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香港推出「SoSIM So 賞你」大抽獎
豐富獎品總值高達$330 萬
包括 Samsung 5G 智能手機及百佳現金券





SoSIM 推出以來反應熱烈，成功拓闊儲值卡客戶層面。
將舉行 6 次抽獎，大獎包括 6 部 Samsung 5G 智能手機。
啟動 SoSIM 或替 SoSIM 增值即可自動參加抽獎，增值愈多中獎機會愈大。
加推三大 SoSIM 優惠，繼續全城至抵，至著數。

香港，2020 年 12 月 17 日 – 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和記電訊香港控股；股份代
號︰215）旗下 3 香港，與百佳超級市場（香港）有限公司攜手推出的 SoSIM 儲值卡，
推出以來哄動全城，成為市面上其中一款最受歡迎的儲值卡。3 香港今天宣佈推出
「SoSIM So 賞你」大抽獎，送出豐富獎品包括 6 部 Samsung 5G 智能手機及百佳現金券
等，總值高達$330 萬，再配合精心設計的三大 SoSIM 優惠，勢將全城 SoSIM 熱潮再度升
溫！
SoSIM 反應熱烈 成功拓闊儲值卡客戶層面
憑藉極具吸引力的定價、3 香港的極優網絡及全線逾 250 間百佳及旗下超市包括
FUSION、TASTE、INTERNATIONAL、food le parc、GOURMET、GREAT FOOD HALL 及 SU-PA-DE-PA 等
的龐大銷售網絡，SoSIM 推出短短數周已備受全城追捧，成功拓闊儲值卡市場的客戶層
面。
和記電訊香港控股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古星輝表示：「SoSIM 成功於短時間內吸納學
生、上班族、電玩迷、長者及外傭客戶群，推出不久銷量已突破 10 萬張，成功拓闊儲
值卡市場的客戶層面，顯示 3 香港及百佳的合作產生龐大協同效應。是次舉辦『SoSIM
So 賞你』大抽獎，一方面藉聖誕佳節答謝客戶支持，同時亦鼓勵客戶增值和吸引更多
新客戶，令 SoSIM 成為客戶的儲值卡首選。」
香港百佳超級市場董事總經理任良安表示：「SoSIM 自十一月於百佳推出以來，顧客反
應非常熱烈，除儲值卡外，電子增值碼亦受到顧客歡迎。很多顧客亦向我們反映能於
百佳超市買到如此超值的儲值卡實在非常方便。除了舉辦『SoSIM So 賞你』大抽獎外，
我們更加推三大優惠，為顧客提供比超值更超值的全城至抵儲值卡。」
6 次「SoSIM So 賞你」大抽獎 送出 Samsung 5G 智能手機等豐富獎品 總值高達$330 萬
為吸引更多客戶使用 SoSIM，3 香港將舉行「SoSIM So 賞你」大抽獎，獎品包括 6 部
Samsung 5G 智能手機、角落小夥伴禮品套裝、手機現金券及百佳現金券，總值高達$33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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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SIM So 賞你」活動將於 2020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1 年 3 月 13 日期間舉行 6 次大抽
獎，參加方法簡單，SoSIM 客戶只需於 2021 年 3 月 12 日前，啟動儲值卡或於百佳購買
電子增值碼並成功增值，即可自動參加抽獎。抽獎機會以累積計算，每名客戶中獎次
數不限，而每次抽獎未能獲獎的參加者，將會累積至下次抽獎中，愈早開卡及增值，
中獎機會愈多。3 香港會發送得獎短訊至獲獎的 SoSIM 流動電話號碼通知得獎者。
SoSIM 新增三大優惠 繼續全城至抵 至著數
每張$33 的 SoSIM 抵盡全城，成為全港用戶購買儲值卡的不二之選，3 香港與百佳加碼
推出三大優惠，以滿足不同用戶需要。


$10 購買 30 日任用 Zoom 數據（即將推出）
網上視像會議已成為生活新常態，無論學校上課或工作會議，大多透過如 Zoom 等
程式進行。有見及此，3 香港即將為 SoSIM 推出全新任用 Zoom 數據組合，客戶只
需購買$33 或$88 的本地數據服務組合，即可以$10 購買 30 日任用 Zoom 數據組
合，讓需要網上上課的學生或在家工作的上班族安心上課及工作，不用為數據用
量而操心。



限時增值優惠最後召集
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SoSIM 客戶以百佳電子增值$33 或以上，即可將儲值卡有
效期由增值當日起延長 365 日，於翌日更會額外加送 12,000 分鐘本地通話，讓用
戶於使用上更靈活，尤其方便長者與子女及親友保持聯繫。



高清話音通話組合
SoSIM 新增高清話音通話功能，除了讓客戶可以透過 4G LTE 網絡使用更清晰的通
話，更可在通話期間如常使用 4G LTE 數據服務。高清話音通話組合收費為$18/30 日
起，另更附送高達 12,000 分鐘本地通話。
有效期
30 日
180 日
365 日

服務內容
1,000 分鐘本地通話
高清話音通話功能
5,000 分鐘本地通話
（無限）
12,000 分鐘本地通話

收費
$18
$38
$65

欲查詢更多有關 SoSIM 儲值卡及「SoSIM So 賞你」大抽獎的詳情，請致電 3 客戶熱線
1033、3iChat 網上客戶服務大使 3ichat.three.com.hk、瀏覽 web.three.com.hk/prepaid/sosim/、
web.three.com.hk/prepaid/sosimluckydraw/或 Facebook 專頁 www.facebook.com/threeHK 的最新
公佈。有關全線百佳超級市場的地址，請瀏覽 www.parknshop.com/zh-hk/storeLocator。
備註︰
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號碼：54051、54052、54053 及 54054
有關「SoSIM So 賞你」大抽獎活動詳情，請參閱 web.three.com.hk/prepaid/sosimluckydraw/。
有關 SoSIM 條款及細則請參閱 web.three.com.hk/tnc/200904/tnc-sosim-tc.pdf。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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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3 香港
3 香港是領先的流動通訊服務營辦商，致力在 5G 新世代轉型為數碼營辦商，為個人及
企業客戶提供多元化的流動通訊服務、物聯網及 5G 方案，推動新經濟生態圈的發展。
3 香港分別以 3Supreme、3 及 MO+ 品牌，糅合金融科技、視像點播、電玩和音樂等應用
程式，為不同需求的客戶提供尖端的數據及漫遊服務。
此外，3 香港亦與不同行業的夥伴合作，為企業度身訂制一站式方案，服務涵蓋網
絡、流動裝置、專業顧問諮詢、項目執行及技術支援，協助企業透過流動解決方案提
升工作效率及競爭力。3 香港亦透過「3 智城」計劃，與初創公司及環球企業合作，為
企業及個人客戶開創各種應用場景，加快開拓及推廣涵蓋流動商務、資訊科技、物聯
網及大數據的商業和企業方案，以提升大眾及企業市場的客戶體驗，推動香港成為智
慧城市。
3 香港是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15）的流動通訊業務，和記電訊香
港控股為長江和記實業（股份代號：1）集團成員。有關 3 香港的詳情，請瀏覽
www.three.com.hk。 有關和記電訊香港控股的詳情，請瀏覽 www.hthkh.com。
有關百佳超級市場
百佳超級市場創立於一九七二年，是本港最具規模的超級市場連鎖店，為香港顧客最
信賴的品牌之一。
百佳不斷創新，致力提供物超所值、應有盡有的貨品選擇；不斷提升新鮮、安全及衛
生水平；並創建不同店舖概念，迎合不同顧客群的需要。百佳亦設有網上商店和流動
應用程式，讓顧客隨時隨地選購貨品。
全港首創的百佳「易賞錢」，向顧客提供價格優惠、積分獎賞及免費禮品換領。百佳
在零售市場上之遠見及推動備受業內及社會各界人士嘉許，屢獲殊榮。
百佳在香港及澳門設有約二百八十家分店，是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附屬公司屈臣氏
集團的成員之一。
傳媒查詢
3 香港
公司事務部
pr@hthk.com
2128 3611
百佳超級市場
公共關係部
retailhkpr@aswatson.com
2687 5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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