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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取得 nbnTM的預約日期和時間。

  我已取得 Optus 的預約日期和時間（自行安裝
的客戶並不適用）。

  如我當天不在，我已安排一名可資信賴並年滿 
18 歲的人士在場。

  我已取得房東或「業主立案法團」的許可（如
需要）。

  如我的居所設有警報系統，我已聯絡返回基地 
(back-to-base) 防盜警報器或醫療警報器的服
務供應商，查證與 Optus NBN 的兼容性，並
放心進行有關安裝。

我明白nbnTM和 Optus 將需安裝什麼設備，以
提供nbnTM連接，我已計劃好兩者的設施安裝
在什麼地方。

  如我選擇自行安裝一項：我已填寫第 4 頁的問
卷，確定符合條件，並已找出合適位置安裝有
關設施。

如我需要重新安排 nbnTM 預約，我明白需預
先至少兩個營業日通知有關安排。

為您提供的 
快速核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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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嗎？和過往不同，一些使用全國寬頻網絡（National Broadband 
Network，簡稱NBN）的電話服務在停電時便無法打通。這表示您不能經
固網電話打出或接收電話，包括打緊急電話 000。Optus 建議保持手機
在完全充電狀態，隨時可以使用……以防萬一。

您的nbnTM安裝預約

時間：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

您的 OPTUS 安裝預約

時間：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需更改您的預約？
請致電 1300 300 427 聯絡我們

請記住至少給我們 48 小時通知，不然，可能收取取消費用。

（自行安裝毋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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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actually require an uninterrupted telephone line for
things like back-to-base or medical alert alarm, talk to your
alarm provider to see if NBN is suitable

我們已製備一塊模板，顯示 NBN 接綫箱的大小，您可用來規劃一下，希

望在家中什麼地方安裝接綫箱。不妨將樣版剪下，試行放在不同地點，以便在 
「快樂安裝日」到來前選出合適位置！務必向nbnTM安裝人員指明您選好的位置。

到目前為止，您應已：

• 下訂單。

•  經短訊收到 nbnTM和 Optus 技術人員的預約時間
（如您選擇自行安裝，便無需 Optus 的預約)。

這本輕便手冊向您闡釋下一步需要做的事情。您
可預先做好幾件簡易的工作，使安裝過程順利完
成。

請將手冊妥為保存，以便隨時可供使用（尤其如
果您選擇自行安裝）。閱讀手冊後若仍有任何疑
問，可瀏覽 optus.com.au/support 或致電  
1300 300 427 聯絡我們。

已訂用 
NBN 服務？ 
檢查。
現在 
怎麼辦？



3       

第 1 步    獲得安裝 NBN 的許可：如

您是業主，並住在物業內，那便好辦
了，一句「同意」安裝便可。但如您並
非業主，便需在nbnTM 安裝任何設施

前，得到他們的許可（如適用，包括業主
立案法團）。

對不起！沒有許可即沒有 NBN。

第 2 步   作好安裝 nbnTM 的準備 ——在

nbnTM的安裝預約前，必須考慮您希望
nbnTM設施安裝在家中什麼地方。為免安
裝時出現任何混亂情況，可按以下一些簡
則行事：

1.  在可能情況下，NBN 接綫箱應安置在
Optus WiFi 數據機和主電腦所在的同一
房間內，確保最佳接收效果。

2.  NBN 接綫箱應安置在屋內，而不是另一
座建築物，例如儲物棚屋或車房內。

3.  NBN 接綫箱需位於容易接觸的地方，這
樣有問題時，您便能檢查指示燈。

4.  不要選擇溫差和濕差變化極大，容易積
水、藏污或惹塵的地方。

5.  確保設備四周有通風空間，而且位於人
流較少的地方，保證設備不會遭到碰
撞。

6.  考慮安全問題 —— 如果您有幼童或寵
物，請確保所有設備均安裝在他們不能
觸及的地方。

7.  您可能會長期使用 NBN 服務，因此，應
考慮家居將來可能的佈局。

第 3 步   安裝 NBN ——
您的家居內外安裝設施。請記住，這包
括標準安裝，但若您的家居在安裝時出
現棘手問題，需要額外工作，便可能收取
額外費用。

技術人員亦可能須移動少許家具，以完成
安裝。之後便會在您家居牆壁鑽通一個小
洞。他們同時會安裝一些零星東西，因
此，預料到時會發出一點鑽孔聲和揚起少
許塵埃。他們在完工時會加以清理。

在大多數情況下，nbnTM會在技術人員離

開前啟動接綫箱。但有時可能要花長一
點時間。在技術人員離開前，請確定他
們向您證實安裝狀況。在寬頻網絡接通
前，請勿嘗試自行安裝，如您存有疑問，
請致電 1300 300 427 聯絡我們。

第 4a 步   Optus 優質專業安裝服
務 —— 一nbnTM完成其工作，Optus 便可

進行安裝，完成連接服務。我們到訪時，
會提供 Optus WiFi 數據機。

第 4b 步   自行安裝 —— 自行安裝

套件會連同您所需要的一切，以及安裝
說明送來，依照指示安裝就如 1、2、3 那

樣容易！您要做的就是確保在另一頁的核
對表剔選所有方格。

您需做什麼
 nbnTM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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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nTM的安裝人員已證實 NBN 接綫盒有效   確定 NBN      

接綫盒和 Optus WiFi 數據機位於同一房間  兩者相距不

應超過 1.5 公尺

您無需返回基地的防盜警報器

您無需醫療警報器

咯，咯……
您或一名年滿 18 歲人士需在場，以便任何技術人員到訪。在場人士會被問及nbnTM

的設施安裝在什麼地方 —— 請記住，您的 WiFi 數據機亦需安置在附近。

勿忘一定要查看技術人員的身份證明，才可讓他們入內 —— 越小心越好。

摘要

安裝前 我們會在nbnTM開始安裝前，在您的預約前 2 至 3 個
營業日經短訊提醒您。

快樂安裝日！ nbnTM和 Optus 派來的工作人員（如您沒選擇自行安
裝）都會致電聯絡，讓您知道他們正在前來。每個安
裝預約平均花 4 至 5 小時，如工作棘手，可能需要
更長時間。

自行安裝 如您選擇在nbnTM完成其工作後，採用 Optus 的自
行安裝計劃，請參閱用戶指南（連同數據機一起送
來）以得知逐步安裝方法的詳情。

如您需要更改預約
時間

我們明白計劃可能有變，當您一知道需要更改預約時
間時，請盡快致電 1300 300 427 聯絡我們（至少 48 
小時通知，以免支付取消費用）。

自行安裝 
核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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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OPTUS  設備 

的詳細說明
nbnTM供應什麼
nbnTM供應：房屋連接裝置、纖維牆上插座和 NBN 接綫箱；從街道網絡敷設室外電纜
至房屋連接裝置。這些設施屬全國寬頻網絡公司所有。當 nbnTM接綫箱安裝和啟動後，
他們的工作便告終。

OPTUS 供應什麼
Optus WiFi 數據機和導綫 —— 請參閱用戶指南以得知更多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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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安裝 NBN？
技術人員會在您家居一處外牆安裝一個「房屋連接裝置」。這正是「最先進」的光纖電
纜從街道裝接到您家居的位置。

提供家居之內使用的設施包括：

•  NBN 纖維牆上插座 —— 這可將外面的房屋連接裝置接駁入屋，有點像膝蓋骨連接
大腿骨那樣……
（參看下圖1）

•  NBN 接綫箱 —— 為新的互聯網和電話連接提供一個基點。而安裝接綫箱的最佳位
置是在您現有的互聯網連接同一房間內，並與您希望安裝的 Optus WiFi 數據機位
置相距不超過 1.5 公尺，二者必須在主要電錶箱或配電板所在的同一建築物內。

•  OPTUS WIFI 數據機 —— 與 NBN 接綫箱連接（通常使用第一個端口 —— 請檢查
您的安裝信件以確定是否屬實），請看圖 1 和參閱 Optus 數據機用戶指南以獲得
更多資料。

圖 1

電話聽筒
NBN 接綫箱

電源轉接頭
OPTUS WIFI 數據機（後方）電腦（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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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快樂安裝日當天天氣惡劣怎麼辦？若
天氣極不穩定，安裝接通裝置意味着技
術人員會有危險，我們會重新安排另一
天安裝，而不會收取額外費用。我們相
信您會明白箇中原因。

我現有的數據機和裝置怎麼辦？連接超
高速 NBN 服務，需要使用 Optus 的新裝
置，即 Optus WiFi 數據機，我們會提供
給用戶。

我需安裝任何導綫和電源插座嗎？ 

大部分小巧器件都可輕易連接 WiFi 運
作，但要連接諸如互聯網電視和電話，
則安裝導綫是個不錯的主意。

您一旦同意全國寬頻網絡公司安裝 NBN 
接綫箱的位置，便可安排安裝任何導綫
或電源插座。

務 必 檢 查 所 選 用 的 鋪 綫 電 工 是 否 獲
得澳洲通訊及媒體管理局 (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 註
冊處認可。

記住，您希望在家中安裝多少個室內網
絡連接點都可以，如您選擇專業或優質
安裝服務，可包括一個安裝數目。

我可連接哪些裝置和多少裝置到 NBN？
您可經以太網連接多達 4 個裝置到數據
機，而經 WiFi 則連接多少個裝置都可
以。不過請記住，數據機的容量有限，
因此越多裝置同時共用連接，則流通的
容量便越少，連接速度可能會受影響。

發問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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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請另一位供應商在屋內鋪綫嗎？
視乎您的需要而定，如您讓 Optus 安
裝，這可能包括在您的安裝內。

我現有的電話和互聯網服務會受到干擾
嗎？只用從舊接頭拔去電腦和電話插
頭，插進新的 Optus WiFi 數據機便可。

我有一個監控中的家居保安系統。它會
影響 NBN 嗎？大多數家居保安系統都與 
NBN 兼容 —— 您只用向警報系統服務供
應商查證，確保系統與 NBN 兼容。

若安裝人員毀壞我的物業怎麼辦？這當
然不好，但意外時有發生。若在極不
可能的情況下，nbnTM或我們造成任何
損壞，請致電 1300 300 427 聯絡 
Optus，我們會跟進有關事件，將問題解
決。

一旦接上 NBN，若停電時，我能使用電
話嗎？不能。但身邊備有一部完全充電
的手機和一些蠟燭以防萬一，倒是個好
主意。互聯網亦將無法運作，那就乾脆
拿起「猜猜畫畫」在燭光之下玩玩吧！

都明白 
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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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取得 NBN 的預約日期和時間。

我已取得 Optus 的預約日期和時間（自行安裝
的客戶並不適用）。

如我當天不在，我已安排一名可資信賴並年滿
18 歲的人士在場。

我已取得房東或「業主立案法團」的許可（如
需要）。

如我的居所設有警報系統，我已聯絡返回基地
(back-to-base) 防盜警報器或醫療警報器的服
務供應商，查證與 Optus NBN 的兼容性，並
放心進行有關安裝。

我明白全國寬頻網絡公司和 Optus 將需安裝什
麼設備，以提供 NBN 連接，我已計劃好兩者
的設施安裝在什麼地方。

如我選擇自行安裝一項：我已填寫第 4 頁的問
卷，確定符合條件，並已找出合適位置安裝有
關設施。

如我需要重新安排 NBN 預約，我明白需預先
至少兩個營業日通知有關安排。

為您提供的
快速核對表



OPTUS 
全國寬頻網絡 
安裝前手冊

我們隨時協助您接駁和使用全國寬頻網絡。

想談談 NBN 嗎？
•  請在 www.optus.com.au/support 網頁查看我們

專責NBN 的客戶支援範圍

• 致電 1300 300 427 聯絡我們

• 親臨您就近的 Optus 專門店

如何查看互聯網使用量和管理您的 
OPTUS 帳戶
利用「我的帳戶」(My Account) 頁面，便毋須
在電話輪候。這個操作容易的網站可讓您一週
七天 24 小時上網查閱帳戶、觀看使用量、網上
付帳和使用其他服務。

登記「我的帳戶」只需三個簡易步驟：

1.  前往 optus.com.au/MyAccount 頁面，並點擊
「現在登記」。

2.  輸入您的 Optus 服務（這可能是一個電話號
碼、Optus 手機號碼或互聯網使用者名字）
便可開始，然後按指示登記。

3.  一經登記，便可登入「我的帳戶」，請選擇
Optus NBN服務，查看每月使用量和計劃詳
情。

搬屋
如您即將搬屋，必須將 NBN 設備留下，因為
這屬於nbnTM所有。但請緊記取回您的 Optus 
裝置！

請致電 1300 300 427 聯絡 Optus，我們會盡快
協助您安排搬遷事宜。

OPTUS 提供持續 

支援



 

OPTUS  
全国宽带网络  

安装前指南手册

我们随时协助您接入和使用全国宽带网。

想谈谈全国宽带网吗？

•  请登陆www.optus.com.au/support查看我们的
全国宽带网客户支持专区

• 致电1300 300 427联系我们

• 到附近的Optus营业厅一看

如何查看互联网使用量和管理您的
OPTUS账户
利用“我的账户”(My Account) 页面，便无需在
电话轮候。这个操作容易的网站可让您每天24
小时上网查阅账户，观看使用量，网上付账和
使用其它服务。

注册“我的账户”只需三个简易步骤：

1.  登陆 optus.com.au/MyAccount 页面，点击�
“现在注册”（Sign up now）。

2.  输入您的Optus的服务（这可能是一个电话号
码，Optus的手机号码或互联网用户名）便可
开始，然后按指示注册。

3.    一经注册，便可登入“我的账户”，请选择
Optus的全国宽带网服务，查看月度使用量和
计划详情。

搬家
如您即将搬家，必须将全国宽带网设备留下，
因为这属于全国宽带网络公司所有。但请记得
取回您的Optus的装置！

请致电1300 300 427联系Optus，我们会尽快协
助您安排搬迁事宜。

OPTUS 提供持续
支持

1404230_0314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