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理工大學教職員協會」展銷優惠 

 以上優惠只適用於與電訊盈科合作之企業公司員工購買/申請；  
 以上優惠必須親臨「展銷會會場」購買/申請；  
 購買/申請時必須供有效之員工証及員工資料；只限購買二件同款產品； 
 購物滿$300或以上(只限同類別產品)可享有免費送貨服務 (沒有升降機服務之樓宇及部份偏遠地區除外)； 
 有關產品資料、保修期、換貨政策及其他詳情，請與專線職員查詢；  
 圖片只供參考，產品以實物為準；請向相關供應商查詢產品之最新建議零售價；  
 香港電訊保留一切優惠之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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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型號 建議零售價 會場價 

SONY KDL-32W700C 32” 
智能電視   

$4,280 $2,980 

SONY KD-55X8500D 55" 
4K 智能電視 (黑色/銀色) 

$22,980 $16,580 

SONY KD-43X8000D 43"  
4K 智能電視 

$8,380 $7,080 

SONY KD-49X7000D 49"  
4K 智能電視 

$9,580 $7,080 

SONY KD-55X7000D 55"  
4K 智能電視 

$13,980 $9,280 

SONY KD-65X7500D 65"  
4K 智能電視 

$21,980 $16,980 

   

LG 43UH6500 43" 
4K 智能電視 

$7,480 $6,080 

LG 60UH7500 60" 
4K 智能電視 

$19,780 $14,680 

LG 49UH7700 49" 
4K 智能電視 

$11,980 $9,680 

LG 55UH7700 55" 
4K 智能電視 

$18,080 $12,480 

LG 65UH7700 65" 
4K 智能電視 

$28,080 $20,580 

LG 65UH8500 65" 
4K 3D 智能電視 

$33,280 $25,980 

LG OLED55B6P 55" 
4K OLED 智能電視 

$33,180 $26,080 

   

Samsung UA32K5500 32" 
智能電視 

$3,780 $3,080 

Samsung UA40KU6300 40" 
4K 智能電視 

$6,380 $5,280 

Samsung UA50KU6300 50" 
4K 智能電視 

$8,280 $6,480 

Samsung UA55KU6300 55" 
4K 智能電視 

$11,980 $9,880 

Samsung UA49KS7300 49" 
4K SUHD 智能電視 

$13,980 $12,080 

Samsung UA55KS7300 55" 
4K SUHD 智能電視 

$21,980 $18,380 

Samsung UA65KS7300 65" 
4K SUHD 智能電視 

$34,980 $29,380 

Samsung UA49KS8800 49" 
4K SUHD (曲面) 智能電視 

$14,980 $12,380 

Samsung UA55KS8800 55" 
4K SUHD (曲面) 智能電視 

$23,980 $20,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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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T Education Cardboard Pro 
虛擬實境顯示器 

$359 $199  
Transcend Drivepro 520 
行車記錄器 (連吸盤裝置固定架) 

$1,590 $1,315 

Mattel View-Master VR  
虛擬實境顯示器入門套裝 

$399 $319  
Transcend Drivepro 220 
行車記錄器 (連吸盤裝置固定架) 

$1,220 $999 

HTC Vive 
虛擬現實 VR 

$8,199 $8,199  
Transcend Drivepro 200 
行車記錄器 (連吸盤裝置固定架) 

$1,020 $838 

Ricoh Theta S 
360 度全景拍攝數碼相機 (黑色) 

$3,290 $2,898  
Transcend Drivepro 100 
行車記錄器 (連吸盤裝置固定架) 

$890 $730 

GoPro Hero+ LCD 
攝錄機 

$2,550 $2,298  BlackVue 行車記錄儀 (DR650GW-1CH) $1,980 $1,638 

GoPro Hero4 Silver Adventure 
攝錄機 

$3,200 $2,880  
BlackVue 行車記錄儀 (DR650GW-1CH) 

+ Power Magic Pro 電力寶 
$2,380 $1,965 

GoPro Hero4 Black Adventure 
攝錄機 

$4,100 $3,690  BlackVue 行車記錄儀 (DR650S-2CH) $2,780 $2,365 

飛宇魅眼 
三軸手持雲台相機 

$3,200 $2,899  
BlackVue 行車記錄儀 (DR650S-2CH) 
+ Power Magic Pro 電力寶 

$3,080 $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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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型號 建議零售價 會場價  產品型號 建議零售價 會場價 

Garmin Forerunner 235 
手腕式心率跑錶 (繁體中文版) 
(紅黑色/藍黑色/橙黑色) 

$2,799 $2,519  
Fitbit Charge HR Heart Rate + Activity 
智能手環 (黑色) 細碼/大碼 

$1,398 $1,188 

EPSON GPS 手腕式心率跑錶 
(Runsense SF-850B) (黑色/白色) 

$2,980 $2,599  
Shure SE425 
專業隔音耳筒 (透明色/銀色) 

$2,180 $1,680 

Garmin Fenix 3 全能戶外運動 GPS 腕錶 
(有心率監察感應帶) (銀色 & 灰色) 

$4,599 $3,679  
Shure SE535 
專業隔音耳筒 (透明色/金屬銅色) 

$3,600 $2,700 

Garmin Fenix 3 Sapphire 全能戶外運動
GPS 腕錶 (有心率監察感應帶) 

$5,499 $4,399  
Shure SRH1540 
高級錄音室耳筒 

$3,888 $3,318 

Garmin Fenix 3 Sapphire HR 
全能戶外運動 GPS 腕錶 (繁體中文版) 

$5,999 $5,399  
Fitbit Surge 
智能手錶 (黑色) 細碼/大碼 

$2,098 $1,788 

Garmin Vivosmart HR 心率智慧手環 
(繁體中文版) (藍色/紫色) 

$1,499 $1,349  
Fitbit Blaze 
智能手錶 (黑色/銀色) 細碼/大碼 

$1,598 $1,359 

Shure SE215 
隔音耳筒 (黑色/透明色) 

$850 $680  
TomTom Spark Fit Cardio GPS 
手腕式心率跑錶 (黑色，大碼/細碼) 

$1,990 $1,699 

Shure SE215 
隔音耳筒特別版 (藍色) 

$950 $800  
TomTom Spark Fit Cardio + Music GPS 
手腕式心率跑錶 (黑色，大碼/細碼) 

$2,490 $2,199 

自己的 FORERUNNER， 

自己來定義 簡潔明亮、淺

顯易懂的圖表

與地圖顯示，

一眼立即捕捉

個人活動概

況、追蹤你的

活動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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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型號 建議零售價 會場價  產品型號 建議零售價 會場價 

Winix 水濾空氣淨化機 
額外送 Filter 

$3,380 $2,704  
Panasonic KX-TGE210 
數碼室內無線電話 (香檳金色) 

$498 $398 

Moneual MR6700 智能吸塵機 (金棕色) 
連供水配件水箱 

$4,580 $3,530  
my makura 
我の枕頭 

$2,880 $2,480 

Carewin 紫外線除塵蟎吸塵機 
額外送 Filter 

$2,380 $2,088  
Xpower XP-AA3G1 2.4A 鋁合金高速 
傳輸 Misco USB 尼龍線 (1.2 米 / 黑色) 

$65 $38 

Daikin 大金 
電光 2 極能空氣潔淨機 (白色) 

$3,600 $3,400  
Xpower XP-MFIAA2G1 2.4A 鋁合金高速
傳輸 Lightning 尼龍線 (1.2 米 / 灰色) 

$98 $88 

Ecovacs Winbot W830 
抺窗機械人 

$3,688 $3,320  
Xpower XP-PB10Q 2-Port USB 外置電池 
(10,000mAh) (黑色/金色/玫瑰金) 

$398 $298 

Andesfit 
智能藍牙手臂式血壓計 

$699 $560  
Xpower X6PA 60W 12A 6-Port 
智能高速充電器 (黑/銀色 / 白/金色) 

$268 $208 

Andesfit 
智能藍牙血糖 / 膽固醇檢測機套裝 

$588 $470  
Olympus WS-853 
數碼錄音機 (8GB) (黑色) 

$890 $760 

Andesfit 
智能藍牙體重分析儀 

$399 $320  
Olympus VN-741PC 
數碼錄音機 (4GB) (黑色) 

$590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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