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香港與豐澤兩強聯手
「3 香港@豐澤」店中店強勢進駐全港 26 間豐澤
全力推動全方位 5G 智慧新生活










全港 26 間「3 香港@豐澤」遍佈港九新界，結合豐澤全港最多的電子
產品及電器零售網絡以及多元產品優勢，強勢拓展 3 香港銷售版圖，
加速 5G 融入生活
3 香港及豐澤兩強攜手轉型為數碼生活服務營辦商，讓顧客享受一站
式服務
精心設計 5G 連豐澤現金券計劃，上台月費$248 起^，送高達$21,000 現
金券
易賞錢會員上台選用指定 5G 月費計劃，每月額外享 10%本地 5G 數據，
兼賺高達 6,000 積分
於全線豐澤均可選購 3 香港服務計劃，更設豐澤限定「同步同路月費組
合」計劃，滿足不同客戶所需

香港，2021 年 1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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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宣佈，與電子產品及家庭電器零售市場上的領導者豐澤攜手合作，
於特選豐澤門市內，增設「3 香港@豐澤」店中店，方便客戶於更多銷售點選購 3 香港
的優質流動通訊服務，包括上台、續約、更換 SIM 卡、轉名、繳費及辦理自動轉賬等服
務，同時推出獨家豐澤現金券以換購多元化的家電產品，易賞錢會員上台更可獲得額
外易賞錢積分及數據用量，全力推動全方位 5G 智慧新生活。
全港開設 26 家「3 香港@豐澤」店中店
「3 香港@豐澤」現已進駐港、九、新界 26 間豐澤門市。3 香港客戶除可於「3 香港@豐
澤」辦理上台、續約、更換 SIM 卡、轉名、繳費及自動轉賬等服務，亦可於豐澤門市選
購多元化的家庭電器。透過 3 香港最強 5G 網絡，配合 99%全港覆蓋#，客戶在體驗極優
質的流動通訊服務之餘，亦可配合至潮數碼產品，盡享舒適便捷的 5G 智慧生活體驗。
和記電訊香港控股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古星輝表示：「我們一直與母公司長和集團旗
下連鎖品牌豐澤合作，是次再度攜手於短短半年內在全港九新界增設了 26 家『3 香港
@豐澤』店中店，不但迅速增強了 3 香港的銷售網絡，更突破傳統流動網絡商的銷售策
略，除方便客戶升級 5G 服務，更可以現金券於豐澤店內選購多元化的家庭電器，有助
我們轉型為數碼生活服務營辦商。此外 3 香港和豐澤的合作亦拓闊了雙方客戶的服務
選擇，兩家公司憑藉各自的優勢，締造協同效應，與客戶開創三贏局面，一起推動 5G
智慧生活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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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澤董事總經理區文慧表示：「豐澤全力發展新零售模式，一直力求創新，實行無縫
線上及線下（O+O）購物體驗，為顧客帶來更優質、更智能的生活。豐澤擁有覆蓋全港
的龐大店舖網絡，配合最多、最新智能科技產品選擇，以及專業團隊一系列多元化的
售後服務。是次很高興與 3 香港聯手合作，憑藉兩家公司的市場優勢，一同強勢引領
全方位 5G 智慧新生活，亦同時見證豐澤成功蛻變為 Smart Living Solution Provider。顧客可
於全港 26 間『3 香港@豐澤店中店』享受優質流動通訊服務外，更可享受嶄新家庭電器
產品體驗。全線豐澤有售的『同步同路月費組合』計劃更提供貼心選擇，因應顧客不
同人生階段推出不同產品服務組合。」
上台指定 5G 計劃送高達$21,000 現金券 易賞錢會員每月享額外 10%本地數據
由即日起，客戶於「3 香港@豐澤」選用指定 5G 月費計劃，包括 SIM 月費計劃、機王月
費計劃及共享 SIM 月費計劃等，月費只需$248 起^，即可獲豐澤現金券。如客戶選用共
享 SIM 月費計劃，首兩張 SIM 每張月費$614，另可以每張$120 的月費額外加配最多 3 張
SIM，每張加配 SIM 更可增加多達 27GB 共享 5G 數據，與家人共享極速 5G 數據外，更可
獲$21,000 豐澤現金券，全家齊齊換購心頭好。
客戶憑豐澤現金券，在合約期內可於「3 香港@豐澤」選購智能手機、家庭電器及至潮
數碼產品*，包括純淨飲水機、手提攪拌機、風扇暖風空氣清新機、健康烤焗爐、電腦、
智能電視和影音組合等。客戶以豐澤現金券選購任何 Samsung Notebook，更可額外獲 3%
折扣。
另外，指定信用卡持卡人於 2 月 28 日或之前上台，合約期內更可享每月 33%額外本地
5G 數據，多達每月 66GB。另外，易賞錢客戶更可尊享 5G 上台優惠，包括賺取多達 6,000
易賞錢積分，以及每月獲享額外 10%本地 5G 數據，每月最高可獲多達 20GB。熱賣月費
計劃詳情︰

5G月費

$248
$288
$388

每月+$58
另購
4.5G「任用
數據王」

每月本地5G數據
（包括合約期內額外本地5G數據）
指定信用卡
易賞錢
持卡人專享
客戶專享
5G SIM月費計劃

27GB 20GB

22GB 20GB

其後任用4.5G數據

其後任用4.5G數據

40GB 30GB

33GB 30GB

其後任用4.5G數據

其後任用4.5G數據

133GB 100GB

110GB 100GB

其後任用4.5G數據

其後任用4.5G數據

合約期 豐澤現金券

36個月

$2,000

36個月

$21,000

5G 共享連豐澤現金券計劃
首 2 張 SIM

每張$614

第 3-5 張 SIM 每張$120

266GB 200GB

220GB 200GB

共享 5G 數據

共享 5G 數據

每張+27GB 20GB

每張+22GB 20GB

共享 5G 數據

共享 5G 數據

尚有其他 5G 連豐澤現金券計劃，詳見 web.three.com.hk/plans/fortress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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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路同步月費組合 配合生活數碼產品
除了「3 香港@豐澤」外，客戶可於全港逾 70 間豐澤選購 3 香港的上台計劃，此外亦推
出多款「同路同步月費組合」，客戶上台同時可以低至$20 的驚喜月供價，配搭各式各
樣的生活和數碼產品，包括 Samsung Buds Pro 無線耳機 、Logitech 電腦周邊產品、Fitbit 運
動手環、樂天 Kobo 電子書閱讀器、Bruno 即熱飲水機、多用途烤盤、無線音箱、按摩槍
及血壓心跳計等，滿足不同年齡客戶所需。
余香凝和強尼出席傳媒發佈會 3 香港 5G 現場直播
藝人余香凝及強尼（許博文）亦出席「3 香港@豐澤」店中店傳媒發佈會，親身體驗全
新 5G 智慧生活購物樂趣。余香凝更利用豐澤現金券即場選購心水產品，迎接小生命來
臨，並以 5G 網絡於 Facebook 現場直播，分享一站式智慧新生活的購物體驗。
欲查詢更多有關「3 香港@豐澤」的詳情，請瀏覽 web.three.com.hk/fortress/、致電 3 客戶
熱線 1033、3iChat 網上客戶服務大使 3ichat.three.com.hk 或 Facebook 專頁
www.facebook.com/threeHK 的最新公佈。
有關 5G 連豐澤現金券計劃月費詳情，請瀏覽 web.three.com.hk/plans/fortress5g/。
有關指定信用卡持卡人專享上台優惠詳情，請瀏覽
https://web.three.com.hk/plans/dbs5gplan1/。
有關同路同步月費組合詳情，請瀏覽 www.fortress.com.hk/zt/promotion/3hk-bundle-plan。
有關易賞錢會員專享上台優惠詳情，詳情請瀏覽 web.three.com.hk/plans/mb5gplan/。
條款與細則：
#根據 3 香港之基站數目計算。
^須每月加$58 另購 4.5G「任用數據王」。
*不包括蘋果產品、家庭遊戲機產品（包括 Nintendo、Playstation 及 Xbox）及服務儲值卡（包括 Google、
Sony、Apple、Microsoft、Stream、Netflix、Nintendo、Spotify、JOOX、KKBox 及 Moov）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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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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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豐澤
豐澤創立於一九七五年，為屈臣氏集團的零售業務之一。豐澤現時有逾七十家分店遍
佈全港澳，僱用員工逾一千名。在過去的四十多年來，豐澤在香港人心目中是忠誠可
靠的象徵，並曾獲得多項顧客服務獎項，為品牌樹立了優良聲譽。
作爲電子產品及家庭電器零售市場上的領導者，豐澤致力不斷創新，並為顧客引進更
精彩的購物新體驗。近年，豐澤推出不同的概念及產品專區，配合顧客對生活及品味
的追求，包括搜羅本地原創及全球各地熱門智能產品的 TechLife 概念店、集合多元化型
格家電的 Premium Living 專區、GameZ 電競產品體驗專區，Home Auto 智能家居專區、
Beauty Lab 高端電子美容專區，以及提供全面電訊服務 3 香港@豐澤店中店。
此外，豐澤亦設立 Pro-Team，為顧客提供專業的售後支援服務。擁有豐富經驗的 Proteam 專員會透過「1 對 1 實戰指導」及「功能體驗工作坊」，協助顧客掌握不同產品的
功能和應用。
豐澤透過其網頁(www.fortress.com.hk)、Facebook (www.facebook.com/fortresshk) 、Instagram
(www.instagram.com/fortresshk) 及微博(www.weibo.com/fortresshk)，把市場最新的產品科技資
訊帶給顧客。

傳媒查詢
3 香港
公司事務部
pr@hthk.com
2128 3611
豐澤
公共關係部
retailhkpr@aswatson.com
2687 5602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