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条件：需加入流量充值（免费）。

超值优惠!

若前往海外，请用au智能手机

World Data Flat
（全球数据定额）

au 海外 Flat-rate Data（数据定额）服务
让您可在海外对象国家和地区直接使用平时使用的智能手机

区域限定 通过“ 早约早惠活动 ”

490日元/天～

轻松方便 ! 只需平时的智能手机即可 !

只需平时的智能手机
即可马上使用 !

当然，需要充电的也
只是智能手机。

通过智能手机轻松预约，
旅行前即可办完手续！

免去领取和归还的麻烦，
费用加算到 au 智能手机的

请款单中！

偶尔想和朋友分开行动。
这种情况下，也只需按下

World Data Flat
（全球数据定额）应用程序的

“利用開始（使用开始）”即可！

不需要
Wi-Fi

路由器！

￥

（24小时）

详情请确认下一页

※通过“World Data Flat（全球数据定额）”使用的通信量，将消耗日本国内的各种费用套餐的每月数据流量等。
※另产生au使用费等。※适用各种优惠时有附加条件。



使用费 通过提前预约，享受超值优惠！

第5天第3天第2天

区域限定
适用

“早约早惠活动”时 490日元 / 天～
使用！

（24 小时）
可按

※关于对象国家和地区，有时会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发生变更，因此请在 au 网站上确认最新信息。
※关于“早约早惠活动”的结束时间，我们在确定后会立即在 au 网站上发布通知。

■ 使用示例： 夏威夷 5 天 3 夜，提前预约“World Data Flat（全球数据定额）”时

第1天

早约早惠活动  490日元× 3天= 1,470日元

若租用 Wi-Fi 路由器，则从日本出发的日期到回国日期为止，需要租赁 5 天。
也可能会产生丢失补偿选项费等情况！

在多个国家巡游使用也OK！
■ 使用示例： 欧洲巡游（法国、德国）7 天 5 夜，提前预约“World Data Flat（全球数据定额）”时

第5天 第6天 第7天第4天第3天
前往德国第2天第1天 １8 ： ００

（当地时间）
到达法国

早约早惠 690日元× 5天= 3,450日元

１８ ： ００
（当地时间）

从德国出发

第 4 天１４ ： ００
（当地时间）

１４ ： ００
（当地时间）

■ 使用费

需提前预约

无需
提前预约

包括“ 早约早惠活动 ”对象国家、地区在内的
海外 150 多个国家、地区 

在旅途中
紧急使用时
选择此方案

美国（本土、阿拉斯加）、夏威夷、
加拿大、韩国、台湾、香港、澳门、泰国、

波多黎各、美属维尔京群岛

对象国家、地区 使用方案
适用费用 使用天数

早约早惠活动

早约早惠

通常

490日元/天
（24小时）

1天～8天

1天～30天
690日元/天

（24小时）

980日元/天
（24小时）

推荐！

受理
申请 归还

飞行 飞行在逗留处使用智能手机

飞行 飞行在逗留处使用智能手机

※“早约早惠活动”“早约早惠”，需要在出国前于日本国内提前预约。※通过 World Data Flat（全球数据定额）使用的通信量，将消耗“Unlimited Data 
MAX Plan（无限量极限畅享）5G ALL STAR流量包”“Unlimited Data MAX Plan（无限量极限畅享）5G/4G电视流量包”“Unlimited Data MAX Plan（无限
量极限畅享）5G/4G Netflix流量包（P）”“Unlimited Data MAX Plan（无限量极限畅享）5G/4G DAZN流量包”“Unlimited Data MAX Plan（无限量极限畅
享）5G with Amazon Prime”“Unlimited Data MAX Plan（无限量极限畅享）5G/4G”“Smartphone Mini Plan（智能手机迷你套餐）5G/4G”等日本国内
各种费用套餐的每月数据流量    ，或流量充值中所购得的数据流量    。※根据使用情况，会适用速度限制★3。※关于对象费用套餐，请在 au 网站上确认。

包括“ 早约早惠活动 ”对象国家、地区在内的
海外 150 多个国家、地区

★1 ★2

■ 条件： 需加入流量充值（免费）。

〇若使用语音通话、可视电话、SMS（短信）/ 国际 SMS, 则另产生费用。★1：不论下述费用套餐的每月数据流量为多少，针对各费用套餐，Tethering（系连）、
Data Share（流量共享）、World Data Flat（全球数据定额）的合计使用量有上限，分别如下所示：“Unlimited Data MAX Plan（无限量极限畅享）5G ALL STAR
流量包”为 80GB，“Unlimited Data MAX Plan（无限量极限畅享）5G/4G 电视流量包”为 70GB，“Unlimited Data MAX Plan（无限量极限畅享）5G/4G Netflix
流量包（P）”“Unlimited Data MAX Plan（无限量极限畅享）5G/4G DAZN 流量包”“Unlimited Data MAX Plan（无限量极限畅享）5G with Amazon Prime”为
60GB，“Unlimited Data MAX Plan（无限量极限畅享）5G/4G”为 30GB。★2：超过每月数据流量、各费用套餐的使用量上限、购买的数据流量时，最快的收发信
速度为 128kbps。此外，即使是在签约的数据流量范围内，根据海外通信运营商政策的不同，通信速度也可能会受到限制。★3：开始使用后，每 24 小时的数据
收发量超过 3GB 时，开始下一个 24 小时之前的最快收发信速度为 1Mbps。※另产生 au 使用费、其他选项费、普遍服务费、电话中继服务费等。



只需3个步骤即可在智能手机上完成使用设置！使用方法

【注意事项】适用于通过 au 手机（包括平板电脑）使用电子邮件、互联网等、以及通过 Tethering（系连）进行通信。＜已加入流量充值时＞在“World 
Data Flat（全球数据定额）”对象国家、地区适用“World Data Flat（全球数据定额）”。＜已未加入流量充值时＞不适用“World Data Flat（全球数据定
额）”，数据通信费适用“Kaigai Double-Teigaku（海外双定额）”。＜不想使用“World Data Flat（全球数据定额）”时＞需要申请“World Data Flat（全球
数据定额）拒绝选项”。在这种情况下，适用“Kaigai Double-Teigaku（海外双定额）”。〇不论是否已加入 Flat-rate Data（数据定额）服务，您在海外的使
用通信费很高时，我们可能会暂时停止线路。〇根据海外旅行目的地的通信情况等，有时合作运营商、地区和城市会有所变更或不能使用服务。〇即使
是在可使用服务的城市及区域内，根据地形条件、立地条件，有时也可能无法使用服务。〇若以“Data Share（流量共享）”方式使用服务，则每次使用智
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时都产生定额费。

１ 下载 World Data Flat
（全球数据定额）

应用程序并进行初始设置
※另产生数据通信费。※使用au功能手机（4G LTE）的用户不能使用应用程序。

iPhone

Android™

从 App Store 下载
从 Google Play™下载

通过“World Data Flat（全球数据定额）”搜索！

2 出国前通过应用程序提前预约登记 ※可在使用开始日期和时间的1小时前进行变更、取消。

确认对象电话号码 选择使用的国家/地区、
使用开始日期和时间、

使用天数

确认内容“予約する（进行预约）”

3 在到达海外前设置智能手机即可完成

※界面为示意图。

打开“モバイルデータ通信
（移动数据通信）”和
“データローミング（数据漫游）”

＜iPhone 时＞
設定（设置） 
　＞モバイル通信（移动通信） 
　＞打开 モバイルデータ通信（移动数据通信）
設定（设置） 
　＞モバイル通信（移动通信） 
　＞通信のオプション（通信选项） 
　＞ 打开 データローミング（数据漫游）

＜Android™时 *＞
設定（设置） 
　＞ネットワークとインターネット（网络和互联网） 
　＞モバイルネットワーク（移动网络） 
　＞打开 モバイルデータ （移动数据 ）
設定（设置） 
　＞ネットワークとインターネット（网络和互联网） 
　＞モバイルネットワーク（移动网络） 
　＞ 海外ローミング設定（海外漫游设置） 
　＞打开ローミング（漫游）

＊根据机型和 OS 版本的不同，一部分菜单名称和步骤可能会有所不同。详情请确认使用说明书。
※ 开始使用后，会显示剩余时间。在使用 World Data Flat（全球数据定额）过程中，可打开应用程序随时确认。结束使

用后，在再次使用或没有提前预约的情况下，请在海外启动应用程序，按下“利用開始（使用开始）”（使用应用程序
时，请关闭 Wi-Fi）。

※ 您也可以通过网页浏览器操作“利用開始（使用开始）”。这种情况下，若点击您到达海外后收到的 SMS 正文中的
URL，则显示“利用開始（使用开始）”界面。

※ 点击 URL 也不显示开始使用的画面时，请点击“更新”或通过以下 URL 访问。
 http://www.sekai.kddi.com/kddijp-up/

World Data Flat
（全球数据定额）

到预约时间后可以使用数据通信，
到结束时间将自动停止，因此

不必担心被收取高额费用！

贴心亮点!
自动
退出



海外咨询号码（客户中心）

+ - - - -8 1 6 7 03 6 9 4 46 或 - - - -8 1 6 7 03 6 9 4 46海外旅行目的地的国际通话号码

■ 关于国际通话号码，请在 au 网站上确认。　

URL: https://www.au.com/english/mobile/service/global/inquiry/
■ 国内咨询

从au手机拨打（免通话费/受理时间: 24小时）从一般电话拨打（收取通话费）

长按“0”
或“ ＊”

显示

详情请咨询店铺工作人员或查看 au 网站

KDDI 株式会社 / 冲绳 Cellular 电话株式会社

※ World Data Flat（全球数据定额）的使用费中未计算相当于消费税的金额。
※ 记载的示意图等可能与实际不同。
※ 记载的服务内容、优惠活动等的政策以及 Web 的访问地址、
 各种咨询方式等可能会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 登载内容为截至 2023 年 2 月的信息。

〇 “Android™”“Google Play™”是 Google Inc. 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〇 iPhone 商标经 AiPhone 株式会社授权使用。App Store 是 Apple Inc. 的服务标志。
 TM and Ⓒ 2023 Appl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〇 Wi-Fi® 是 Wi-Fi Alliance 的注册商标。
〇 Amazon、Amazon prime 及所有相关商标是 Amazon.com,Inc. 或其附属公司的商标。

例：从海外旅行目的地拨打日本的“03-1234-XXXX”时
+ 81（国家号码）-3（区号）-1234XXXX（对方的电话号码）

例：发送到“0X0-YYYY-YYYY”时，请拨打 0X0-YYYY-YYYY 并发送

例：从海外旅行目的地（美国）拨打美国的“123-456-XXXX”时
+ 1（国家号码）-123（区号）-456XXXX（对方的电话号码）
※“+”可通过长按“0”或“＊”显示。
※若拨打电话的对方使用的是日本的手机，则不论对方的海外旅行目的地在哪里，都请输入国家号码“81”（日本）。

- -国家号码 去掉开头的“0”的电话号码

发送
SMS（消息）

可按照与日本国内相同的方法使用。

从海外旅行目的地拨打电话 / 发送 SMS

语音通话费： 语音通话费根据使用的国家和地区会有所不同。
 在海外接听时也会产生通话费。

SMS 使用费：发送 100 日元 / 条 *　接收 免费

＊： 70个全角字符以内的费用。根据机型、使用区域，最多可发送670个字符。
 但是，134个字符内产生2条SMS发送费，之后每67个字符产生1条SMS的发送费。

关于语音通话费、SMS 使用费的详情，请扫描此处查看详情

● 消息
24 小时受理咨询。

※变更或查询合同内容时，需要您所使用的“au 手机号码”和“密码”。

● 电话
我们会按照每个咨询内容，
在 au 网站上为您介绍
直拨号码。

+

可下载本册子的
PDF 文件　　 ▶

请扫描此处查看详情请扫描此处查看详情

拨打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