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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3 香港 SoSIM 銷售點拓展至 

全線超過 400 間屈臣氏及百佳線上線下商店 

$33 享任用*4G 數據    再送$40 屈臣氏現金券    
 

 3 香港將 SoSIM 銷售點拓展至屈臣氏線上線下商店，客戶可於全港超過 400

間屈臣氏和百佳購買和充值 SoSIM。 

 截至本年 3 月底，SoSIM 的銷量已衝破 30 萬張。 

 由即日起至 5 月 13 日，凡於全線屈臣氏購買 SoSIM 儲值卡，可獲額外$40 屈

臣氏現金券^的獨家優惠。 

 由即日起至 4 月 30 日，易賞錢會員於全線屈臣氏門市或網店購買$33 SoSIM

儲值卡，除獲$40 現金券^，亦可享 10 倍易賞錢積分，及星級化妝師網上化

妝班或註冊營養師一對一網上諮詢，高達$440 獨家優惠。 

 3 香港亦推出全新 SoSIM 手機應用程式，讓客戶隨時隨地管理賬戶、查閱用

量、增值和購買服務計劃。 
 

香港，2021年 4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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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今天宣佈，與亞洲最大的保健及美容產品零售商香港屈臣氏合作，於全線香港屈

臣氏的線上線下商店推出 SoSIM 儲值卡。即日起，客戶可於全港超過 400 間屈臣氏和百佳購

買和充值 SoSIM。同時，3 香港亦推出全新 SoSIM 手機應用程式，讓客戶可於手機輕鬆便捷地

管理賬戶、查閱用量、增值及購買服務計劃，盡享流動數碼生活體驗。 
 
和記電訊香港控股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古星輝表示：「早前我們與百佳攜手推出全城至抵

SoSIM 後，反應空前熱烈，截至本年 3 月底，SoSIM 的銷量已衝破 30 萬張。因此，我們決定將

SoSIM 的銷售點拓展至母公司長和集團旗下連鎖健與美品牌屈臣氏，讓客戶可於全港超過 400

間屈臣氏和百佳，以$33 享 30 日任用*4G 數據的 SoSIM 儲值卡，憑藉兩大夥伴龐大的銷售網絡，

進一步開拓預付卡市場的商機。」 
 
香港屈臣氏董事總經理李家樂先生表示：「香港屈臣氏一直以寵愛顧客為出發點，積極為顧

客帶來新穎、優質的 O+O 線上及線下購物體驗。是次很高興與 3 香港聯手合作，憑藉兩家公

司的市場優勢，包括龐大店舖網絡及靈活快捷的 O+O 體驗，顧客可於全線屈臣氏線上線下商

店購買屈臣氏 SoSIM 儲值卡，即享$40 屈臣氏現金券，易賞錢會員更可享 10 倍易賞錢積分，

更有機會專享屈臣氏星級化妝師網上化妝班或屈臣氏註冊營養師一對一網上諮詢服務。購買

$33 SoSIM 儲值卡，會員就可專享高達$440 獨家優惠，享受一站式貼心方便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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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屈臣氏購買 SoSIM    獨家送$40 現金券 

即日起，客戶可於全港超過 400 間屈臣氏和百佳購買 SoSIM 儲值卡，每張$33 包 30 日任用*4G 

數據以及 5,000 本地通話分鐘，兼享 10 倍易賞錢積分獎賞。 
 
由即日起至 5月 13日，凡於全線屈臣氏線上線下商店購買 SoSIM儲值卡，更可獲額外$40屈臣

氏現金券^的獨家優惠，用以選購家庭用品、個人護理、保健及美容產品等，貼心照顧客戶

生活所需。 
 
此外，即日起至 4 月 30 日，易賞錢會員於全線屈臣氏門市或網店購買 SoSIM 儲值卡，並於 4

月 30 日前完成網上登記，可額外獲贈屈臣氏星級化妝師網上化妝班 45 分鐘 （價值$400） 或

屈臣氏註冊營養師一對一網上諮詢 20 分鐘 （價值$238），專享高達$440 獨家優惠。 
 
全新 SoSIM 手機應用程式    增值、查閱用量和購買服務更簡便 

此外，3 香港亦推出全新 SoSIM 手機應用程式。客戶於屈臣氏或百佳購買 SoSIM 後，只需下載

SoSIM App，即可於手機管理儲值卡賬戶，包括查閱儲值卡的數據、話音用量和增值餘額，並

以餘額選購服務計劃及增值服務。當餘額用完後，客戶除可於全港超過 400 間屈臣氏和百佳

增值，亦可透過應用程式以信用卡方式隨時隨地增值，餘額並會於 SoSIM 手機應用程式即時

更新。 
 
於全線屈臣氏或百佳增值 SoSIM     可獲免費飲品 

由 4 月 17 日起至 7 月 8 日，客戶凡於任何一間屈臣氏或百佳增值 SoSIM 儲值卡，即送免費指

定飲品一支，每段推廣期送出不同飲品，包括屈臣氏鹼性水 9.0 、屈臣氏北海道蜜瓜味蘇打

水、屈臣氏蜂蜜水（玫瑰味）等，在炎炎夏日消暑解渴，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欲查詢更多有關 SoSIM 儲值卡的詳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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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Facebook 專頁 

www.facebook.com/threeHK 的最新公佈。有關全線屈臣氏的地址，請瀏覽 

https://www.watsons.com.hk/%20storeLocator。 
 
立即購買屈臣氏 SoSIM 儲值卡：https://www.watsons.com.hk/product-3hk/sosim-prepaid-sim-card-

%28new%29-picture-is-for-reference-only/p/BP_428168。 
 
*首 50GB 為速度高達 42Mbps 的 4G 數據，其後數據速度最高為 128kbps。 
^ $40 現金券為屈臣氏$10 現金券 4 張，每張$10 現金券可於下次購物滿$50 時使用，現金券使用期限為購買產品
後第 1-6 星期內使用$10 現金券 2 張及第 7-8 星期內使用$10 現金券 2 張。受現金券上之條款及細則約束。 
 
 SoSIM 條款及細則請參閱 https://web.three.com.hk/tnc/210326/tnc-sosim-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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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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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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屈臣氏 

屈臣氏是亞洲最大的保健及美容產品零售商，業務遍布 13 個亞洲及歐洲市場，經營近 8,000

家店舖，當中超過 1,500 家提供專業藥房服務。 
 
屈臣氏在港澳擁有逾 200 家分店，其中超過 50 家設有駐店藥房。店舖的專業團隊由註冊藥

劑師、營養師、中醫師、健康指導、健康顧問、美容顧問、母嬰健康顧問及護士所組成，為

顧客提供無微不至的服務。 
 
屈臣氏一直領導著保健及美容產品零售業，為顧客提供個人化的諮詢及建議，配以傲視同儕

的多元化產品種類，令顧客每天都能 LOOK GOOD, FEEL GREAT。自 2009 年起，屈臣氏為亞洲第一

個人護理店/藥房品牌*，同時在歐洲烏克蘭亦為首屈一指的保健及美容產品零售商。 

*《Campaign Asia-Pacific/ Nielsen》2020 年「亞洲一千最佳品牌」逾八千名遍布 14 個亞太區市場
受訪者網上市場調查結果。 
 
香港屈臣氏網站：           http://www.watsons.com.hk/ 

香港屈臣氏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watsonshongkong/ 
香港屈臣氏 Instagram：  https://www.instagram.com/hkwatsons/ 
 
有關屈臣氏集團 

屈臣氏集團於一八四一年在香港創立，現已發展成全球最大的國際保健美容零售商，在二十

七個市場經營十二個品牌合共超過一萬六千家商店，並在全球聘用超過十四萬人。集團二○
二○年財政年度的營業額達二百零六億美元，每年透過我們的 O+O 平台服務超過五十九億名

顧客，為他們帶來科技化的線下及線上購物體驗。 
 
在香港，我們旗下的四個零售品牌共營運超過六百家店舖，包括屈臣氏、百佳、豐澤及屈臣

氏酒窖。集團亦製造並分銷優質飲用水屈臣氏蒸餾水，以及菓汁先生和新奇士果汁飲品。 
 
屈臣氏集團是跨國綜合企業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的成員。長江和記業務遍及超過五十個國

家，經營港口及相關服務、零售、基建以及電訊等四項核心業務。 
 
詳情請瀏覽 www.aswatson.com。 
 
傳媒查詢 

3 香港 

公司事務部 
pr@hthk.com 
2128 5313 
 

香港屈臣氏 

公共關係部 
retailhkpr@aswatson.com 
2687 5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