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以上優惠只適用於與香港教育大學或前師範院校校友購買/申請； 
• 以上優惠必須致電「企業員工優惠專線 2883 2323」購買/申請； 
• 購買/申請時必須供有效之校友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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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教育大學或前師範院校校友 

優惠集(DEC 2016) 

 

 
推推廣廣日日期期：：  由由即即日日起起至至 22001166 年年 1122 月月 3311 日日  

訂訂購購方方法法：：  致致電電「「電訊盈科企業員工優惠專線 2883 2323」」  

  

 聖誕佳節即將來臨，我們特意為閣下揀選. 
 多款精選禮品以供選購，先到先得！ 

 

精選聖誕禮物推介 ($1,000 或以下) 

    
(#2873451) 

Xpower XP-DC6Q  
6-Port 智能高速充電器 (白色) 

建議零售價：$298 

優惠價：$258 

(#287150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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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零售價：$398 

優惠價：$328 

(#2873681-691) 

途訊 K068 唱 K 神器無線咪 
(金色 / 粉紅色) 

建議零售價：$580 

優惠價：$388 

(#2864241) 

Panasonic KX-TGE210 
數碼室內無線電話 (香檳金色) 

建議零售價：$498 

優惠價：$428 

  
  

(#2873121) 

Olympus VN-741PC  
數碼錄音機 (4GB) (黑色) 

建議零售價：$590 

優惠價：$480 

(#3074091) 

HP OfficeJet 3830 多功能 
無線打印機 (連傳真功能) 

建議零售價：$698 

優惠價：$598 
額外送 16GB USB 記憶體 

(#2868821) 

Andesfit 
智能藍牙手臂式血壓計 

建議零售價：$699 

優惠價：$560 

(#2874811) 

Tefal 
陶瓷暖風機 (SE9280) 

建議零售價：$738 

優惠價：$638 

 
 

   
(#2873701) 

途訊 Q7 唱 K 神器無線咪 
 

建議零售價：$880 

優惠價：$640 

(#2870931) 

Shure SE215 隔音耳筒 
特別版 (藍色) 

建議零售價：$950 

優惠價：$855 

(#2866671-691) 

Polar A300  
活動追蹤腕錶  
(黑色/粉紅色/白色) 

建議零售價：$1,280 

優惠價：$988 

(#2868111) 

Transcend DrivePro 220  
行車記錄器 
(連吸盤裝置固定架) 

建議零售價：$1,220 

優惠價：$999 



 

• 以上優惠只適用於與香港教育大學或前師範院校校友購買/申請； 
• 以上優惠必須致電「企業員工優惠專線 2883 2323」購買/申請； 
• 購買/申請時必須供有效之校友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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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教育大學或前師範院校校友 

優惠集(DEC 2016) 

 

  

精選聖誕禮物推介 ($1,001 - $2,999) 

   

 

(#2874761-771) 

Polar M200 GPS 運動手錶 
(黑色/白色) 

建議零售價：$1,280 

優惠價：$1,088 

(#287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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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零售價：$1,590 

優惠價：$1,315 

(#2873961) 

Tefal ActiFry 
健營動炸鍋 

建議零售價：$1,898 

優惠價：$1,498 

(#3073801) 

Lenovo Miix 310-10ICR 
平板電腦 (80SG004DHH) 

建議零售價：$3,199 

優惠價：$1,999 

 

 

 

 

 
 

(#2873741-751) 

Polar M600  
GPS 運動手錶  (黑色/白色) 

建議零售價：$2,780 

優惠價：$2,369 

(#3074211) 

Lenovo Yoga 300  
手提電腦 (80M000C3HH) 

建議零售價：$2,899 

優惠價：$2,499 
額外送無線滑鼠 

(#286997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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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零售價：$2,799 

優惠價：$2,519 

(#2874961-981) 

Ricoh Theta SC  
360 度全景拍攝數碼相機  
(米色/白色/藍色) 

建議零售價：$2,890 

優惠價：$2,599 

 

 

 

 

 

(#2870531-541) 

Shure SE535 專業隔音耳筒 
(透明色/金屬銅色) 

建議零售價：$3,600 

優惠價：$2,700 

(#2874531) 

Sony MP-CL1A 流動式投影機 
(灰色) 

建議零售價：$3,099 

優惠價：$2,850 

(#DPKG832) 

Sony KDL-32W700C  
32" 智能電視 
建議零售價：$4,280 

請致電專線查詢 

(#2873081) 

飛宇魅眼 
三軸手持雲台相機 

建議零售價：$3,200 

優惠價：$2,899  

 

 
 
 
 

 

 



 

• 以上優惠只適用於與香港教育大學或前師範院校校友購買/申請； 
• 以上優惠必須致電「企業員工優惠專線 2883 2323」購買/申請； 
• 購買/申請時必須供有效之校友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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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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聖誕禮物推介 ($3,000 - $4,500) 

 

 

   
(#VPKG108) 

Samsung UA32K5500  
32" 智能電視 

建議零售價：$3,780 

請致電專線查詢 

(#2873731) 

Shure SE535 
專業隔音耳筒特別版 (紅色) 

建議零售價：$3,990 

優惠價：$3,510 

(#3073621) 

Lenovo AIO 300-221SU 
多合一桌上電腦 (F0BX002BHH) 

建議零售價：$4,999 

優惠價：$3,299 
額外送 32GB USB 記憶體 

(#2864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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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零售價：$4,599 

優惠價：$3,419 

   
(#2873051-061) 

Garmin Forerunner 735XT  
腕式心率 GPS 全能運動錶 
(繁體中文版) 
(漆黑神秘灰色 / 紫韻珊瑚粉色) 

建議零售價：$4,229 

優惠價：$3,749 

(#2874631) 

Nikon Keymission  
360 Action Camera  
 (黑色) 

建議零售價：$4,380 

優惠價：$3,980 

(#3074751) 

Lenovo IdeaPad 110-15ISK  
手提電腦 (80UD000AHH) 

建議零售價：$4,798 

優惠價：$3,999 
額外送無線滑鼠 

 

 
 

  
 
 



 

• 以上優惠只適用於與香港教育大學或前師範院校校友購買/申請； 
• 以上優惠必須致電「企業員工優惠專線 2883 2323」購買/申請； 
• 購買/申請時必須供有效之校友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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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教育大學或前師範院校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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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總覽 

 
產品型號 建議零售價 優惠價 

 數碼智能影視產品   

 
Sony KD-49X7000D 49" 4K 智能電視 額外送$200 超市禮券 $9,580 請致電專線查詢 

 
Sony KD-55X7000D 55" 4K 智能電視 額外送$200 超市禮券 $13,980 請致電專線查詢 

 
Sony KD-43X8000D 43" 4K 智能電視 額外送$200 超市禮券 $8,380 請致電專線查詢 

 
Sony KD-49X8000D 49" 4K 智能電視 額外送$200 超市禮券 $13,980 請致電專線查詢 

 
Sony KD-55X8500D 55" 4K 智能電視 (黑色/銀色) 額外送$200 超市禮券 $22,980 請致電專線查詢 

 
LG 43UH6500 43" 4K 智能電視 額外送$200 超市禮券 $7,480 請致電專線查詢 

 
LG 43UH7500 43" 4K 智能電視 額外送$200 超市禮券 $8,280 請致電專線查詢 

 
LG 49UH7700 49" 4K 智能電視 額外送$200 超市禮券 $11,980 請致電專線查詢 

 
LG 55UH7700 55" 4K 智能電視 額外送$200 超市禮券 $18,080 請致電專線查詢 

 
LG 49UH8500 49" 4K 3D 智能電視 額外送$200 超市禮券 $13,480 請致電專線查詢 

 
Samsung UA40KU6300 40" 4K 智能電視 額外送$200 超市禮券 $6,380 請致電專線查詢 

 
Samsung UA50KU6300 50" 4K 智能電視 額外送$200 超市禮券 $8,280 請致電專線查詢 

 
Samsung UA55KU6300 55" 4K 智能電視 額外送$200 超市禮券 $11,980 請致電專線查詢 

 
Samsung UA49KU6900 49" 4K (曲面) 智能電視 額外送$200 超市禮券 $10,580 請致電專線查詢 

 
Samsung UA49KS8800 49" 4K SHUD (曲面) 智能電視 額外送$200 超市禮券 $14,980 請致電專線查詢 

 數碼攝影產品   

 
HKT Education Cardboard Pro 虛擬實境顯示器 $359 $199 

 
Sony Alpha ILCE-6300/B 可換鏡頭數碼相機 (機身連 SELP1650 鏡頭套裝) (黑色) $8,990 $7,880 

 
Nikon D5 數碼單鏡反光相機 (淨機身) (黑色) (CF 卡或 XQD 卡) $53,480 $45,800 

 平板電腦及電腦產品   

 
Lenovo Miix 310-10ICR 平板電腦 (80SG004FHH) $3,499 $2,499 

 
Lenovo YB1-X91F Yoga BOOK (ZA150077HK) $4,999 $4,899 

 
Samsung Galaxy Tabpro S 平板電腦 (黑色) (SM-W703NZKATGY) $8,198 $5,999 

 
HP ProBook 450 G4 手提電腦 (W7C89AV) 額外送無線滑鼠 $7,324 $5,899 

 
HP ProBook 470 G3 手提電腦 (V5C74AV) 額外送無線滑鼠 $9,719 $7,199 

 
Dell Inspiron 13-5378 手提電腦 (13R-R5700TH) (灰色) 額外送 Dicota 13.3" Slip Case 及無線滑鼠 $6,999 $5,799 

 
HP Pavilion 23-Q150HK 多合一桌上電腦 (P4M56AA#AB5) 額外送 32GB USB 記憶體 $7,499 $5,699 

 
HP LaserJet P1102 鐳射打印機 額外送$300 超市禮券 $988 $808 

 
HP DeskJet 3630  多功能無線打印機 $438 $365 



 

• 以上優惠只適用於與香港教育大學或前師範院校校友購買/申請； 
• 以上優惠必須致電「企業員工優惠專線 2883 2323」購買/申請； 
• 購買/申請時必須供有效之校友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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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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總覽 
 

產品型號 建議零售價 優惠價 

 數碼生活產品   

 
Xpower XPS3AC 鋁合金 3x 蘇頭 4xUSB 智能充電拖板 (黑色/金色) $298 $258 

 
Xpower XP-DC4Q 4-Port 智能高速充電器 (GG & SL / GY & BK 色) $238 $208 

 
Xpower XP-WC3Q3 3-Port 智能旅行充電器 (黑色 / 白色) $278 $228 

 
Xpower XP-CC2Q3-BKGY 2-Port 智能汽車充電器 (黑色) $168 $148 

 
Ambi Climate 冷氣機的智能裝置 $1,399 $1,120 

 
Andesfit 智能藍牙手腕式血壓計 $599 $480 

 
Andesfit 智能藍牙血糖 / 膽固醇檢測機套裝 $588 $470 

 
Andesfit 智能藍牙脈搏血氧計 $699 $560 

 
Andesfit 智能藍牙紅外線非接觸式電子體溫器 $699 $560 

 
Andesfit 智能藍牙紅外線耳溫 / 額頭探熱器 $599 $480 

 
Andesfit 智能藍牙體重分析儀 $399 $320 

 
Andesfit 測試紙組合: 100 片血糖測試紙+10 片膽固醇測試紙+100 粒採血針 $785 $688 

 
my makura 我の枕頭 (度身訂造枕頭) $2,880 $2,480 

 
Tefal 特福陶瓷直立式暖風機 (SE9040) $998 $838 

 家庭及便攜式音響   

 
Shure SE215 耳筒 (黑色/透明色) $850 $730 

 
Shure SE215m+ 隔音耳筒連內置遙控及麥克風耳機特別版 (白色) $990 $890 

 
Shure SE425 專業隔音耳筒(透明色/銀色) $2,180 $1,680 

 
Shure MV88 iOS 數碼立體聲電容麥克風 $1,249 $1,130 

 
Olympus WS-852 數碼錄音機 (4GB) (銀色) $690 $620 

 
Olympus WS-853 數碼錄音機 (8GB) (黑色) $890 $760 

 
Olympus LS-P1 線性 PCM 錄音機數碼錄音機 (4GB) (銀色) $1,290 $980 

 
Invoxia Triby 智能揚聲器 $1,888 $1,488 

 
 
 
 
 
 
 
 
 
 
 
 
 
     
 
 
 



 

• 以上優惠只適用於與香港教育大學或前師範院校校友購買/申請； 
• 以上優惠必須致電「企業員工優惠專線 2883 2323」購買/申請； 
• 購買/申請時必須供有效之校友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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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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總覽 
 

產品型號 建議零售價 優惠價 

 數碼潮物   

 
華碩 ZenWatch 2 (WI501Q-Gunmetal With Metal / WI502Q-Silver With Metal) $1,998 $1,798 

 
Fitbit Charge 智能運動手環 (黑/灰藍色) 大碼/細碼 $1,098 $898 

 
Fitbit Surge 智能手錶(黑色) 大碼/細碼 $2,098 $1,788 

 
Garmin Vivoactive GPS 智慧運動錶 (繁體中文版) (白色) $2,199 $1,699 

 
Garmin Vivoactive HR 腕式心率 GPS 智慧運動錶 (繁體中文版) (黑色) $2,299 $2,069 

 
Garmin Fenix 3 Sapphire HR 全能戶外運動 GPS 腕錶 (繁體中文版) $5,999 $5,399 

 
TomTom Spark Fit Cardio GPS 手腕式心率跑錶 (黑色，大碼/細碼) $1,990 $1,699 

 
TomTom Spark Fit Cardio + Music GPS 手腕式心率跑錶 (黑色，大碼/細碼) $2,490 $2,199 

 
Misfit Shine 2 運動及睡眠監測器 (黑色/玫瑰金色) $899 $765 

 
Misfit Ray 運動及睡眠監測器 (炭黑色/玫瑰金色) $899 $765 

 
Misfit Ray Leather Band (炭黑色/玫瑰金色) $1,049 $899 

 
Transcend DrivePro 100 行車記錄器  連吸盤裝置固定架 $890 $730 

 
Transcend DrivePro 200 行車記錄器  連吸盤裝置固定架 $1,020 $838 

 
BlackVue 行車記錄儀 DR650GW-1CH $1,980 $1,638 

 
BlackVue 行車記錄儀 DR650GW-1CH + Power Magic Pro 電力寶 $2,380 $1,965 

 
BlackVue 行車記錄儀 DR650S-2CH $2,780 $2,365 

 
BlackVue 行車記錄儀 DR650S-2CH + Power Magic Pro 電力寶 $3,080 $2,650 

 
THINKWARE 行車記錄儀(尾鏡頭) BCFH-150-F750 $850 $730 

 
THINKWARE 行車記錄儀(尾鏡頭) BCFH-150-F770 $850 $730 

 
THINKWARE 行車記錄儀(前鏡頭) BCFH-150-F750 + 泊車錄影用(熄火)電源線 $2,080 $1,788 

 
THINKWARE 行車記錄儀(前鏡頭) BCFH-150-F770 + 泊車錄影用 (熄火) 電源線 $2,480 $2,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