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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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75 及 78 號 

電話: 2716 6875  傳真: 2716 6951  Whatsapp: 5520 9507 

網址: ccw.caritas.org.hk  電郵: ycsccw@caritassws.org.hk 

 

「明愛智能電話重用計劃」 

產品目錄 

(有效日期至：31／08／2019) 

Android 

安卓手機 

 (圖片只供參考) 

*產品不包括充電線及插頭 
升級選項 升級價格 

產品編號 AS-1 AS-2 AS-3 4GB 記憶卡 +$5 

容量 16GB 16GB / 32GB 32GB / 64GB 8GB 記憶卡 +$10 

畫面尺吋 4.5 吋-5 吋 4.5 吋-5 吋 4.5 吋-5 吋 16GB 記憶卡 +$20 

作業系統 
最高支援 

Android 5.x-6.x 

最高支援 

Android 7.x 

最高支援 

Android 8.x-9.x 
全新 3A 快充插頭 +$60 

價格 
$100 (個人) 

$150 (NGO) 

$150 / $200 (個人) 

$200 / $250 (NGO) 

$250 / $300 (個人) 

$300 / $350 (NGO) 

全新快充 

3 合 1 充電線 
+$40 

 

Android 

安卓手機 

 
(圖片只供參考) 

*產品不包括充電線及插頭 
升級選項 升級價格 

產品編號 AB-1 AB-2 4GB 記憶卡 +$5 

容量 16GB / 32GB 32GB 8GB 記憶卡 +$10 

畫面尺吋 5.5 吋或以上 5.5 吋或以上 16GB 記憶卡 +$20 

作業系統 
最高支援 

Android 5.x-6.x 

最高支援 

Android 7.x 
全新 3A 快充插頭 +$60 

價格 
$150 / $200 (個人) 

$200 / $250 (NGO) 

$250 (個人) 

$300 (NGO) 

全新快充 

3 合 1 充電線 
+$40 

註:  

1. 以上產品包括: SAMSUNG、LG、HTC、SONY、ASUS、小米、華為、OPPO、MEIZU、Letv、OnePlus、LENOVO 

等等品牌。 

2. 部份手機型號屬於外國版，因此有可能不支持４G 訊號，訊號會自動下降至 3Ｇ頻譜。 

3. 以上手機均支援 WHATSAPP 及 WECHAT。 

4. 所有智能手機請使用 2A 以上充電插頭充電，如使用 2A 以下插頭有可能會發生不能充電情況。 

5. 基於公平原則，不能選擇個別型號及品牌，以上只作參考。 

 

備註: 

1. 個人申請每人只限申請一部智能電話，如以原價於現場購買則沒有件數上限。 

2. 所有智能電話不包括火牛、充電線及擴充記憶卡。 

3. 所有跟機的電池主要供申請人測試該產品的性能，本工場並不保證該電池的質量及安全性。 

4. 凡購買本工場的重用智能電話，如有故障，需於取機後 5 個工作天內致電本工場備案，並需於 10 個工作天內將智能

電話自行送回工場檢測。若證實為機件問題，本工場可更換另一產品編號的重用智能電話 (須補回差價) 又或退回所

繳的款項，換機或退款只限一次。 

部份手機已有現

貨供應，歡迎到

場選購或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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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75及 78 號 

電話: 2716 6875  傳真: 2716 6951  Whatsapp: 5520 9507 

網址: ccw.caritas.org.hk  電郵: ycsccw@caritassws.org.hk 
 

 

 

「明愛智能電話重用計劃」 

產品目錄 

(有效日期至：31／08／2019) 

Android 

安卓手機 

(指定型號) 

 
(圖片只供參考) 

*產品不包括充電線及插頭 
升級選項 升級價格 

產品編號 AS-1J5 AS-3J5P AS-1A5 4GB 記憶卡 +$5 

產品型號 
Samsung 

Galaxy J5 (2016) 

Samsung 

Galaxy J5 Prime 

Samsung  

Galaxy A5 

8GB 記憶卡 +$10 

16GB 記憶卡 +$20 

容量 16GB 32GB 16GB 
全新 3A 快充插頭 +$60 

畫面尺吋 5.2 吋 5 吋 5 吋 

作業系統 Android 6.x Android 8.x Android 5.0.2 
全新快充 

3 合 1 充電線 
+$40 

價格 
$350 (個人) 

$400 (NGO) 

$400 (個人) 

$450 (NGO) 

$150 (個人) 

$200 (NGO) 

 

Android 

安卓手機 

(指定型號) 

 
(圖片只供參考) 

*產品不包括充電線及插頭 
升級選項 升級價格 

產品編號 AB-1J7 AB-3J7P 已售罄 AS-2C5  4GB 記憶卡 +$5 

產品型號 
Samsung 

Galaxy J7 (2016) 

Samsung 

Galaxy J7 Prime 

Samsung  

Galaxy C5 

8GB 記憶卡 +$10 

16GB 記憶卡 +$20 

容量 16GB 32GB 32GB 
全新 3A 快充插頭 +$60 

畫面尺吋 5.5 吋 5.5 吋 5.2 吋 

作業系統 Android 6.x Android 8.x Android 7.0 
全新快充 

3 合 1 充電線 
+$40 

價格 
$400 (個人) 

$450 (NGO) 

$500 (個人) 

$550 (NGO) 

$500 (個人) 

$550 (NGO) 

註:  

1. 部份手機型號屬於外國版，因此有可能不支持４G 訊號，訊號會自動下降至 3Ｇ頻譜。 

2. 所有智能手機請使用 2A 以上充電插頭充電，如使用 2A 以下插頭有可能會發生不能充電情況。 

 

備註: 

1. 個人申請每人只限申請一部智能電話，如以原價於現場購買則沒有件數上限。 

2. 所有智能電話不包括火牛、充電線及擴充記憶卡。 

3. 所有跟機的電池主要供申請人測試該產品的性能，本工場並不保證該電池的質量及安全性。 

4. 凡購買本工場的重用智能電話，如有故障，需於取機後 5 個工作天內致電本工場備案，並需於 10 個工作天內將智能

電話自行送回工場檢測。若證實為機件問題，本工場可更換另一產品編號的重用智能電話 (須補回差價) 又或退回所

繳的款項，換機或退款只限一次。 

  

部份手機已有現

貨供應，歡迎到

場選購或申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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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75及 78 號 

電話: 2716 6875  傳真: 2716 6951  Whatsapp: 5520 9507 

網址: ccw.caritas.org.hk  電郵: ycsccw@caritassws.org.hk 
 

 

 

「明愛智能電話重用計劃」 

產品目錄 

(有效日期至：31／08／2019) 

Android 

安卓手機 

(指定型號) 

 
(圖片只供參考) 

*產品不包括充電線及插頭 
升級選項 升級價格 

產品編號 AS-1G3 已售罄 AS-1G4 已售罄 AS-2G5 已售罄 4GB 記憶卡 +$5 

產品型號 LG G3 LG G4 LG G5 8GB 記憶卡 +$10 

容量 32GB 32GB 32GB 16GB 記憶卡 +$20 

畫面尺吋 5.5 吋 5.5 吋 5.5 吋 
全新 3A 快充插頭 +$60 

作業系統 Android 4.x-5.x Android 6.x Android 7.x 

價格 
$100 (個人) 

$150 (NGO) 

$150 (個人) 

$200 (NGO) 

$500 (個人) 

$550 (NGO) 

全新快充 

3 合 1 充電線 
+$40 

 

Android 

安卓手機 

(指定型號) 

 
(圖片只供參考) 

*產品不包括充電線及插頭 
升級選項 升級價格 

產品編號 AB-2V10 已售罄 AB-3V20 已售罄 AB-3V30 已售罄 4GB 記憶卡 +$5 

產品型號 LG V10 LG V20 LG V30 Plus 8GB 記憶卡 +$10 

容量 64GB 64GB 128GB 16GB 記憶卡 +$20 

畫面尺吋 5.7 吋 5.7 吋 6 吋 
全新 3A 快充插頭 +$60 

作業系統 Android 7.0 Android 8.0 Android 8.0 

價格 
$200 (個人) 

$250 (NGO) 

$600 (個人) 

$650 (NGO) 

$1500 (個人) 

$1550 (NGO) 

全新快充 

3 合 1 充電線 
+$40 

註:  

1. 部份手機型號屬於外國版，因此有可能不支持４G 訊號，訊號會自動下降至 3Ｇ頻譜。 

2. 所有智能手機請使用 2A 以上充電插頭充電，如使用 2A 以下插頭有可能會發生不能充電情況。 

 

備註: 

1. 個人申請每人只限申請一部智能電話，如以原價於現場購買則沒有件數上限。 

2. 所有智能電話不包括火牛、充電線及擴充記憶卡。 

3. 所有跟機的電池主要供申請人測試該產品的性能，本工場並不保證該電池的質量及安全性。 

4. 凡購買本工場的重用智能電話，如有故障，需於取機後 5 個工作天內致電本工場備案，並需於 10 個工作天內將智能

電話自行送回工場檢測。若證實為機件問題，本工場可更換另一產品編號的重用智能電話 (須補回差價) 又或退回所

繳的款項，換機或退款只限一次。 

  

部份手機已有現

貨供應，歡迎到

場選購或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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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75 及 78 號 

電話: 2716 6875  傳真: 2716 6951  Whatsapp: 5520 9507 

網址: ccw.caritas.org.hk  電郵: ycsccw@caritassws.org.hk 

 

「明愛智能電話重用計劃」 

產品目錄 

(有效日期至：31／08／2019) 

Apple 

蘋果手機 

 
(圖片只供參考) 

*產品不包括充電線及充電插頭 
升級選項 升級價格 

產品編號 IS-1  IS-2 
全新快充 

3 合 1 

充電線 

+$40 產品型號 iPhone 5C iPhone 5 

容量 16GB 16GB 

畫面尺吋 4 吋 4 吋 

全新 3A 

快充插頭 
+$60 

作業系統 ios 10.3.3 ios 10.3.3 

價格 
$200 (個人) 

$250 (NGO) 

$150 (個人) 

$200 (NGO) 

註:  

1. 部份 touch ID 零件損毀，除指紋功能不可使用外，其他功能仍可正常使用。 

2. 如因指紋功能未能使用，並不當作機件故障及不可換機。 

3. 因蘋果手機不支援外置記憶卡，故均不適用 SD 記憶卡的升級選項。 

4. 所有智能手機請使用 2A 以上充電插頭充電，如使用 2A 以下插頭有可能會發生不能充電情況。 

 

備註: 

1. 每人只限申請一部智能電話，如以原價於現場購買則沒有件數上限。 

2. 所有智能電話不包括火牛、充電線及擴充記憶卡。 

3. 所有跟機的電池主要供申請人測試該產品的性能，本工場並不保證該電池的質量及安全性。 

4. 凡購買本工場的重用智能電話，如有故障，需於取機後 5 個工作天內致電本工場備案，並需於 10

個工作天內將智能電話自行送回工場檢測。若證實為機件問題，本工場可更換另一產品編號的重

用智能電話 (須補回差價) 又或退回所繳的款項，換機或退款只限一次。 

 

部份手機已有現

貨供應，歡迎到

場選購或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