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限時販售 / 歐洲 SIM 首選 網卡

內容物：

● 總量 40GB / 80GB 上網流量，流量總量到達即斷網 或 無限流量吃到飽
● 支援各種 SIM 卡尺寸 (mini SIM, micro SIM, nano SIM)
● 使用期限為 26 天，不可加值

[產品規格]

- 可分享熱點
- 總量 40GB 可通訊 歐陸 200 分鐘
- 總量 80GB 可通訊 歐陸 400 分鐘
- 無限流量吃到飽，不可通訊
- 從啟用時間點開始計算，每 24 小時為一天，如於 23:59 開通 SIM 卡，則當天即視為使用一天
- 不可查詢剩餘流量，請於開始使用時確認行動數據流量歸零重新計算。欲查看您已使用多少行動數據量，iPhone 請
前往「設定」>「行動數據」，Android 請前往「設定」> 「連接 / SIM 卡與流量管理 / 行動網路」 > 「數據使用量 / 流量管
理」

[適用國家]

(不含土耳其 Turkey、瑞士 Switzerland) 奧地利 Austria , 比利時 Belgium , 保加利亞 Bulgaria , 克羅埃西亞 Croatia ,
賽普勒斯 Cyprus , 捷克 Czech Republic , 丹麥 Denmark ,  愛沙尼亞 Estonia , 芬蘭 Finland , 法國 France ,  德國
Germany , 直布羅陀 Gibraltar , 希臘 Greece , 匈牙利 Hungary , 冰島 Iceland , 義大利 Italy , 愛爾蘭 Ireland , 拉脫
維亞 Latvia , 列支敦士登 Liechtenstein , 立陶宛 Lithuania , 盧森堡 Luxembourg , 馬爾他 Malta , 摩納哥 Monaco,
荷蘭 Netherlands , 北愛爾蘭 Northern Ireland , 挪威 Norway , 波蘭 Poland , 葡萄牙 Portugal , 羅馬尼亞 Romania
, 聖馬利諾 San Marino , 西班牙 Spain , 瑞典 Sweden , 英國 United Kingdom , 威尼斯 Venice

[支援的設備]

- 3G 手機支援頻段有限，故不建議您透過 3G 手機使用
- 請確定您的手機為非鎖卡手機（可自由更換 SIM 卡）及非改裝機
- 不建議使用機型：平板、翻譯機、分享器、美國日本購買之手機、電信商自營品牌手機

[如何使用]

- 當您抵達歐洲（上面名單內能使用此服務的國家），您可以將此 SIM 卡裝入手機中，開啟行動數據及漫遊，等待訊號
連接後即可上網，或者請先試著重複開關機數次，等待大約 5 分鐘，讓手機尋找基地台服務。
- 開機時要輸入的 SIM 卡密碼，請參考 SIM 卡片上的 PIN，請妥善保存完整 SIM 卡！

[如何加值]

此卡無法提供加值服務

[提醒]

1. 天數計算方式：從啟用時間點開始計算，每 24 小時為一天，如於 23:59 開通 SIM 卡，則當天即視為使用一

天

2. 請務必正確填寫出國出發日期，以免無法順利啟用卡片之情形產生

3. 請填寫正確收件相關資訊，並確保有人能收件，如因被郵務人員退件，需自行負擔運費重新寄出

4. 請勿在 “台灣” 將卡片置入手機開機，務必至 “目的地當地” 再將卡片置入使用，以免造成卡片提前開卡無法

使用

5. 如果您不能使用此 SIM 卡服務，請先檢查您的手機是否為鎖機版本（通常歐美國家透過電信公司購買的手

機，大部份都是鎖機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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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不同國家使用時，手機電信商將會自動轉換有和合作的電信公司

7. 置換 SIM 卡時，請注意您的手機的 SIM 卡尺寸，並請小心的放入，以免 SIM 卡和您的手機受損

8. 訊號及網速是由當地電信商所提供，會因離基地台遠近及手機所支援頻率而有所不同，歐洲因幅遠廣大，基

地台設置不如台灣密集，因此網速有可能不如台灣快速

9. 各地電信網路品質不定， 恕無法因少數地區之訊號狀況，而要求退費

10. 電信業者因應疫情將嚴格控管網路流量品質，系統針對短時間流量暴增的裝置進行鎖卡限制，此狀況將於

數小時內最晚當天恢復

11. iPhone 手機請將描述檔刪除（檢查步驟：設定 -> 一般，拉到最底部，若無描述檔表示正常），以免造成無法

啟用卡片情況產生

12. 雙卡手機請您務必將卡片置放於 “卡槽1″，並將 “卡槽2” 清空，以防無法順利開卡

13. 熱點分享會佔據頻寬，網速也會因為終端設備及所在地理位置有所不同，故並不保證最低網速，請您確認後

再行下單

14. 電信公司為維護網路品質，謹遵守網路通信公平使用原則。針對短時間內大網路流量使用進行管制，可能導

致無法上網或網速變慢

15. 詳細流量計算依照電信商後台提供數據為主

16. 為避免違反公平使用原則，建議若是需要大流量網路行為在 Wi-Fi 環境下進行，包含：大量傳輸檔案（上傳/

下載）、觀賞影片、（收看）直播、玩手遊、社群軟體主要由影片和照片組成，使用達一定程度也等同大量觀賞

影片

17. 同時也建議關掉自動更新及備份功能、社群軟體自動播放功能、衛星地圖導航模式（可使用一般模式導航）

雲端硬碟傳送資料功能

18. 歐洲由於幅員廣闊電信商眾多，如手機有短暫斷訊之情況為手機正抓取電信訊號正常現象，倘若時間過長

請及時與 Line 客服聯繫

19. 本上網卡為即插即用，若無法使用請參照包裝內步驟檢查，如遇技術問題請聯繫 Line 客服（ID : @djbcard）

，我們將竭盡全力為您服務

[退貨規定]

1. 本產品有 7 日鑑賞期，退換貨請於收到商品後 7 日內聯繫客服辦理，鑑賞期並非試用期，退回的商品必須

是全新狀態且完整包裝

2. 若於收到商品超過 7 日後取消，需自行負擔運費寄回，退款將酌收台幣 200 元手續費

3. 上網卡一經使用，若經客服人員判斷為 SIM 卡本身出場的瑕疵或故障，方可進行退貨，若非壞卡即無法辦

理退換貨

4. 卡片故障之退款金額以網卡消費金額為上限，請勿以影響旅遊行程、工作、精神賠償等等來要求其他額外補

償，如有疑慮請斟酌購買

5. 若您抵達目的地無法使用，請即時聯繫我們，恕不接受不聯絡直接回國要求退費

6. 各國電信網路品質不一，基地台建設不如台灣密集，每個國家地域性及電信建設皆有所差別，恕無法因少數

地區之訊號狀況而要求退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