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易印」是為家用辦公室至中小企度身訂造的月費打印新模式，用家可按打印量自

由選擇服務計劃。一個月費，包括打印機、耗材及保養維修，節省打印開支，比單購

打印機及耗材節省慳高達 26%！備有靈活而彈性的配套服務，定期有專人跟你預約並

將耗材送到府上，無需親自添購，更具預算。服務期內更包括保養維修服務，確保文

書操作順利，讓你專注業務發展，節節領先。

更新、更高效、節省更多 

回收舊打印機     換新 HP 商用打印機 
購買指定型號打印機，同時回收任何舊打印機，即可獲回贈超市禮券及免費上門回收服務。 
購買指定 HP 產品型號 舊機回贈超市禮券獎賞 

HP LaserJet Pro MFP 4103fdw (2Z629A) HK$700 超市禮券 

HP Color LaserJet Pro MFP M479fdw (W1A80A) HK$1,000 超市禮券 
 

回收舊打印機條款及細則 

1. 客戶須於指定 HP 經銷商購買，並必需在購買後 1 個月內完成登記。 

2. 舊打印機包括噴墨或鐳射打印機、傳真機，任何品牌均可。 

3. 客戶提交資料後，HP 將安排服務供應商聯絡客戶有關核實文件及收機事宜。逾期登記恕不受理。 

4. 客戶須妥善保存新打印機包裝盒上的原廠機身編號條碼。回收舊打印機時，必須提交以下文件方可享有舊換新回贈優惠： 

      i. 包裝盒上之打印機原廠機身條碼，上面印有機身編號( serial number ) 為 10 位 數字及英文字母組合； 

      ii. 打印機發票正本； 

      iii. 舊打印機 / 傳真機 / 多合一打印機。 

5. 若客戶未能提供足夠文件，有關申請將不獲處理。 

6. 當 HP 上門回收舊機之後，你的電子禮券將會在 14 個工作天內發送到你登記的電郵地址。 

7. 每位客戶最多可累計登記 4 部符合本推廣計劃條件之 HP 打印機，以登記姓名、公司名稱、地址及電郵地址為準，每回收地址只限 4 部舊機。 

8. 不接受分銷商登記及直接換領禮券。 

9. 把以下項目拍成照片或掃瞄以作網上遞交資料時便用 

     • 分銷商提供的正本發票 

     • 打印機背面或前面機蓋內(只限 M479)的機身編號條碼 

10. 此計劃之回收不適用於大嶼山、南丫島、長洲、東涌、機場、愉景灣及馬灣等地區，如需回收，工作人員將收取港幣二百元正。 

11. 優惠不可轉讓，不可兌換或兌換現金，其他產品或折扣。HP 保留修改，更改或取消有關要約或這些條款和條件的任何細節的權利。 
 

 

「智易印」計劃常見問題： 

如果我在耗材添補日期前用完現有耗材，可否安排提前送貨？ 

可以，如果你在原定計劃填補耗材的日期前已經用完現有耗材，可到 HP 網上商店，登入我的帳戶，更改安排提早送貨，或致電 HP

網上商店安排提早送貨。但只可以在指定日期前提早送貨，不可延遲。 

我現時不需購買油墨盒，能否只購買打印機？ 

從其他經銷商直接購買的打印機並不適用於「智易印」計劃優惠。「智易印」提供一站式服務，不僅包括打印機及油墨盒免費送貨，

更可在月費計劃期內享用 HP 上門保養維修支援。如你的油墨盒已用完，致電即可安排免費送貨上門。 

舊機回收的程序是怎樣？ 

客戶需於 hp.com.hk/reg 登記。 

「智易印」打印月費計劃詳情及細則： 

1. 計劃為期 24 個月，需以指定銀行發出的信用卡以免息分期形式付款。 

2. 合約期結束後，任何剩餘油墨盒均不設退款。 

3. 「智易印」 計劃及推廣活動並不可與其他 HP 推廣活動同時使用。 

4. HP 保留更改或取消此計劃或推廣活動之權利而無須預先公告。 

5. 如有任何爭講，HP 保留最終決定權。 

有關計劃詳情及細則，請參閱： www.hp.com/hk-zh/shop/hp-freedom-to-print 

或致電 HP 網上商店訂購熱線：(852) 8100 3082 

HP Shop 地址： 

深水埗專門店 

        深水埗舊高登電腦中心 

        1 樓 16B 至 17 號鋪 

        3427 9520 

        週一至週日 12:00-20:30 

太子專門店 

        彌敦道 750 號始創中心 

        2 樓 254-256 號鋪 

        3105 9796 

        週一至週日 11:00-20:00 

旺角專門店 

        旺角奶路臣街 8-8a 

        旺角電腦中心 222 號鋪 

        3188 4971 

        週一至週日 11:30-20:30 

灣仔專門店 

        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 

        灣仔電腦城 2 樓 263 號 

        3704 7100 

        週一至週日 11:00-20:00 

觀塘專門店 

       觀塘創紀之城第五期 APM 

       L5-7 號舖 

        9788 1697  

        週一至週日 11:00-21:00 

沙田專門店 

       沙田新城市廣場 

       一期 L6 601A  

        9181 6389 

        週一至週日 11:00-21:00  

 
  
  

「智易印」打印月費計劃 

售後服務    即時技術支援 

電話：(852) 2802 4098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半至下午 6 時半 

(公眾假期除外) 
 

 

 

WhatsApp：(852) 3070 4997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半 

(公眾假期除外) 

 

 

彩色打印低至 
每月 HK$248 
舊機回收獎賞高達 
HK$1,000 超市禮券 

(產品規格以最終出售產品為準，各經銷商的零售價格或有不同。所有功能因型號而異，詳情請向店員查詢。) 



「智易印」打印月費計劃                                  月費低至 $248 打印機、耗材及保養全包 
使用者平均人數 1-5 5-10 1-5 5-10 

「易智印」計劃選項 24 個月免息分期付款計劃 (只限指定銀行) 

月費 HK$248 HK$318 HK$328 HK$538 

舊機回收獎賞 - HK$700 超市禮券回贈 - HK$1,000 超市禮券回贈 

比單獨購買硬件、耗材 

及保養節省高達 
12% 25% 15% 26% 

保養服務 升級至 2 年 HP 標準上門保養 升級至 3 年 HP 標準上門保養 

打印機連跟機標準裝油墨盒 

HP OfficeJet Pro 7740 

商用彩色多合一打印機 

 

HP LaserJet Pro MFP 4103fdw 

黑白鐳射多合一打印機 
 

 

HP Color LaserJet Pro M283fdw 

彩色鐳射多合一打印機 

 

HP Color LaserJet Pro MFP M479fdw 

彩色鐳射多合一打印機 

 

額外打印耗材（ISO 打印量）1 

X 裝耗材比跟機標準裝耗材 

容量更高 

• 955 XXL 加大裝 (黑色) 3 盒 

(每個油墨盒可打印 2,000 頁) 

 

• 955XL 加大裝 (藍、紅、黃色) 各 3 盒 

(每種顏色可打印 1,600 頁) 

• 151X  (黑色) 1 盒 

(每盒可打印 9,700 頁) 

• 206X 加大裝 (黑色) 1 盒 

(每盒可打印 3,150 頁) 

 

• 206X 加大裝 (藍、紅、黃色) 各 1 盒 

(每種顏色可打印 2,450 頁) 

• 416X 加大裝 (黑色) 1 盒 

(每盒可打印 7,500 頁) 

 

• 416X 加大裝 (藍、紅、黃色) 各 1 盒 

(每種顏色可打印 6,000 頁) 

功能 

• A4、A3 彩色打印、影印、掃描、傳真、Web、HP ePrint、電郵 

• 油墨系統：4 色獨立墨盒槽 (紅、黃、藍、黑) 

• OCR：OCR 內置 33 種語言字符識別 

• 圖片和文字都可以識別得到 

• 配備 10/100/1000 Ether 以太網連線 

• 附送 WiFi、無線、流動打印、網絡打印 

• 掃描至 USB 記憶體 

• 2.65" 彩色輕觸式屏幕 

• 全雙面黑白打印、影印、掃描、傳真、電郵 

• 支援 HP ePrint/ HP Smart / Apple AirPrint/ Google Cloud Print 

• 高達 900 頁的紙張容量，減少紙張重裝次數 

• 2.7" 彩色輕觸式屏幕 

• 配備 10/100/1000 Ether 以太網連線 

• 掃描至電郵、USB、網絡資料夾及雲端 

• 前置式 USB 方便儲存及打印 MS Word 及 Powerpoint 文件 

• 透過 HP JetAdvantage Private Print 控制對機密文件的存取 

• A4 彩色打印、影印、掃描、傳真 

• 支援自動雙面打印 

• 支援無線、HP ePrint、Apple AirPrint、無線直接打印、HP Smart 

• 2.7" 彩色輕觸式屏幕 

• 配備 10/100/1000 Ether 以太網連線 

• 掃描至電郵、USB、網絡資料夾 

• 前置式 USB 方便儲存及打印 MS Word 及 Powerpoint 文件 

• 透過 HP JetAdvantage Private Print 控制對機密文件的存取 

• 全雙面 A4 彩色打印、影印、掃描、傳真、電郵 

• 支援單次雙面掃描 

• 支援 HP ePrint/ HP Smart / Apple AirPrint/ Google Cloud Print 

• 高達 850 頁的紙張容量，減少紙張重裝次數 

• 4.3" 超大彩色輕觸式屏幕 

• 配備 10/100/1000 以太網連線 

• 掃描至電郵、USB、網絡資料夾及雲端 

• 前置式 USB 方便儲存及打印 MS Word 及 Powerpoint 文件 

• 透過 HP JetAdvantage Private Print 控制對機密文件的存取 

打印速度 (ISO 標準) 每分鐘 22 頁 / 18 頁 (黑白/彩色) 每分鐘 40 頁 每分鐘 21 頁 (黑白/彩色) 每分鐘 27 頁 (黑白/彩色) 

快速打印速度 (一般辦公室模式) 每分鐘 34 頁 (黑白/彩色) N/A N/A N/A 

首頁打印速度 (一般辦公室模式) N/A 快至 6.3 秒 快至 10.6 秒 黑白：9.7 秒；彩色：11.3 秒 

標準入紙匣 250 頁 + 250 頁雙層入紙匣 100 頁 (多用途紙匣) + 250 頁+ 可加第 3 紙匣 (550 頁) 250 頁 + 1 頁 50 頁 (多用途紙匣) + 250 頁 + 可加第 3 紙匣 (550 頁) 

自動送稿器 (ADF) 35 頁 (支援 F4 文件) 50 頁 (單次雙面) 50 頁  50 頁 (單次雙面) 

打印耗材及打印輸出 

四色獨立油墨盒 

效果持久不褪色 

(建議使用 HP ColorLok®打印紙 

以達至最佳打印效果) 

革命性 JetIntelligence 碳粉技術好處特別多： 

1. Page Maximizer 技術可放更多碳粉 

2. HP ColourSphere 3 水漾碳粉微粒技術，效果更佳 2 

3. 先進防偽技術，為用家提供更多保障 

4. 全新 JetIntelligence 可自動移除封條，安裝更容易 

計劃期內耗材添補安排 首月及第 8、16 個月 首月 首月 首月 

  

經濟實用   靈活  方便 
  

服務計劃月費低至 HK$248 起，包括打印

機、原裝耗材及上門保養服務。 

 

具備 ENERGY STAR® 能源認證的 HP 

OfficeJet 系列打印機耗電量比彩色鐳射打

印機減少達 50%，助你減輕營運成本。 

 

不經 Router，直接於流動裝置上的

WiFi 網絡連接至打印機，無線直印。 

 

計劃以月費形式計算，無需一筆過購

買新打印機及添置耗材、減低成本，

營運開支更具預算。 

   

成本由你自訂 – 按公司的打印量選擇最切合需要的月費計

劃，更具彈性。 

 

提供多款商用打印機包括 OfficeJet 及全新 HP LaserJet 鐳射

打印機，任君選擇。 

   

根據你所選擇的月費計劃，可享免費硬件及 HP 原裝耗材上門

送貨服務。 

 

以信用咭分期付款方式結算。 

 

 

 

推廣計劃詳情：www.hp.com/hk-zh/shop/hp-freedom-to-print 

1. 打印頁數以 5% 覆蓋率計算。 

2. 根據 HP 內部於 2015 年 1 月對上一代裝置的測試或資訊，詳情請參閱：hp.com/go/LJclai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