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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使用上網卡

步驟步驟 立即下載ULTRASIM APP APP中綁定SIM卡ICCID

我 已 獲 得 SIM 卡 後

我 到 達 目 的 地 後

1

步驟 APP查看購買方案與有效期限3

步驟 4

※是否需要更改APN?

2
ICCID位於SIM卡背面
的20碼數字

掃描 Barcode 條碼

綁定ULTRASIM

89860-01201-60100-00001

找不到ICCID碼或Barcode條碼?

到達覆蓋地區時手機關機插卡，開機後可以自動識別當地信號，如果出現不能
使用的情況，請重開機1~2次，如果還是不能使用，手動設置APN即可。
如何設置，請參照背面說明。

抵達目的地將ULTRASIM卡插入手機即完成啟動上網

購買的上網方案有效期為90天，請於90天內抵達目的地啟用網路。

每次購買數據服務套餐，ULTRASIM的有效期會自動延⾧6個月
。倘若6個月內沒有購買數據服務套餐，ULTRASIM便會失效。

手機插入ULTRASIM卡→點擊[設定]→點擊[行動服務]→點擊[行動數據選項]→
開啟[數據漫遊])。

如何儲值，請參照背面步驟。

1

2

我的SIM卡

方案方案

效期效期

官網瞭解更多

旅行結束，取出的ULTRASIM不用丟掉，可於APP內再次儲值其他方案。

提醒：開通是㇐次性，如卡片開通使用，發現多購買天數，是無法退款單天數。



點選下方　　圖標
選擇目的地儲值套餐

APP內儲值國外上網方案步驟(參照正面步驟2，APP綁定ICCID)
再次檢視購買方案進行
線上刷卡，完成購買1 2 3

亞洲   歐洲   北美洲   南美洲   非洲   大洋洲

輸入目的地或數據套餐名稱

$ 立即購買

1- +

ULTRASIM如何儲值/APN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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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資訊返回

卡號

您的付款資訊

商品資訊

MM / YY

安全碼

信用卡付款

Buy with
or

點選＋或－變更購買
天數，確認金額後按
 立即購買

1.設定

1.設定 → 2.連接 → 3.行動網路 → 4.存取點名稱 (APN) → 5.新增 → 6.名稱及APN欄位輸入指定APN → 7.儲存 → 8.返回 →

9.選擇新增的APN → 10.返回 → 11.開啟數據漫遊 

2.行動服務 3.行動數據網路 4.輸入指定APN
5.   行動服務

emov

6.行動數據選項 7.開啟"數據漫遊"

如何設定APN？(指定APN請參照網站或APP產品說明)

輸入指定APN

空白(日本除外)

45

6

7

1

2 3

iPhone / iPad   IOS

Android Phone

11 2

3

4

5

6

7788

9

10 11

空白
(日本除外)

提醒：開通是㇐次性，如卡片開通使用，發現多購買天數，是無法退款單天數。



ULTRASIM流量套餐與指定A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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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N流量套餐
歐洲38國(自選) 500MB / 1GB

emov

歐洲36國(固定套餐)

希臘、荷蘭、比利時、法國、摩納哥、西班牙、匈牙利、克羅地亞、意大利、梵蒂岡、羅馬尼亞、瑞士、捷克、斯洛
伐克、奧地利、英國、丹麥、瑞典、挪威、芬蘭、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俄羅斯、波蘭、德國、直布羅陀(英
國)、葡萄牙、盧森堡、愛爾蘭、冰島、馬耳他、塞浦路斯、保加利亞、土耳其、聖馬力諾、斯洛文尼亞、列支敦士登

希臘、荷蘭、比利時、法國、摩納哥、西班牙、匈牙利、克羅地亞、意大利、梵蒂岡、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
奧地利、英國、丹麥、瑞典、挪威、芬蘭、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波蘭、德國、直布羅陀(英國)、葡萄牙、
盧森堡、愛爾蘭、冰島、馬耳他、塞浦路斯、保加利亞、土耳其、聖馬力諾、斯洛文尼亞、列支敦士登

emov

emov

internet

plus.4g

APN APN流量套餐流量套餐

密碼：4g使用者名稱：plus

關島(美國)(自選) 不限速
emov南非(自選) 500MB

emov澳大利亞新西蘭(自選) 500MB / 1GB

日本(自選) 500MB / 1G / 2G / 3G

internet韓國(自選) 不限速

台灣(自選) 不限速

internet

internet

internet

中國(自選) 不限速
ctm-mobile中國(含港澳)(自選) 500MB / 1G

ctm-mobile中國(含港澳)(固定套餐)
emov香港(自選) 500MB / 1G

ctm-mobile澳門(自選) 500MB / 1G

香港: emov 
澳門: ctm-mobile

港澳(自選) 500MB / 1G

新加坡馬來(自選) 500MB / 1G

ctm-mobile新加坡馬來泰國印尼(自選) 500MB / 1G

ctm-mobile新加坡(自選) 300MB

emov菲律賓(自選) 500MB

emov越南(自選) 500MB / 1G

internet越南(自選) 不限速
emov柬埔寨(自選) 500MB / 1GB

emov老撾(自選) 500MB

internet印度尼西亞 不限速
ctm-mobile印度(自選) 500MB

emov斯裏蘭卡(自選)  500MB / 1GB

emov阿拉伯聯合酋⾧國(自選) 500MB 

emov美國(自選) 500MB 

internet美國(自選) 不限速
美國加拿大(自選) 不限速

globaldata

ctm-mobile

希臘、荷蘭、比利時、法國、摩納哥、西班牙、匈牙利、克羅地亞、塞爾維亞、意大利、梵蒂岡、羅馬尼亞
、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英國、丹麥、瑞典、挪威、芬蘭、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俄羅
斯、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波蘭、德國、直布羅陀(英國)、葡萄牙、盧森堡、愛爾蘭、冰島、阿爾巴
尼亞、馬耳他、塞浦路斯、格魯吉亞、亞美尼亞、保加利亞、土耳其、聖馬力諾、斯洛文尼亞、馬其頓、列
支敦士登、黑山共和國、加拿大、美國、波多黎各(美國)、墨西哥、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斯裏蘭卡、緬甸
、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國、巴勒斯坦/以色列、卡達、伊朗、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
斯坦、越南、 香港、柬埔寨、老撾、澳大利亞、菲律賓、新西蘭、埃及、加納、剛果民主共和國、坦桑尼亞
、莫桑比克、留尼汪(法國)、萊索托、南非

法羅群島(丹麥) 、牙買加、馬提尼克/瓜德羅普(法國)、巴巴多斯、安提瓜和巴布達、開曼群島(英國)、英屬維
京群島(英國)、格林納達、蒙塞拉特島(英國)、聖克裏斯多福與尼維斯、聖盧西亞、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
庫拉索/聖馬丁/聖尤斯特歇斯(荷蘭王國)、阿魯巴(荷蘭王國)、安圭拉、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國、海地、特
立尼達和多巴哥、巴布亞新幾內亞、湯加、瓦努阿圖、薩摩亞、危地馬拉、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
哥斯達黎加、巴拿馬、祕魯、阿根廷、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圭亞那、厄瓜多爾、法屬圭亞那(法國)、巴拉
圭、蘇裏南、烏拉圭

巴基斯坦、約旦、澳門、孟加拉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新加坡、斐濟

plus.4g日本

internet韓國、台灣

全球多國(自選) 500MB / 1GB   以下為包含國家與APN

APN流量套餐

emov

如有異動,請參照ULTRASIM APP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