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後更新: 13/03/2020

(有效期至: 31/03/2020)

桌上/

手提電腦

產品編號 PC-4A PC-5B
(現貨發售)*

PC-5S PC-6B

個人/團體申請 公眾申請

升級全新 GT1030 顯示卡

升級至1TB硬碟 +$100 +$200

升級至22"顯示屏 +$100 +$150

升級至24"顯示屏 +$150 +$200

滑鼠

單購19"顯示屏 $100 $150

單購22"顯示屏 $150 $200

單購24"顯示屏 $200 $250 有關申請備註及其他條款，請見後頁。 *只適用於即場自取申請。 ^如不包顯示屏，每套桌上電腦減50元

19"LCD 顯示器

4GB DDR3 / 500 GB 

( 圖 片 只 供 參 考 )

＊所有手提電腦已包括

電池及火牛。

 
明愛電腦工場 - Ctrl+Z 原點    

九龍灣宏開道業安工廠大廈

第二座地下73號

電話: 2716 6875   WhatsApp: 5520 9507

記憶體 / 硬碟

升級選項

顯示屏

(VGA輸出)^

 傳真: 2716 6951   網址: ccw.caritas.org.hk         : c.t.r.l.z

價格

桌上電腦適用

+$650

手提電腦適用

$1,600
價格

(公眾申請)

單購選項/服務

+$10

升級8 GB重用記憶體

及Windows 10 Pro (64 bit)

(NB-5S不適用)
+$200

$1,200

                          Windows 10 Professional (32-bit)作業系統

Microsoft Office 2010 Home and Business (公眾申請電腦不適用)

& Windows Defender

$200 $600 $800
價格

(個人申請)

辦公室

/防毒軟件

光碟機 DVD-RW

$1,000 $1,400$800

$1,000

$400

蘋果迷注意! 工場現有再生iMac電腦發售, 詳情請致電職員查詢~

$500 $1,400

「明愛電腦重用計劃」產品目錄

                處理器     
Core i3

(2nd Gen)

Core i5

(4th Gen)

Core i7

(2nd Gen)

品牌/型號 Dell / HP / Lenovo

Core i5

(2nd Gen)

( 圖 片 只 供 參 考 )

*所有桌上電腦已包括滑鼠、鍵盤及電源線。

價格

(機構申請)

桌上及手提電腦適用

轉用全新Kingston

記憶體(8GB)及Windows 10

Professional (64 bit)
+$550  

升級全新SSD硬碟

(如於手提電腦升級,

將取代原有硬碟)

240GB ($300)

480GB ($500) $800

$1,000

NB-5A(L)

已售罄
Lenovo T410

Core i5 (1st Gen)

14" LCD

$600

N/A

4GB DDR3 /

全新120GB SSD



備註  (機構申請專用)︰

送貨方法

付款方法

申請機構可在取貨時以現金或支票付款，支票抬頭請書「香港明愛」或「Caritas - Hong Kong (S.W.D.)」。

本工場亦為團體提供下列數碼產品及網絡設備：

1. 智能電話 9. 路由器 (Router)

2. 蘋果電腦 10. 防火牆 (Firewall)

3. 打印機 11. 電子書 (E-Book)

4. 平板電腦

詳情請致電2716 6875查詢，本工場會因應申請機構的需要及工場的存貨而提供適切的服務。

條款及細則

5.  所有電腦只能提供該電腦所附有的配件及程式，如該電腦沒有該配置或程式，本工場恕不另行安裝。

4.  本工場祇會代為安裝Windows 10 Professional、Windows Defender 防毒軟件、Chrome等程式，其他程式恕未能提供。本工場

不建議改動以上程式。

5.凡購買本工場的再生電腦，如有故障，需於取機後5個工作天內致電本工場備案及預約維修，並需於10個工作天內把該電腦自行送

回工場檢測。若證實機件有問題，可選擇繼續維修或更換另一產品編號的再生電腦 (須補回差價) 又或退回所繳的款項，更換電腦只限

一次。

明愛電腦工場 - Ctrl+Z 原點

1. 請親臨CTRL+Z原點訂購及付款。

3.所有電腦如沒有藍芽、光碟機、攝錄或HDMI裝置，本工場恕不會另行安裝。如該電腦已配備了上述裝置，本工場亦不會保證其功

能操作良好。 「明愛電腦重用計劃」

2.  公眾申請電腦將免費獲贈6個月電腦自擕維修服務，按取貨日起計算。如需上門維修，請聯絡工場職員另行報價。

備註  (公眾申請專用)︰

6.  12個月後，如需再次使用維修保養服務，費用為港幣50元，保養期為12個月。

備註  (個人申請專用)︰

5.  凡屬協作回收站之會員，申請本工場的電腦產品一律可獲港幣50元折扣優惠 (以中心蓋

章為準)。

3.本工場祇會代為安裝Windows 10 Professional、Mircosoft Office 2010 、Windows

Defender 防毒軟件、Chrome等程式，其他程式恕未能提供。本工場不建議改動以上程

式。

2.所有電腦如沒有藍芽、光碟機、攝錄或HDMI裝置，本工場恕不會另行安裝。如該電腦已

配備了上述裝置，本工場亦不會保證其功能操作良好。

1.個人申請電腦將免費獲贈12個月電腦維修服務會籍，按取貨日起計算。如自行領取電腦

，須於14個工作天內取貨。

4.其他產品則不包維修及保養服務，售後如有故障，則可在取機後10個工作天內，自行送回工場更換相同產品或辦理退

款手續。

1. 由明愛電腦工場提供送貨服務，費用為每套港幣80元。

2. 若為明愛電腦工場的回收站之申請，可免收送貨費用。

3. 自行到明愛電腦工場 (九龍灣) 取貨，可免收送貨費用。

2.  基於公平原則，所有電腦均以隨機原則分派，電腦規格則按照申請機構所選擇之規格安裝，不設機種選擇。

3.所有桌上電腦及手提電腦均享有首個月免費維修保養服務(取貨日起計算)，其後，如需再次使用維修保養服務，請與電

腦工場聯絡，按次報價收費。

1.  機構所選購之電腦/網絡設備/數碼產品為再生重用之產品，祗供非牟利機構使用，請勿轉讓或出售牟利。

4.凡購買本工場的再生電腦，如有故障，需於取機後5個工作天內致電本工場備案及預約維

修，並需於10個工作天內把該電腦自行送回工場檢測。若證實機件有問題，可選擇繼續維

修或更換另一產品編號的再生電腦 (須補回差價) 又或退回所繳的款項，更換電腦只限一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