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理工大學教職員協會」會員優惠集
JAN 2016
會場優惠先到先得！現場更有其他優惠，歡迎親臨選購。
日期

時間

2016 年 1 月 27 日(星期三)
各會員亦可於 1 月 31 日或之前致電 2883

10:00 - 18:00

2323 選購產品 (09:00-18:00)

會場價

會場價










地點

VA204, Building V

會場價

會場價:

會場價:

會場價:

會場價:

*供應商提供之額外禮品，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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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申請時必須供有效之員工証及員工資料；
以上優惠必須致電「企業員工優惠專線 2883 2323」購買/申請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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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訊盈科保留一切優惠之最終決定權。

「香港理工大學教職員協會」會員優惠集
JAN 2016
精選產品

(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3073431)

(#DPKG949_#2868511)

LENOVO IDEAPAD 100S-14IBR LG 43UF6400
14”手提電腦(銀色)
43" 4K Smart TV
(80R9002PHH)

 Intel Celeron N3050

(備有無線上網功能)

 2GB 記憶體 / 32GB 硬盤

建議零售價：$6,480

 Windows 10

建議零售價：$1,998

會場價：$1,899

(#2858391,651)

(#2869011, 2869021)

Magic-Pro ProMini X9

Xpower X6PA 12A 6-port
Smart Charger

外置電池

(9,000mAh) (黑色/金色)

(黑+銀色/ 白+金色)

建議零售價：$348

建議零售價：$268

會場價: $248

會場價: $208

會場價：$4,080

(#2869031, 2869041)

Xpower Aluminium Alloy
Cable(灰色)
[Micro USB Cable]
建議零售價：$65

會場價:$38
[Lightning Cable]
建議零售價：$128

會場價:$78










*供應商提供之額外禮品，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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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申請時必須供有效之員工証及員工資料；
以上優惠必須致電「企業員工優惠專線 2883 2323」購買/申請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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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訊盈科保留一切優惠之最終決定權。

(#2868991, 2869001)

Xpower XPS3AC
3 Socket 4 USB Aluminium
Power Strip (灰色 / 銀色)
建議零售價：$298

會場價:$228

「香港理工大學教職員協會」會員優惠集
JAN 2016
電腦產品

熱
賣
推
介

(#3072791+3071491)

Lenovo Tab2 A7-30 7” 平板電腦(黑色)
(59-435928)



MTK 8382 QUAD CORE (1.3GHZ)



1GB 記憶體 / 16GB eMMc



WiFi + 3G + Voice



Android 4.4

建議零售價：$1,799

會場價:$999
額外加送屏幕清潔套裝

[另加$99 可換購
原廠保護套連保護貼]

(#3073251)

((#3073141)

(#3073201+3070791)

LENOVO IDEAPAD 100-15IBD
15.6”手提電腦(黑色) (80QQ0016HH)

SAMSUNG NP500R5H-Y01HK
15.6”手提電腦 (雲石白色)

HP PROBOOK 470 G2 17.3”

 Intel Core i5-5200U
 4GB 記憶體 / 500GB 硬盤
 Windows 10

建議零售價：$4,798

會場價：$3,999






Intel Core i7-5500U
8GB 記憶體 / 500GB 硬盤+128GB SSD
NVIDIA 940M (2GB)
Windows 8.1

建議零售價：$8,980

會場價：$6,800

筆記簿型電腦(黑色) (T1A11PA)
 Intel i7-5500U
 8GB DDR3 記憶體 / 1TB 硬盤


AMD Radeon™ R5 M255 (2GB DDR3 獨立記憶體)

 Windows 10

建議零售價：$8,780

會場價：$6,799
額外加送精美電腦袋

(#'2868411)

 內置電池支援 3 小時連續投影
 最大 93” 投影
 內置單聲道喇叭
 169g 超輕巧機身

建議零售價：$2,980

會場價：$1,980









(#3072421)

(#3073271)

Canon RAYO R4 Mini Projector Lenovo C20-30
19.5”一體化電腦
迷你投影機

HP Pavilion Mini (K5N51AA#AB5)
(白色)

 Intel Pentium 3825U
 4GB 記憶體 / 500GB 硬盤
 Windows 10

建議零售價：$4,299

會場價:$3,399

*供應商提供之額外禮品，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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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申請時必須供有效之員工証及員工資料；
以上優惠必須致電「企業員工優惠專線 2883 2323」購買/申請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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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訊盈科保留一切優惠之最終決定權。

 Intel Core i3-4025U
 4GB DDR3 記憶體 / 500GB
 Windows 8.1

建議零售價：$3,799

會場價：$2,999
[只限現貨]

「香港理工大學教職員協會」會員優惠集
JAN 2016

Sony 智能電視熱賣推介

(#DPKG974_#2867971)

SONY KD-49X8000C
49" 4K Internet TV
(備有無線上網功能)
建議零售價：$9,980

會場價: $5,580
其他精選型號

(#DPKG891_#2866371)

(#DPKG905_#2866401)

(#DPKG975_# 2867981)

SONY KDL-55W800C
55" 3D Internet TV

SONY KD-43X8300C
43" 4K Internet TV

SONY KD-55X8000C
55" 4K Internet TV

(備有無線上網功能)

(備有無線上網功能)

(備有無線上網功能)

建議零售價：$13,980

建議零售價：$8,980

會場價：$7,680

會場價: $7,580

額外加送$200 超市禮劵

建議零售價：$14,980

會場價: $7,780

(#DPKG832_#2864811)

(#DPKG834_#2864821)

(#DPKG836_#2864831)

SONY KDL-32W700C
32" Internet TV

SONY KDL-40W700C
40" Internet TV

SONY KDL-48W700C
48" Internet TV

(備有無線上網功能)

(備有無線上網功能)

(備有無線上網功能)

建議零售價：$4,280

建議零售價：$5,680

建議零售價：$7,480

會場價: $2,880









會場價: $3,680

*供應商提供之額外禮品，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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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申請時必須供有效之員工証及員工資料；
以上優惠必須致電「企業員工優惠專線 2883 2323」購買/申請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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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訊盈科保留一切優惠之最終決定權。

會場價: $4,980

「香港理工大學教職員協會」會員優惠集
JAN 2016
4K 電視優惠推介
(#DPKG978_#2868521)

LG 49UF6400
49" 4K Smart TV
(備有無線上網功能)

建議零售價：$8,480

會場價：

(#DPKG847_#2865601)

(#DPKG853_#2865621)

SAMSUNG UA40JU5900
40" 4K Smart TV

SAMSUNG UA48JU6800
48" 4K (Curved) Smart TV

(備有無線上網功能)

(備有無線上網功能)

建議零售價：$6,580

建議零售價：$11,880

(#DPKG879_#2866281)

(#DPKG881_#2866311)

SAMSUNG UA55JU7800
55" 3D 4K (Curved) Smart TV

SAMSUNG UA65JU6800
65" 4K (Curved) Smart TV

(備有無線上網功能)

(備有無線上網功能)

建議零售價：$21,980

建議零售價：$28,980

會場價: $4,480

會場價: $15,980









會場價: $8,480

會場價: $21,980

*供應商提供之額外禮品，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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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申請時必須供有效之員工証及員工資料；
以上優惠必須致電「企業員工優惠專線 2883 2323」購買/申請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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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訊盈科保留一切優惠之最終決定權。

$5,380

「香港理工大學教職員協會」會員優惠集
JAN 2016

數碼影音產品

(DPKG965-967)

(DPKG955-957)

Sony Walkman NW-A25
高解析度音訊播放機 (16GB)
+ Sony h.ear in NC 降噪入耳式耳機
(MDR-EX750NA)

Sony Walkman NW-A25
高解析度音訊播放機 (16GB)
+ Sony h.ear on 頭戴式耳機
(MDR-100AAP)

(炭黑色 / 翠綠色 / 酒紅色)

(炭黑色 / 翠綠色 / 酒紅色)

建議零售價：$2,960

建議零售價：$3,160

會場價：$2,480

(#2869121-141)

Sony h.ear in 入耳式耳機
(MDR-EX750AP)

會場價：$2,580

(#2869171-191)

Sony h.ear in NC 降噪入耳式耳機
(MDR-EX750NA)

(炭黑色 / 翠綠色 / 酒紅色)

(炭黑色 / 翠綠色 / 酒紅色)

建議零售價：$780

建議零售價：$1,380

會場價：$630

會場價：$1,080

(DPKG960-962)

Sony Walkman NW-A25
高解析度音訊播放機 (16GB)
+ Sony h.ear in 入耳式耳機
(MDR-EX750AP)
(炭黑色 / 翠綠色 / 酒紅色)

建議零售價：$2,360

會場價：$1,980

(#2865571-581)

(#2870511-521)

(#2870531-541)

Shure SE425

專業隔音耳筒(透明色/金屬銀色)

Shure SE535

(黑色/透明色)

建議零售價：$850

建議零售價：$2,180

建議零售價：$3,600

Shure SE215 耳筒

會場價：$730









會場價：$1,680

*供應商提供之額外禮品，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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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申請時必須供有效之員工証及員工資料；
以上優惠必須致電「企業員工優惠專線 2883 2323」購買/申請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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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訊盈科保留一切優惠之最終決定權。

專業隔音耳筒 (透明色/金屬銅色)

會場價：$2,700

「香港理工大學教職員協會」會員優惠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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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運動產品

(#2867871)

(#2865651-661)

(#2864611-621)

(#2864781-791)

(90HC0021-M00H10)

Garmin vivoactive GPS
智慧運動錶(繁體中文版)

Fitbit Charge Hr Heart Rate
+ Activity 智能手錶

(黑色) 細碼/大碼

(黑/白色)

(黑色) 細碼/大碼

建議零售價：$2.199

建議零售價：$1,398

華碩 Vivowatch
建議零售價：$1,399

會場價：$1,199

會場價：$1,979










會場價：$1,188

*供應商提供之額外禮品，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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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申請時必須供有效之員工証及員工資料；
以上優惠必須致電「企業員工優惠專線 2883 2323」購買/申請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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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訊盈科保留一切優惠之最終決定權。

Fitbit Surge 智能手錶

建議零售價：$2,098

會場價：$1,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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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生活產品

(#2858951)

(#2867151)

(#2867161)

GoPro Hero4 Silver Adventure
攝錄機

GoPro Hero4 Session
攝錄機

GoPro Hero+ LCD
攝錄機

建議零售價：$3,200

建議零售價：$2,600

建議零售價：$2,550

會場價: $2,880

會場價: $2,418

會場價: $2,298

(#2865401)

(#2859131, 2861741+2853861)

OLYMPUS OM-D E-M1-1240
鏡頭套裝(銀色/黑色)

DJI Phantom 3 Professional Quadcopter

建議零售價：$15,990

建議零售價：$9,760

[Body & 12-40MM LENS 套裝]

會場價: $14,300

會場價: $9,080

額外加送 SanDisk 16GB SDHC Card

(#2857031)

(#2858071)

(#2865111)

iRobot Braava 380T

清潔拖地機械人

iRobot Roomba 630
自動吸塵機械人

Ecovacs Winbot W830
抹窗機械人

建議零售價：$3,499

建議零售價：$3,599

建議零售價：$3,688

會場價：$2,888









會場價: $3,059

*供應商提供之額外禮品，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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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申請時必須供有效之員工証及員工資料；
以上優惠必須致電「企業員工優惠專線 2883 2323」購買/申請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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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訊盈科保留一切優惠之最終決定權。

會場價: $3,320

「香港理工大學教職員協會」會員優惠集
JAN 2016










*供應商提供之額外禮品，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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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申請時必須供有效之員工証及員工資料；
以上優惠必須致電「企業員工優惠專線 2883 2323」購買/申請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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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訊盈科保留一切優惠之最終決定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