRSIM。

如果未能上網，你可以先關機再重新開機，並以飛行模式 ON/OFF 一次，讓
AIRSIM 再次搜尋網路。

例子: 致電東京 +81 3 1234567 打出
致電香港 +852 91234567 打出

接聽香港來電

除了24/48小時數據套餐外，數據計算是以香港時間(GMT+8) 00:00:00至
23:59:59為一天。不足一天亦以一天計算。24/48小時數據套餐的有效時間是
由數據服務啟動開始計算連續使用24/48小時。

轉駁 : 按 **21*30599888# 打出
取消 : 按 ##21# 打出

AIRSIM 只適用於手機及平板電腦，但不能在 WiFi 蛋上使用。你可以使用你
的手機或平板電腦進行網路分享。

如配合流動程式 AIRTALK ROAM，你便可於海外致電目的地/本地電話號碼及
接聽香港來電。離港前只須將香港手機號碼轉駁至 30599888。
( 於手機按
2 1 3 0 5 9 9 8 8 8 # 打出 )

** *

日本

請於流動程式 AIRTALK ROAM 內之「撥號器」
輸入國家號碼、區號及電話號碼即可。

在大部分地區使用時 APN 是會自動設置的，只有在部份地區可能需要手動設
定。
已購買的數據服務套餐可以於預定生效日期之前14天至之後的30天內使用。

9

致電目的地及本地電話號碼
（包括固網電話）

請在離港前將你的香港手機號碼
轉駁至 305 99 888

請確認來電是由 AIRTALK 轉接才接聽
只適用於香港手機號碼用戶

通話記錄

通訊錄

數字鍵盤

設定

購買海外數據

你只需於流動程式 AIRSIM ROAM 內選擇前往地區、使用日數及生效日期，便
可即時以信用卡付款，到達目的地時數據套餐便會自動生效。

你可於購買數據套餐時同時於流動程式 AIRSIM ROAM 內選擇合適的 AIRTALK
語音通話套餐。

你亦可選擇以信用卡或購買充值券於流動程式 AIRSIM ROAM 為 AIRSIM 充值。
AIRSIM 帳戶內的結餘可以用來購買數據套餐。
AIRSIM 可以循環使用。每次外遊前，只須於流動程式 AIRSIM ROAM 內購買
數據套餐便可。每次購買數據套餐，AIRSIM的有效限期會自動延長一年。
5

由於大部份海外流動電話網絡商會有公平使用原則，建議客戶關閉手機軟體自
動更新功能及需要高數據流量時使用免費 WiF i。

24/7 客服支援
+852 6990 6000

+852 8300 1001

www.facebook.com/airsimonline

@airsim

AIRSIMROAM

cs@airsim.com.hk

各地網速測試報告

日本

新加坡

韓國

馬來西亞

泰國

印尼

中國

美國

為何選擇

英國

澳門

澳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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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130+ 地區適用

自動配置當地 SIM 卡

即買即用

APP內購買無需排隊

可循環使用

全數退款保證

免費 30 分鐘

AIRSIM ROAM

台灣

AIRTALK ROAM

彈性套餐及使用日數

24/7 客服支援
漫遊通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