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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你營運擴展  掌握你的業務需要
HP 身為可信賴的 IT 解決方案和設備供應商，我們的撐起中小企計劃為你的公司提供創新性的電腦、打印機、服務等產

品。 無需註冊費或年費，新註冊會員更有機會獲贈迎新禮品及購物折扣 *。

HP 撐起中小企計劃

獨家折扣 

• 批量特惠價

• 精選墨水和碳粉可享受20% 

的折扣

• HP 配件可享10% 的折扣

• 定期促銷產品

彈性付款計劃 

• 12個月分期付款計劃

• Device as a Service

精選服務

• 短期筆記本電腦租賃

• HP 裝置復原服務

• HP 專門店及網店全方位

專享獨家服務

專屬客戶經理了解你所需

• 如有查詢，請致電我們的  

SMB 熱線 8100 3082

商界聯繫

• 優先參與研討會及工作坊

* 推廣活動及計劃受條款及細則約束，詳細請瀏覽官方網頁：https://store.hp.com/hk-zh/smbclub

為中小企業務帶來多方面協助

立即到 store.hp.com/hk-zh/smbclub 登記或
致電我們的 SMB 熱線 8100 3082 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
商務客戶熱線 : 8100 3082

https://store.hp.com/hk-zh/smbclub/about-the-program


4

HP 專門店及網店全方位獨家專享服務

* 服務受條款及細則約束，詳細請瀏覽官方網頁：https://store.hp.com/hk-zh/default/hp-service

Trade-in 服務
帶同你的舊個人筆記簿型電腦親臨	
HP專門店，我們會因應其新舊程度
及規格作出評估，以理想價錢回收你
的舊筆電。

資料轉移服務 
我們特意為你提供免費資料轉移服
務，將舊筆電的資料如文件、相片和
影片等，轉移至新筆電。

基本應用程式安裝服務 
為你安裝	Windows	操作系统及日常使
用的應用程式，例如瀏覽器、驅動軟
件等，讓你回到家中即可立刻體驗。

免費協助硬碟升級
客戶可提供第三方零件，由	 HP	 專門
店的技術顧問代為更換，並不會影響
你的	HP	筆電保養服務。

10天有壞可換保證
如在購物後10天內發現產品不合符
生產標準，可經HP維修中心確認後
換貨。

90天whatsApp客戶支援
如在日常使用時遇到疑難，你可以用
照片或影片的方式發送給我們的客服
為你解答。

基本電腦診斷 / 年檢
提供多達30項的基本測	
試，並建議相應的解決
方法。

筆記簿電腦維修 / 託運服務
電腦在保養期內出現任何問
題，可於電話預約後攜同你
的筆電到HP專門店，我們會
為你代送到HP維修中心。

筆記簿電腦短期租用
即使你的電腦正在維修，
仍可以租用我們的筆電作
日常使用。

WhatsApp維修服務專線
以照片或影片的方式，即
時將電腦故障問題發送給
我們的維修服務代表為你
解決問題。

貼心服務		由線上到線下
無論線上或線下，HP都會提供貼心服務。凡於HP專門店或網上商店購買個人筆記簿型電腦，即可享有全方位獨家專享

服務 *。

十大服務包括

了解更多
商務客戶熱線 : 8100 3082

https://store.hp.com/hk-zh/default/hp-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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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創新科技    讓企業無往不利

發揮 IT 資產與資源的最大價值

•	HP	Device	as	a	Service	提供完善電腦管理解決方案，顯著提高

員工生產力和	IT	效率

•HP	TechPulse	掌握裝置保護狀態，洞見安全威脅，主動式防護

管理減輕	IT	部門的工作負擔

時刻保持安全

•	HP	Device	Access	Manager	及	Just-In-Time	即時驗證

•	全面保障的	HP	Client	Security	用戶保安方案

•	HP	Sure	Start	技術	–	業界唯一自我復原	BIOS	保安解決方案

全面商務配套

•	可根據用家要求，度身訂造電腦產品配置

•	備有	HP	Smart	Service	專業技術支援服務，為中小企公司解決	

IT	問題

簡化客戶端管理

•	HP	Client	Management	方案有效確保安全性，同時方便管理連

接的裝置

•	HP	Touchpoint	Manager	以雲端應用程式讓企業	IT	部門輕鬆管

理數據及設備

以創新及領先業界的 

IT	科技，HP	為你提供 

豐富的經驗和資源， 

助你業務在市場中 

先拔頭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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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Elite Dragonfly 商用筆電

全球最輕巧的商用可轉換式筆電*
HP Elite Dragonfly 起始重量少於1kg#，為用家帶來前所未見的自由度及便攜度。

HP Elite Dragonfly

•最高支援	Intel® Core™	i7	vPro	處理器

•Windows	10	Pro

•13.3” 屏幕

•記憶體高達16GB	

•最高可配置2TB	PCIe	SSD

輕巧超乎想像

起重少於1kg#，無與倫比的輕巧設計讓流動

工作用家進入前所未有的自由輕鬆新境界。

性能強大無比 

配備Intel® Quad-Core™ U-Series	處理器，有助

加快應用程式運行，保持工作效率。

特長電池續航 

電池續航力長達24.5小時^，源源不斷的動力

讓你隨時隨地安心工作。

高速連繫無間 

可選配千兆級	4G	LTE	及千兆速度Wi-Fi，以高

速連繫網絡世界。

靜音背光鍵盤

極致寧靜的操作令你不會打擾到身邊的人，並

備有背光功能，讓你在昏暗的光線下仍可工作

自如。

私隱安全最強 

Elite	Dragonfly	是全球最高安全性及管理度的筆 

電+，搭載最新	HP	Sure	Sense，發揮深度學習

的人工智能力量，能夠識別及隔離前所未見的

網絡攻擊、內置隱蔽的鏡頭護窗及	HP	Sure	View	

防窺視屏幕配備高達1000	nits	的亮度。

*	 適根據截至2019	年8	月為止，配備第8	代	U	系列	Intel® Core™ vPro®	處理器、Windows	Pro	操作系統、vPro™	和59	立方吋以下的可轉換式非分離式小型商用可轉換式電腦。
#	 低於1kg	起的重量僅適用於特定配置。
^	 筆記簿型電腦需配備	Intel® Core™	 i5	處理器、8GB	RAM、無WWAN、128GB	SSD、全高清低耗能屏幕面板，以及	Intel®	Wi-Fi	6	ZX200	+	BT5	(802.11	ax	2x2,	non-vPro™)	之HP	Elite	

Dragonfly上，電池續航力方可長達24小時30	分鐘。Windows	 10	 MM14	電池續航力會因不同產品型號、設置、安裝之應用程式、功能、使用情況、無線網絡功能及電源管理設
定等因素而有所差異。電池之最大容量會隨著時間及使用而自然衰減。更多有關詳情，請瀏覽	www.bapco.com。

+ 根據在年度銷售量超過一百萬部的供應商	(截至2016	年11	月為止)	之中，HP	可以在搭載第7	代或更高版本的	Intel® Core®	處理器、Intel®	內置圖像控制卡及	Intel®	WLAN	的	HP	
Elite	個人電腦上，利用不需額外付費的	HP	獨特綜合安全防護功能對個人電腦進行保護，並透過	HP	管理集成套件使用	Microsoft	System	Cent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對個人電
腦的每一層面進行管理，包括硬件、BIOS	和軟件管理。

了解更多
商務客戶熱線 : 8100 3082

https://store.hp.com/hk-zh/default/business-laptops-elite-dragonfly-convert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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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EliteBook 1000 及 800 系列商用筆電

匠心設計		流動工作逍遙自在
HP EliteBook 1000 及 800 系列具備多個安全及管理方案，並提供了強大的協作工具，打破地域限制，讓用家輕鬆進行會

議，隨時隨地無間斷聯繫。

HP EliteBook 1000 系列商用筆電
靈活多變 —		可翻轉的	EliteBook	1000	系列設計能充份迎合工作

環境，更可變身平板模式使用。

設計工藝 —		機身採用鋁金屬物料及以CNC切割技術製造，體現
輕便、高級的外觀與質感。

保安最強 —		全球最高安全性及管理度的筆電*，配備最新	HP	Sure	
Sense，發揮深度學習的人工智能力量，能夠識別及
隔離前所未見的網絡攻擊。內置隱蔽的鏡頭護窗，
更可選配	HP	Sure	View	防窺視屏幕，全天候防止偷
窺。支援指紋辨識閱讀器及Window	Hello，核實身
份，保護資料安全。

HP EliteBook 800 系列商用筆電
工藝至上 —		極致纖薄的鋁金屬機身設計，以CNC切割技術營造

出輕便、高級的外觀與質感。

輕鬆開會 —		備有多個高級協作功能，例如HP消噪功能是線上會
議的好幫手。World	facing	3rd	mic、多個麥克風及協
作專用鍵有效提升線上會議音效。

可靠認證 —		支援指紋辨識器，另可配選	IR	鏡頭，以多項條件核
實使用者身份，保護資料安全。

畫面亮麗 —	可選配最新HP	Sure	View	屏幕配備高達1000	nits	的
亮度，即使在明亮的環境中仍然帶來極優質的視覺
享受。

HP	EliteBook	1000	系列

•	Intel® CoreTM	i5	或	i7	vPro	處理器

•	Windows	10	Pro	

•	可選13.3” 或14” 屏幕型號

•	記憶體高達16GB	

•	最高可配置	2TB	PCIe	SSD

HP	EliteBook	800	系列

•	Intel® CoreTM	i5	或	i7	vPro	處理器

•	Windows	10	Pro	

•	可選13.3”、14” 或15.6” 屏幕型號

•	記憶體高達	32GB	

•	最高可配置	2TB	PCIe	SSD

*	基於每年	HP	Elite	個人電腦	(配備第	7	代或以上	Intel®	處理器、Intel®	內置圖像控制卡及	Intel®	WLAN)	銷售量達	100	萬部的供應商之中，在無需額外成本的情況下	HP	的獨特綜合安全

防護功能，以及	HP	管理集成套件對個人電腦每個方面的管理，包括使用	Microsoft	System	Cent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進行的硬件、BIOS	及軟件管理。

了解更多
商務客戶熱線 : 8100 3082

https://store.hp.com/hk-zh/default/hp-elite-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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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ProBook 400 系列商用筆電

為不同業務度身而設
HP ProBook 為 HP 旗下商務筆電中的主流系列，操作性能及連接性符合商用客戶需要，更有多種配置選項，包括不同處

理器及備有13.3” 至15.6” 屏幕尺寸可供選擇，以切合不同業務需求及預算。

HP	ProBook	400	系列

•最高配備	Intel® CoreTM i7	或	AMD	RyzenTM 7 
處理器

•Windows	10	Pro

•記憶體高達	32GB

•備有13.3”、14”、15.6” 屏幕可供選擇

•雙硬碟最高可配置	512GB	SSD	及1TB	硬碟

設計工藝 —  機身採用鋁金屬物料，體現高級的外觀與質感。

視野清晰 — 防眩光霧面屏幕有效減低屏幕反光，提供舒適柔和
的視野。

堅固耐用 —  通過	MIL-STD	810G	軍用測試，防摔、防塵。

超卓圖像 —  部份型號配備	 NVIDIA®	 GeForce®	 獨立顯示卡，畫面
表現無與倫比。

可靠認證 —  支援指紋辨識器，另可選配	 IR	鏡頭，以多項條件核
實使用者身份，保護資料安全。

強大效能 —  提供	Intel®	及	AMD	處理器選項，發揮最高商務效能，
切合不同業務需求及預算。

了解更多
商務客戶熱線 : 8100 3082

https://store.hp.com/hk-zh/default/hp-pro-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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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商用桌面及一體式電腦

彈性調配			完美應對不同生產力
HP商用電腦內置升級保安系統，讓你更添安心。無論你需要高效能或低成本、多工作業功能、或是卓越的商業運

算，HP均有多款桌面及一體式商用電腦可供選擇，以滿足現代企業的獨特需求。

HP 商用迷你電腦
體積細小 —		可掛於指定屏幕背面或工作桌下，節省空間。

高度擴充 —		具備最少	6	個	USB	連接埠，方便接駁不同裝置。

顯示組合 —		具備兩組影像傳送介面，可接駁多於一台顯示屏。

強勁效能 —		支援PCle*，更同時可安裝傳統2.5吋SATA	硬碟，
提升儲存容量。

HP 商用桌面電腦
商務專用 —		專為企業級效能而設，表現穩定可靠，高度安全而

且易於管理。

機身可選 —	備有	2	種機箱可選，適合不同辦公室環境使用。

效能提升 —		部份直立式機箱支援	500W	輸出，可配備	NVIDIA® 
GeForce®或AMD	Radeon™	顯示卡，顯示效能更高。

安全保障 —	配備	HP	Client	Security，保護用戶資料、裝置和身
分，藉此強化電腦的安全性。

HP 商用一體式電腦
時尚設計 —	型格黑色外觀，簡約不簡單。

尺寸可選 —	備有21.5”，23.8”，27” 顯示屏可選，提供不同視野，
方便工作。

協作效能 —	機身為協作工作模式設計，配備雙向視像鏡頭、 
方便日常視像會議。

方便升級 —	主機安置於底座或背面部份*，用家可自行打開， 
方便隨時改裝升級。

HP 商用會議專用系列
效率會議 —	備有	Microsoft	 Teams	Rooms	或	Zoom	Rooms， 

介面設計簡潔，讓會議流程變得暢順簡單。

單鍵協作 —		利用	Center	 of	 Room	Control，單鍵即可通話、 
增加參與者和內容分享等功能。

輕鬆建置 —		使用方便安裝和直覺的使用者操作功能快速設置，
無需配件或專業技能。輕鬆地管理、配置和保護你
的會議室系統。

*	適用於指定型號。

最細小型號薄至34mm

了解更多
商務客戶熱線 : 8100 3082

https://store.hp.com/hk-zh/default/business-deskt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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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商用顯示屏及配件

生產效率再無界限
HP 商用顯示屏帶來卓越的人體工學靈活性及功能性，讓你引以為傲。更具備多款配件方便連按各種設備，甚至將電腦安

放於意想不到的位置，務求騰出最多空間，打造更理想的工作環境。

曲面顯示屏
曲面顯示屏設計，完美貼合自然實境視野，讓你猶如親歷其境，
最適合日常工作使用。備有34”及43”不同型號可供選擇。

擴充基座
透過單一連接線，連接你的顯示屏或作資料傳輸、視訊及充電
等用途。藉助節省空間的裝置，營造潔淨企理的辦公桌，工作
發揮最佳水平。

擴充基座顯示屏
採用單一連接線，接駁程序簡便快捷，直接為你的筆記簿型電腦
提供電力，以及傳輸數據和影片，亦可利用內置擴充基座顯示屏
進行各種會議。

HP B300 PC Mounting Bracket
通過用一個手轉螺絲將迷你電腦牢固地連接到顯示屏背後，方便
安裝同時節省桌面空間。

了解更多
商務客戶熱線 : 8100 3082

https://store.hp.com/hk-zh/default/monitors.html?hp_facet_subbrand=EliteDispl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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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Z 系列工作站

強大效能		唾手可得
如你的工作講求強大運算效能及進階圖像處理裝備，HP Z 系列工作站絕對能滿足你的要求。流動工作用家更可選擇 ZBook 

系列流動工作站，確保辦公室內外均能達至最高生產力。

ZBook	Studio	中小企推介配置

•	Intel® CoreTM	i7-9850H	處理器

•NVIDIA® Quadro® P1000	圖像處理器

•記憶體：32GB	DDR4

•儲存：512GB	PCIe	SSD

HP	Z2	Tower	Workstation	中小企推介配置

•	Intel® CoreTM	i7-9700	處理器

•NVIDIA® Quadro® P2200	圖像處理器

•記憶體：32GB	DDR4

•儲存：512GB	SSD	及	2TB	硬碟

ZBook Studio
輕身設計，強大效能
最高可配置	 Intel® Core™ i9	八核心或	Xeon® 六核心中央處理
器，NVIDIA® Quadro® P2000	圖像處理器，而重量僅有2kg。

DreamColor 顯示屏
HP	DreamColor	技術可顯示十億種顏色，600	nits	亮度及支援	100%	
Adobe		RGB，為用家提供最準確的色彩，媲美專業級桌上顯示屏。

最安全流動工作站
支援	HP	Sure	View	防窺視屏幕，以及	RAID	1	備份，從外到內全面
保護資料安全。

HP Z2 Tower Workstation
免工具設計
無須任何工具即可更改內部零件配置，大幅提升維修及升級效
率。

圖像處理不二之選
最高可配置	Intel® Core™ i9	或	Xeon® 八核心中央處理器，NVIDIA® 

Quadro® RTX	6000	圖像處理器，輕鬆運行	CAD/	BIM	檔案。

行內獨家實時協作
支援	HP	遠程圖像軟件，將一部桌面工作站的畫面實時傳輸到其
他電腦，其他同事可即時協作檢視，或交互操作。

了解更多
商務客戶熱線 : 8100 3082

https://store.hp.com/hk-zh/default/desktops/business-desktops/z-workst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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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POS 系統解決方案

顛覆客戶體驗
HP POS 系統擁有無懈可擊的外型，同時具備強大效能。無論企業規模大小，HP 零售方案結合營運所需的強大效能及安

全性，能提供符合顧客期望的便利、品質穩定的服務。

模組化零售系統
模組式平台均具備增強的安全性，能為零售商和餐飲業者帶來因
應各種不同使用案例的彈性，同時也能提供各項關鍵績效的功
能，即使是運用到要求最嚴格的環境中也能游刃有餘。

可轉換式零售系統
HP	Engage	Go	是一款時尚美觀的多功能系統，適用於傳統與流
動	POS，無論客戶身在店內何處，都可以協助商戶進行交易。

周邊設備
從條碼掃描器到發票印表機，還有多種現金抽屜及顯示器可供選
擇，能依造需求客製你的	POS	系統。

All-in-One	零售系統
一體化零售系統有設計迷人時尚，且內建安全性、長效續航力及
靈活度，為零售產業劃下全新世代。

了解更多
商務客戶熱線 : 8100 3082

https://www8.hp.com/hk/zh/desktops/business-desktops.html#modal=r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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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Device as a Service (DaaS)

一站式	IT	設備及專業服務
提升靈活性及效率
HP DaaS 提供完善電腦管理解決方案，顯著提高員工生產力和 IT 效率。只需一個費用，就可享一站式電腦設備連支援服

務。由選擇合適的硬件及配件，以至電腦生命週期的服務及支援，HP會為你安排好一切，真正滿足你的需要。

配合工作的合適裝置

選擇能滿足你業務獨特需求的裝置組合，備有一系列	HP	商用筆記簿型電腦、桌面電腦、流動及專門產品，任

君選擇。

高瞻遠矚的管理

保障及管理多操作系統裝置的安全*，透過HP	TechPulse主動地識別及減輕問題，以及讓我們的服務專家**為你

執行日常管理。

為你的業務提供靈活性

度身訂造你的解決方案，制訂裝置生命週期服務與財務條款，以迎合你的需要，並享每部裝置單一價格。

與別不同的服務

卓有洞見的預測性分析
透過	HP	TechPulse	識別、預測及解決問
題—這是使用機械學習、預先配置邏輯
及語境相關數據來進行分析，並提供裝
置、應用程式及使用見解，以助你最有
效善用IT	開銷與資源的方法。

減輕 IT 工作負擔
我們的服務專家**使用	HP	TechPulse	分
析及現代化管理工具**來管理你的混合
操作系統裝置。^

專為任何預算而設
善用	HP	財務服務+，這是一個靈活的付
款解決方案，條款能因應你的企業規模
和工作來制訂	—	或引入你自己的私人、
合作夥伴或第三方財務服務。

*	 有關系統要求的完整資料，請瀏覽	www.hpdaas.com/requirements。
**	 HP	統一端點管理由	HP	DaaS	加強版或高級版計劃的	HP	服務專家提供。服務專家使用由	AirWatch	提供支援的	VMware	Workspace	ONE	來提供服務。對於使用	Microsoft	Intune	的客

戶，可要求我們的專家使用其現有授權來管理。請查看你所在國家/地區的適用選項。
^	 iOS	裝置乃於操作系統內進行了加密。有關系統要求的完整資料，請瀏覽	www.hpdaas.com/requirements。
+ 需要	ServiceNow	授權且此授權另行出售。此外還需要從	hpdaas.com	安裝	HP	DaaS	應用程式，而且要具備有效的	ServiceNowITSM	軟件授權。

了解更多
商務客戶熱線 : 8100 3082

https://www8.hp.com/hk/zh/services/daa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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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打印   與企業同步進化

更小、更快、更醒目
採用 JetIntelligence 技術的 HP LaserJet 鐳射打印機體積比過往型號減小 40％；

首頁打印速度提升46％^；雙面打印速度提升71％#；能源消耗降低 53％+。

流動業務 無縫打印
HP 流動打印方案包括 HP ePrint、AirPrint 及 HP Smart 應用程式，讓你可以智能

手機或平板電腦進行無線打印。指定型號更支援無線直印及NFC打印。

提升工作效率
HP Web Jetadmin 是屢獲殊榮的管理軟件，方便管理打印機隊及提升控制權。

HP Universal Print Driver 以簡單易用的操作介面為打印機進行升級或設定。

HP Color Access Control** 幫助企業減少不必要的彩色打印量。

保持數據和設備安全
HP Access Control 為企業內部提供打印身份驗證及授權。

Instant-on Security 能自動啟動保安設定，節省時間並降低風險。

耗材防偽技術及碳粉 
自動移除封條保障質量

最新技術大大提高 
打印頁數

ColorSphere 3 碳粉提升 
打印質素

自1996年至2019年，HP	均

為亞太區	(日本除外)	銷量	

No.1	的鐳射打印機*品牌。

每部	HP	打印機都經過精心

設計，配備嶄新打印科技，

提供出色性能及成本效益，

確保你的企業擁有最佳打印

環境。

*	資料來源：IDC	亞太區	(不含日本)	硬體周邊設備季度追蹤報告，2019Q4。報告數據並不包括日本市場。亞太區	(不含日本)	是指以下地區	–	澳洲、香港、印度、印尼、韓國、馬
來西亞、新西蘭、菲律賓、中國、新加坡、台灣、泰國、越南及其他亞洲地方。

^	以ISO	/	IEC	17629進行測量。請到	www.hp.com/go/printerclaims了解更多。實際速度取決於系統配置、應用及驅動程式和文檔的複雜性。
#	截至2015年8月，根據HP內部測試，以首三個主要競爭打印機品牌由睡眠模式至雙面打印及影印速度計算。
+	根據HP於2015年1月公佈的內部測試，實際結果可能不同。有關詳情，請參閱	www.hp.com/go/LJclaims。
**需啟用第三方應用程式。詳情請參閱	www.hp.com/go/mobilepr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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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OfficeJet Pro 打印機

HP OfficeJet Pro 8020 
打印•影印•掃描•傳真

•	打印速度：每分鐘29/25頁	 
(黑白/彩色)

•	2.7” 輕觸式彩色顯示屏

•	自動雙面打印

•	內置	10/100以太網及 
無線	802.11b/g/n

•	支援流動打印技術	-	HP	ePrint,	 
Apple	AirPrint	and	Wi-Fi	Direct	Print

HP OfficeJet Pro 9010
全雙面打印•影印•掃描•傳真

•	打印速度：每分鐘32/32頁	 
(黑白/彩色)

•	2.65” 輕觸式彩色顯示屏

•	備有35頁自動送稿器

•	內置	10/100以太網及 
無線	802.11b/g/n

•	支援流動打印技術	-	HP	ePrint,	 
Apple	AirPrint	and	Wi-Fi	Direct	Print

HP OfficeJet Pro 9020
全雙面打印•影印•掃描•傳真

•	打印速度：每分鐘39/39頁	 
(黑白/彩色)

•	2.65” 輕觸式彩色顯示屏

•	支援單次雙面掃描

•	內置	10/100以太網及 
無線	802.11b/g/n

•	支援流動打印技術	-	HP	ePrint,	 
Apple	AirPrint	and	Wi-Fi	Direct	Print

*	大部份售價低於	$400	美元之彩色鐳射打印機，截至	2015	年	2	月。根據OJ	ISO	yield	使用最高容量墨盒，在預設模式下連續打印的每頁成本。 
請瀏覽www.hp.com/go/learnaboutsupplies		

HP 智能任務慳時間達 50%

在	HP	Smart	App	內預設快速鍵，一按即可完成

經常重覆的步驟。*

周全保安可靠網絡

確保打印文件資料安全，萬無一失。並備

有	WiFi	修復功能，令打印機時刻連線。

全雙面功能   慳紙環保

支援雙面打印、雙面掃描及影印、雙面傳

真，環保之餘更亦減省儲存空間。

全方位支援流動打印

透過	HP	Smart	App	免費手機程式，隨時隨

地完成打印、掃描和影印等工作。

全新商務多合一噴墨打印機
機智功能與中小企拍住上

了解更多
商務客戶熱線 : 8100 3082

https://store.hp.com/hk-zh/default/printers/personal-and-home-printers/officeje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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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Smart Tank 高印量系列

供墨系統		黑白每頁低至1仙*

HP Smart Tank 智醒供墨打印機系列，是高印量用家經濟之選。採用創新的補充墨水系統，當墨水快將用完，注入墨水

即可繼續使用。客戶並可享延長至兩年的保養服務#。

*	每頁打印成本根據預計黑色及三色	(靛藍	/	洋紅	/	黃)	的可打印頁數，以HP的方法並連續打印ISO	 /	 IEC	24712	測試文件而得出。並非依照ISO	 /	 IEC	24711測試步驟。實際打印量
根據打印文件內容及其他因素而有所不同。部份包裝盒內之墨水會用作開機設定。更多有關補充墨水及打印量詳情，請參閱hp.com/go/learnaboutsupplies。#墨水打印量高達
8,000頁彩色或6,000頁黑白包括：根據HP方法，打印文件以每支黑色及彩色	 (	靛藍	 /	洋紅	 /	黃)	墨水之平均值，及連續打印ISO	 /	 IEC	 24712測試文件之結果計算。並非依照ISO/ 
IEC 24711測試步驟。需一支額外黑色墨水以打印8,000頁彩色測試文件。實際打印量根據打印文件內容及其他因素而有所不同。部份包裝盒內之墨水會用作開機設定。更多有
關補充墨水及打印量詳情，請參閱hp.com/go/learnaboutsupplies。須依照設定指示使用。^打印效果比其他墨水持久22倍。假設打印文件及相片以OEM墨水打印並展示於玻璃底
下。與受測試的同級OEM	供墨系統比較。詳見2017	年6	月8	日的陳述及Wilhelm	Imaging	Research	報告，請參閱http://Wilhelm-research.com	及hp.com/go/printpermanence。

更抵印更多 

一套墨水可印高達8,000頁，或多達6,000張黑白

文件。每頁黑白打印成本低至1仙*，彩色亦只需 

3.6	仙*。

企理不漏墨

獨家	Spill	Free	防漏樽口設計	，補充墨水過程乾淨

企理，	不會洩漏墨水。

HP優質打印 

黑色墨水採用顏料性油墨，防水不退色，效果

比其他墨水持久22倍^。

輕鬆流動打印及掃描 支援最新Smart Task

利用	 HP	 Smart	 app，透過手機鏡頭掃描檔案並

分享至雲端，或連接	Dropbox	或	Google	DriveTM 

打印文件或圖片。支援Smart	 Task，預設快速

鍵，輕鬆完成常用文件處理步驟。

HP Smart Tank 515 
無線接駁•打印•掃描•影印

•	打印速度：每分鐘22/16頁		(黑白/彩色)

•	提供無邊相片打印

•	支援流動打印如AirPrint、無線直印	(Wireless	Direct	Print)
及HP	ePrint

•	附送	OCR	字符識別軟件

•	內置雙頻WiFi	無線網絡

HP Smart Tank 615
無線接駁•打印•掃描•影印•傳真

•	打印速度：每分鐘22/16頁	(黑白/彩色)

•	配備35頁自動送稿器

•	提供無邊相片打印

•	支援流動打印如AirPrint、無線直印	(Wireless	Direct	Print)
及HP	ePrint

•	附送	OCR	字符識別軟件

•	內置雙頻WiFi	無線網絡

了解更多
商務客戶熱線 : 8100 3082

https://store.hp.com/hk-zh/default/printers/personal-and-home-printers/smart-tan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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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LaserJet 鐳射打印機

穩定可靠、專業質素兩者兼備
HP LaserJet 鐳射打印機以可靠性能及低成本而廣商業用家採用，無論是普通文件、圖像報表等皆可提供卓越表現及打印

質素，提升辦公室生產力。

可靠優質 —	HP	鐳射打印機信譽超著，打印質素無庸置疑。

流動打印 — 使用	HP	Smart	app	應用程式^，輕鬆從手機或平板直接打印。

HP JetIntelligence 打印技術#	—	HP	LaserJet	Pro	打印機圍繞突破性碳粉化學技術	JetIntelligence	而製造，球型碳粉令打印文字及圖像清
淅細膩，黑色結實，並且節省更多能源消耗，提升打印速度。

HP LaserJet Pro MFP 
M28w
打印•影印•掃描

•打印速度：每分鐘18頁	(黑白)

•支援無線網絡

•配備自動開/關技術，節省耗電量

•體積僅為	360	x	264	x	198mm 
(闊x深x高)

HP LaserJet Pro MFP 
M227fdw
打印•影印•掃描•傳真

•	打印速度：每分鐘28頁	(黑白)

•	支援雙面打印

•	支援無線網絡及以太網

•	2.7” 彩色輕觸式彩色顯示屏

HP Color LaserJet Pro 
MFP M183fw
打印•影印•掃描•傳真

•	打印速度：每分鐘16頁	 
(黑白/彩色)

•	支援無線網絡及以太網

•	備有35頁自動送稿器

HP Color LaserJet Pro 
MFP M283fdw
打印•影印•掃描•傳真

•	打印速度：每分鐘21頁	 
(黑白/彩色)

•	支援雙面打印

•	2.7” 彩色輕觸式彩色顯示屏

•	從	USB	直接打印及掃描	Microsoft	
Office	文件

^	須下載	HP	Smart	app	應用程式。詳情請瀏覽	http://support.hp.com/us-en/document/c03561640。有關本機打印要求的詳情，請瀏覽	hp.com/go/mobileprinting。
#	 詳情請參閱http://hp.com.hk/newlaserjets
*	全球最細鐳射多合一打印機：基於與大部分價格低於100美元的黑白鐳射打印機和價格低於150美元的多合一黑白鐳射打印機的比較；HP內部關於截至2017年10月9日公開的打
印機製造商產品規格調查；以及HP委託進行的2017年BLI研究。市場份額得自IDC	 2017年第2季的季度實體週邊裝置追蹤報告。HP	 LaserJetPro	 M15所度量之體積為100.64平方
吋，HP	LaserJet	Pro	MFP	M28所度量之體積為148.2平方吋。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keypointintelligence.com/products/samples/new-hp-laserjet-series

個人或小型工作組

同級全球最細 
多合一打印機*

了解更多
商務客戶熱線 : 8100 3082

https://store.hp.com/hk-zh/default/personal-pr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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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LaserJet 鐳射打印機

超卓的性能及高度安全
全新推出的 HP LaserJet Pro及 Enterprise 系列，為企業帶來更高的打印及文件管理性能，並提供業界最深層防護，提供

絕佳的安全保障及生產力。

全球最安全的打印技術* — 多層深入防護，全天候保障資料安全。

極高的生產力，高速性能 — 速度可高達每分鐘	65	頁，助你加快工作流程，完成高印量作業。

效能提升 — JetIntelligence	技術的原廠	HP	碳粉盒，讓你打印更多頁，並且有助保護你的打印機。

HP Color LaserJet Pro 
M454dw
彩色打印

•	打印速度：每分鐘27頁	 
(黑白	/	彩色)

•	支援自動雙面打印及無線網絡

•	適合	3	至	10	人使用，每月打印
量可達	50,000	頁

HP Color LaserJet 
Enterprise MFP 
M681dh
打印•影印•掃描 

•	打印速度：每分鐘47頁	 
(黑白	/	彩色)

•	支援自動雙面打印

•	適合	10	至	30	人使用，每月
打印量可達	100,000	頁

HP Color LaserJet 
Enterprise MFP 
M577dn
打印•影印•掃描 

•	打印速度：每分鐘40頁	 
(黑白	/	彩色)

•	支援自動雙面打印及以太網

•	適合	10	至	30	人使用，每月打印
量可達	80,000	頁

HP LaserJet Enterprise 
MFP M631dn 
打印•影印•掃描 

•	打印速度：每分鐘52頁	(黑白)

•	支援自動雙面打印及以太網

•	適合	10	至	30	人使用，每月打印
量可達	300,000	頁

*	詳情請參閱http://www8.hp.com/hk/zh/printers/laserjet.html。

中型工作組或部門

了解更多
商務客戶熱線 : 8100 3082

https://store.hp.com/hk-zh/default/business-pr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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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打印低至每月$49
選用經濟實惠而又靈活方便的HP智易印打印計劃為你提供一站式打印、耗材及保養服務，全面滿足你的打印需要，費用

更低至每月HK$49起，比單獨購買硬件、耗材及保養節省高達35%。

智易印打印月費計劃

HP OfficeJet Pro 7740 
All-in-One
A3 打印、影印、掃描、傳真

套裝包括：
•	升級至	2	年標準上門保養
•	黑白及彩色打印耗材三套	 
(每盒可打印	6,000	及	4,800	頁)

特點：
•	適合	1-5	人公司
•	支援	A3	打印

HP Color LaserJet Pro 
MFP M479fdw
打印、影印、掃描、傳真

套裝包括：
•	升級至	3	年標準上門保養
•	黑白及彩色打印耗材一套	 
(每盒可打印	7,500	及	6,000	頁)

特點：
•	適合	5-10	位用家
•	自動雙面打印
•	支援單次雙面掃描
•	支援	HP	ePrint	/	HP	Smart	App	/	
Apple	AirPrint	/	Google	Cloud	Print

有關推廣計劃詳情、付款方法及送貨細則，請參閱 store.hp.com/hk 或向 HP 中小企專門店店員查詢。

月費 : HK$49
智易印 

月費 : HK$219
智易印 

月費 : HK$399
智易印 

了解更多 :

月費 : HK$269
智易印 

HP LaserJet Pro  
MFP M428fdw
打印、影印、掃描、傳真

套裝包括：
•	升級至	3	年標準上門保養
•	黑白打印耗材兩套	 
(每盒可打印	10,000	頁)

特點：
•	適合	5-10	位用家
•	自動雙面打印
•	支援雙面打印、影印及掃描
•	支援	HP	ePrint	/	HP	Smart	App	/	
Apple	AirPrint	/	Google	Cloud	Print

HP OfficeJet 5220  
All-in-One
打印、影印、掃描、傳真

套裝包括：
•	升級至	2	年標準上門保養
•	黑白及彩色打印耗材一套	 
(每盒可打印	480	及	330頁)

特點：
•	適合	1-5	位用家
•	支援無邊打印
•	DDW	立體色準提升技術節省 30% 

節省 14% 

節省 35% 

節省 34% 

了解更多
商務客戶熱線 : 8100 3082

https://store.hp.com/hk-zh/hp-freedom-to-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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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PageWide 打印機

驚人速度		環保慳電

全球最強保安打印機		防止文件資料外洩

*	能源效益聲明：用電量是根據Typical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TEC)刊登於energystar.gov之數據。數據截至2015年11月，並已經過標準化以評估售價為$300-$800美元級別以內的 
商用打印機，以及售價為$400-$1,000美元之多功能打印機。巿場佔有率乃根據IDC於2015年第三季之數據。實際結果或會有所差異。有關詳情，請瀏覽hp.com/go/pagewideclaims。

^	能效聲明是基於截止2016	年11	月energystar.gov	上報告的所有TEC	資料。資料經過標準化，以確定公佈速度為	20	至	80	頁/	分鐘的同類	A3	彩色鐳射打印機	(	其他	HP	PageWide	產
品除外)	之能源效益。視乎裝置設定而定。實際結果可能有所不同。

#	根據Buyers	Lab	Inc.	於2014	年7	月之測試報告顯示，以打印每15,000	張計算，HP	OfficeJet	Pro	X576dn	的打印浪費表現，比其他售價低於$1,000	美元之同級別競爭對手之彩色多
功能鐳射打印機，以及售價低於$800	美元之彩色鐳射打印機減少浪費高達94%。根據IDC	於2013	年第三季之數據的打印浪費表現，比大部份售價低於$3,000	美元之彩色多功
能鐳射打印機減少浪費高達90%。

+	ISO	Class	5	Cleanroom	無塵室認證適用於HP	PageWide	P77740	and	P77760	系列。能效聲明是基於截止2016	年11	月energystar.gov	上報告的所有TEC	資料。資料經過標準化，以
確定有關能效比較機種為截止	2015	年11	月，$300	美元至	$800	美元的同級商用打印機及	$400	美元至	$1,000	美元的多功能打印機的大部份型號。市場份額來自IDC	截止2015	
年第三季之報告。實際結果可能有所不同。有關詳情請瀏覽：www.hp.com/go/pagewideclaims。

碳排放減少55%

每部	PageWide	打印機可以為學校的打印環境減少

55%	碳足跡*。

耗電量減少73%

PageWide系列耗電量與同級鐳射打印機比較，耗

電量平均低多達73%^。

物料使用減少94% 

HP提供減廢方案，物料遠較同級鐳射打印機少	

94%#。

獲 ISO 無塵室認證 使用更安心

HP	 PageWide	 系列達國際環保標籤的碳排放標

準，個別型號更獲	ISO	Class	5	Cleanroom	無塵室

認證+	，不會影響室內空氣質素。

自動重新啟動

1. 檢查操作模式

HP Sure Start 
檢查 BIOS 編碼，有必要更會以「黃金備份」來
安全地重新啟動打印機。

2. 檢查操作模式

白名單 (Whitelisting) 
在啟動時檢查靭體是否真實並獲 HP數碼簽署的
編碼。

3. 檢查打印機設定

HP JetAdvantage Security Manager 
重新啟動後，為受影響的裝置安全設定進行檢查和
修復。

4. 持續監察狀況

入侵偵測 
監視內存記憶體活動以持續檢測和阻止攻擊。

HP 連接檢測 
檢查傳出的網絡連接，以阻止可疑連接請求並阻止
惡意軟件。

了解更多
商務客戶熱線 : 8100 3082

https://store.hp.com/hk-zh/default/printers/business-printers/pagewide-pr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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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A3 多功能打印機

彩色成本低		扭轉你的影印機體驗
要有效管理打印機及影印機而同時無需提高成本或對保安作出妥協，一向都是艱巨的任務。但從今以後，只需選用全新 

HP A3 多功能打印機系列及配套服務，即可滿足你旳各種需要，讓你無需再為打印及管理打印機而煩惱。

HP Color LaserJet Managed 
MFP E77830dn
打印•影印•掃描

•	配備保安功能	(	BIOS防護、固件白名
單、運行時進行內存和網絡流量檢查）

•	自動雙面掃描速度：高達160	ipm 
(黑色/彩色）

•	HP打印產品性能可靠，時刻保持正常 
運行時間，工作暢通無阻

•	支援Air	Print、HP	ePrint

HP PageWide Managed 
Color MFP E77660z
打印•影印•掃描

•	獲得ISO	Class	5	無塵室認證

•	配有內部釘裝處理器和釘書機

•	以Accent	Color	模式打印，少量彩色 
亦當黑白計

•	自動雙面掃描速度：高達240	ipm 
(黑色/彩色）

•	配備保安功能	(	BIOS防護、固件白名
單、運行時進行內存和網絡流量檢查）

HP Color LaserJet Managed 
Flow MFP E87660z
打印•影印•掃描

•	配備保安功能	(	BIOS防護、固件白名
單、運行時進行內存和網絡流量檢查）

•	內置OCR字符辨識軟件

•	HP打印產品性能可靠，時刻保持正常
運行時間，工作暢通無阻

•	自動雙面掃描速度：高達240	ipm 
(黑色/彩色）

*	以	A4	文件計算。
^		以上計算基於	2018	年1月12	日	HP	Carbon	Footprint	Calculator	內之數據，選取	HP	PageWide	及同級	HP	鐳射打印機，假設	5	年共印120,000	張	A4	(即每月平均印	2,000	張	A4)	所需
之耗電量，再乘以香港中華電力平均每度電收費為	$1.04	而計出之電費金額作比較。詳情請參閱	hp.com/go/carbonfootprint。

彩色每頁低至$0.5*

從此唔使再就住印。

5	年慳成	$4,700	電費，

夠你租用HP	PageWide	

A3	MFP	九個月^ 。

HP全球最安全打印機能助你將易受

攻擊的網絡打印機變得牢不可破。

唔駛硬食Copier要你commit嘅用

量，印幾多畀幾多。

HP	PageWide	A3	MFP可租可

買夠靈活。

了解更多
商務客戶熱線 : 8100 3082

https://www8.hp.com/hk/zh/printers/a3-multifunc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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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設最低消費			
HP打印機抄錶計劃極具彈性，印幾多俾幾多，不設最低消費；並有專人跟進耗材及維修保養，靈活更具彈性，有效減低

行政成本！適用於新購置或現有 HP 打印機，統一管理，節省更多＃！

打印機抄錶計劃

不設最低消費   合約低至 3 年

打印月費按照實際印量計算，絕無其他隱含成

本。合約可短至三年，極具彈性。

少量彩色   當黑白計

特選	PageWide	 型號提供 Color	Accent 模式， 

如彩色範圍少於約0.5平方英吋，即當黑白打印 

計算^。無需額外成本，更多色彩效果。與市面 

一般彩色影印機比較更實惠。

合約期內提供維修保養

合約期內提供上門維修保養服務，全無後顧之

憂。

打印耗材自動報錶及補充

當打印耗材即將用完，自動報錶系統會通知經

銷商將油墨盒或碳粉盒送到公司，簡化流程，

節省行政時間及成本。

每頁打印成本：
A4 彩色 HK$0.5*
黑白 HK$0.05

HP Color LaserJet Managed  
MFP E77428dn 
打印•影印•掃描

•	配備保安功能	(	BIOS防護、固件白名單、運行時進行內
存和網絡流量檢查）

•HP打印產品性能可靠，時刻保持正常運行時間，工作
暢通無阻

•支援Air	Print、HP	ePrint

特選型號切合需要   

HP PageWide Managed  
Color MFP P77940dn
打印•影印•掃描

•	以Accent	Color	模式打印，少量彩色亦當黑白計

•	獲得ISO	Class	5	無塵室認證

•	自動雙面掃描速度：高達120ipm（黑色/彩色）

•	配備保安功能	(	BIOS防護、固件白名單、運行時進行內
存和網絡流量檢查）

*	適用於A4。
#	須簽合約，並購買或月租兩部或以上。上述上台計劃內容及價格只供參考用,最後價格取決於各HP經銷商的決定，計劃內容及價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Accent	Color	技術適用於指定型號HP打印機的打印功能，在單一頁面上偵測到少量的彩色少於將近1/2	平方英吋時，便會以accent	color頁面計算，例如：以小型公司標誌，以彩
色的超連結，或一些使用彩色強調顯示的文字。文件彩	色內容亦須達到以下標準，即按黑白文件收費：(1)	100	個字元以下；(2)	採用ARIAL字體，文字小於10	pt.；(3)	可附底線
格式，功能及費用以最終合約為準。

+	根據ISO/IEC	24734標準，以完成打印第一份ISO測試文件後開始計算，詳情請參閱www.hp.com/go/printerclaims。

了解更多
商務客戶熱線 : 8100 3082

https://www8.hp.com/hk/zh/printers/a3-multifunc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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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用碳粉盒–	不利營商

原裝	HP	耗材
更高打印質素，印出可持續世界新一頁。

12017	年	12	月由	HP	委託	WKI	Blue	Angel	對室內空氣質量的合規性研究。該研究測試了	4	個新建的兼容碳粉盒品牌，它們都是市場出售以替代	HP	LaserJet	Pro	MFP	M425dn	連碳粉
盒	280A	的產品。測試按照	Blue	Angel	RAL-UZ	205	的規格進行。請參閱	http://h20195.www2.hp.com/v2/GetDocument.aspx?docname=4AA7-1981ENW	22018	年由	HP	委託的亞太供應
回收研究	InfoTrends。	研究結果來自對	45	家回收再造商、22	家	NBC	製造商、12	家改裝填充墨盒牌子和	11	家經銷商訪談的平均結果。請參閱	www.hp.com/go/AP-2018InfoTrends	
32018	年	8	月由	HP	委託進行的市場策略國際研究。研究結果基於來自	HP	ServiceOne	合作夥伴的	343	項調查，而這些合作夥伴有	6	個月經驗，去檢修在過去	12	個月內安裝的	HP	
黑白單色及／或彩色鐳射噴墨式打印機連原裝	HP	碳粉盒及非	HP	碳粉盒。研究在	6	個國家進行：中國、印度、印尼、南韓、泰國、澳洲。請參閱	www.marketstrategies.com/hp/
APJ-Technician2018.pdf	42018	年	11	月由	HP	委託	SpencerLab	進行的黑白單色可靠性研究，比較了原裝	HP	碳粉盒及	4	個品牌新建的碳粉盒，它們兼容	HP	LaserJet	Pro	400	M401	
及	Pro	P1102	printers、HP	80A	及	88A	碳粉盒。	請參閱	www.spencerlab.com/reports/HPReliability-APJ-NBC2018.pdf	或	www.spencerlab.com/reports/HPReliability-APJ-NBC2018NB.pdf

不利室內空氣質素
代用碳粉盒或會：

•	超過生態標籤的排放上限1

•	導致室內空氣質素下降1

不利環境
研究顯示：

•	用完的代用碳粉盒幾乎全數送往堆填區2

•	製造商通常沒有循環再造回收計劃2

損害你的打印機
測試和調查顯示：

•	使用非	HP	碳粉盒令打印機技術維修打印機的次數相當於使用原裝	HP	碳粉盒的	3	倍3

•	每四個非	HP	碳粉盒出現的問題，就有多過	一個會導致打印機損壞3

•	31％的代用品開包裝即不能使用4

為何選購原裝 HP	油墨盒及碳粉盒？
我們的油墨及碳粉配方背後隱含眾多科學知識和研究，以確保每個碳粉盒能與你的打印機完美配合。

卓越設計，效果始終如一。
原裝	HP	碳粉盒性能穩健，

信心之選。

環保之選
碳粉盒的設計易於回收和
減少浪費，關顧地球生態。

讓你引以為傲的優質打印
使用原裝	HP	碳粉盒，
體驗出色的優質打印。

確保室內空氣質素
HP	原裝碳粉盒獲得多項認證，

保障室內空氣質素

了解更多
商務客戶熱線 : 8100 3082

https://store.hp.com/hk-zh/default/hp-inkntoner-family


24

無間斷技術支援
中小企的IT問題複雜繁瑣，動輒影響公司運作。現在只需一個月費，HP專業工程師團隊便會隨時為你解決IT問題，提供

全方位專業技術支援服務。服務包括電腦設備、伺服器及網絡設備*，確保整個IT系統得到全面保障。 

HP Smart Service 技術支援

有關計劃詳情，請向店員查詢。

 熱線支援 基本 低用量 中用量 高用量

 個人電腦數目	 1-5	台	 1-5	台	 6-10	台	 11-20	台	 21-40	台

定期上門支援^	 1次 ( 上門查驗 )	 每 3 個月 1次	 每 3 個月 1次	 每月 1次	 每月 1次

電話支援	 	 	 無限

遙控支援   無限

上門支援^	 -	 6 小時	 12 小時	 20 小時	 30 小時

上門支援服務
遇到遙控支援不能處理的複雜問

題，HP 工程師會親自造訪進行檢

查。若你希望工程師上門提供專業

意見，我們更可於下一個工作天內

安排有關服務。

定期上門支援服務
Smart	Service工程師會定期拜訪，

為 IT 設備進行預防性檢查，務求

令所有設備運作順暢。

全天候支援熱線
遇到各種疑問，用家可致電支援熱線，

我們的工程師會親自接聽你的電話，

提供專業意見。

遙控支援服務
我們會遙距助你解決各種 IT 疑難。快捷的

解決方案，助你盡快恢復公司運作。

Smart Service
1

2 3

4

^	只適用於已簽訂接受HKT維修合約保護的網絡設備。
*	上門服務只限1.5小時

了解更多
商務客戶熱線 : 8100 3082

https://store.hp.com/hk-zh/staging/hp-smart-services


一站式服務			助你輕鬆管理業務

HP 中小企 IT 專門店

旺角專門店（只提供電腦產品）
旺角奶路臣街	8-8A 號
旺角電腦中心	2	樓	222	號舖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日中午	11:30	至晚上	8:30
電話：3188	4971
										6757	8284

灣仔專門店
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
灣仔電腦城	2	樓	263	號舖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日上午	11:00	至晚上	8:00
電話：3704	7100
          5644 3010

HP 網上商店 :  store.hp.com/hk

銷售熱線 ( 商務顧客 ) : 8100 3082 
星期一至五	9:30am	–	6:30pm	( 公眾假期除外 )

hp.com.hk

太子專門店
太子彌敦道	750	號
始創中心	2	樓	254-256	號舖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日上午	11:00	至晚上	8:00
電話：3105	9796
										6284	4977

深水埗專門店
深水埗褔華街	146	至	152	號 
高登電腦中心 1	樓	16B	至 17	號舖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日中午	12:00	至晚上	9:00
電話：3427	9520
										9131	7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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