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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佈                                                                                                   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Microsoft Hong Kong 正式推出 Office 365 家用進階版及 

公佈與香港寬頻合作之全新雲端計劃 

全新消費者雲端服務具備跨裝置支援功能  每日約 2 港元便能盡享生活便利 

 

Microsoft Hong Kong 今日宣佈於香港推出全新消費者雲端服務──Office 365 家用進階版

（Office 365 Home Premium）。是次推出 Office 365 家用進階版標誌著 Microsoft 邁向裝置及

服務業務的重要里程碑。Office 365 家用進階版為 Microsoft 旗艦 Office 產品系列的重新設計，

除了包括最新及最完整的常用 Office 應用程式外，還具備全新優越的雲端和社交功能及效益──

只需年費 780 港元，相等於每日 2 港元或比乘搭一程電車更便宜，即可盡享一切卓越功能和優

勢。 

 

Microsoft 也同時公佈與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簡稱「香港寬頻」）的全新雲端合作計劃。是

次合作將提供可提升家庭生產力的全新組合，無論身處家中或在外，本港家庭用戶皆可盡享最佳

的生產力及雲端靈活性，而且適用於各種不同裝置，包括 Windows PC 和其他普及的流動裝置如

平板電腦和智能電話等。 

 

Microsoft Hong Kong 總經理鄒作基表示：「Office 365 家用進階版專為繁忙的家庭及消費者而

設，協助他們更有效處理及平衡日益繁重的工作及家庭事務。Office 365 家用進階版的推出，見

證了我們決心協助大眾用戶節省更多時間、聯繫更緊密及享受更佳的工作生活平衡。香港寬頻覆

蓋全面的光纖寬頻及 Wi-Fi 網絡為商業及住宅用戶提供全面的優質電訊服務。我們深信是次合

作，能夠結合兩家公司的優勢，為香港消費者帶來無可比擬的端對端生產力及破格的雲端體

驗。」 

 

香港寬頻行政總裁楊主光表示：「我們很高興與 Microsoft 合作，並推出服務組合支持其 Office 

365 雲端服務的推出。我們與 Microsoft 的理念相同，透過幫助用戶無處不在及隨時隨地使用網

絡服務提升工作效率，從而支援香港成為亞太地區雲端中心。憑藉 Microsoft 在軟件產品上的領

導地位，Office 365 家用進階版的跨裝置支援功能，以及香港寬頻的網絡優勢，是次合作能進一

步為家庭及個人用戶提供最佳方案，為我們的共同客戶帶來真正的裨益。」 

 

全新合作計劃引領客戶邁向雲端 

就是次雲端合作計劃，香港寬頻與 Microsoft 推出特別組合優惠，新客戶或指定現有客戶登記或

續約「極速王」組合，即可以低至$168 元月費#簽約 24 個月，除了可享有具穩定速度保證的

100M 極速寬頻網絡及香港寬頻 Wi-Fi 服務外，也可獲 Office 365 家用進階版(一年版)訂閱軟件。

Microsoft Hong Kong 及香港寬頻將繼續締造更多合作機會，加快香港採用雲端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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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條理管理日常個人事務 可每年提升相等於 23 日的生產力  

發佈期間亦同時公佈由 Microsoft 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於 2013 年 1 月進行的一項「現代

家庭生活模式」調查結果*。該調查揭示了香港家庭的數碼生活模式，香港家庭平均擁有超過 5

部以上個人電腦和/或流動裝置（包括桌上電腦、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及智能手機），當中超

過 60%受訪者同意資訊科技可幫助他們更有效管理個人事務從而節省時間，他們認為如更有條理

地管理個人事務，他們可每日慳回 1.5 小時。而超過一半受訪者甚至願意以金錢換取時間，願意

付出平均超過$1000 買每日額外 1 小時。 

 

Office 365 家用進階版正是為協助本港數碼家庭及用戶隨時隨地工作，處理事務上更具彈性而設

計，只需相宜的訂購費用，即可大大提高生產力。調查主要結果如下： 

 96% 香港家庭在家中具備寬頻或無線網絡（Wi-Fi）覆蓋。 

 一般香港家庭平均有 3.5 位成員有使用個人電腦或流動裝置。在家裡擁有5部以上個人電

腦和/或流動裝置 （包括桌上電腦、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及智能手機）。約 40% 有3部

或以上連接網絡的桌上個人電腦設備（即PC／Mac／筆記型電腦）；65% 有 3部或以上流

動裝置。  

 受訪者平均每日花2.8小時於有連接網絡的個人電腦設備上， 35%時間用在工作或學習

上。 

 五大最常使用的應用程式分別為：1. 搜尋資料（56%）； 2. 娛樂（40%）；3. 聯絡朋友／

親友／同事（31%）；4. 電郵（30%）； 5. 連繫社交媒體網絡（26%）。  

 約 60% 受訪者認為每天能靈活於不同裝置上存取及分享資訊至為重要。 

 超過60%受訪者同意資訊科技可幫助他們更有效管理個人事務從而節省時間。 

 最需要依賴資訊科技來有效處理的兩大事務分別為：收發電郵 （65%）及為朋友和家人預

備活動（49%）。 

 超過70% 受訪者有家人或朋友、客戶、同事身在外地，並會使用網上即時通訊及視訊會議 

和他們聯繫。 

 Skype是最常用作聯繫的基於網絡工具，三分之一受訪者透過Skype與海外家人、朋友及客

戶、同事進行視訊或音訊通話聯繫。 

 超過60%受訪者認為能妥善管理日常個人事務並有空餘時間做喜歡做的事，他們當中大部

份均同意資訊科技可幫助他們更有條理管理個人事務。 

 受訪者認為如更有條理地管理好個人事務，他們將可每日慳到1.5小時。 

 過半受訪者每月花費於資訊服務月費少於 $500。 

 超過一半受訪者願意以金錢換取時間，願意付出平均超過1000港元買每日額外1小時。  

 

關於 Office 365 家用進階版 (Office 365 Home Premium) 

Office 365 家用進階版的最新功能及服務將會串流至訂購用戶，訂購用戶可省卻升級煩惱，並可

時刻享用最新版本的軟件。Office 365 家用進階版涵蓋以下多項優勢，只需每日約 2 港元便可享

用以下優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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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及最完整的Office應用程式──Word、Excel、PowerPoint、OneNote、Outlook、 

Publisher 及 Access 

 一項授權可適用於整個家庭──可在多達五部裝置上使用，包括Windows平板、PC或Mac

電腦，並可從任何一個連接網絡的電腦上下載Office** 

 額外20GB的SkyDrive儲存空間──比免費SkyDrive帳戶所得的儲存空間多達近3倍容量 

 每月免費60分鐘Skype全球通話分鐘──適用於世界各地的手機、固網或個人電腦上*** 

 提供將來升級──可時刻享受最新科技，節省時間 

 

如欲了解更多關於 Office 365 家用進階版的詳情或獲取 30 日免費試用，請瀏覽：

www.office.com 

 

同時，Microsoft 亦於今日推出為大專院校或大學學生、學院及教職員而設的 Office 365 大專院

校版（Office 365 University），四年訂購費用只需 620 港元。Microsoft 亦已推出傳統 Office 組

合的升級版本，包括定價 1,099 港元的 Office 家用學生版 2013、定價 1,699 港元的 Office 家用

及中小企業版 2013 及定價 3,099 港元的 Office 專業版 2013。 

 

關於 Microsoft 

Microsoft 成立於一九七五年，是領導全球的電腦軟件、服務及解決方案供應商，藉著各種產品

和服務協助個人及商業用戶充分發揮潛能。Microsoft Hong Kong 於一九九一年在本港成立辦事

處。 

 

關於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  

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香港寬頻”) 為領先市場的光纖寬頻服務供應商，擁有全港最多高

速寬頻客戶(100Mbps 或以上)。香港寬頻現為超過 130 萬名訂戶提供多元化及創新的光

纖寬頻、Wi-Fi、通訊及娛樂服務。香港寬頻透過建立及營運全港最大的光纖網絡之一，

為企業及住宅客戶提供優質全面的電訊服務，網絡覆蓋超過 200 萬住戶及 1,700 幢商業

大廈。香港寬頻於 2012 年 5 月推行管理層收購計劃，現由 CVC Capital Partners 管理

的資金及 62 位香港寬頻管理人員持有大部份股權。  

 

### 

 

#優惠及組合服務受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apply.hkbn.net。 
*
Microsoft Hong Kong委託香港大學向逾500個本地家庭進行調查。 

**
應用程式供應會因應操作系統、裝置及語言而有所不同。 

***
Skype全球通話分鐘並非適用於所有國家，通話只限指定國家。 

 

傳媒查詢： 

Microsoft Hong Kong Limited 

李倩雯        

電話：(852) 2804 4130     

http://windows.microsoft.com/en-US/skydrive/download
http://beta.skype.com/en/
http://www.off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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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aliceli@microsoft.com 

 

黃穎詩 

電話：(852) 2804 4320 

電郵：v-wewong@microsoft.com 

 

Waggener Edstrom Worldwide 

葉安琪 

電話：(852) 2907 8620 

電郵：ayip@waggeneredstrom.com 

 

許仁仁              

電話：(852) 2578 2102      

電郵：francesh@waggeneredstrom.com 

 

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  

鄭潔恩  

電話： (852) 9728 9289 

電郵：media@hkbn.com.hk 

mailto:aliceli@microsoft.com
mailto:v-wewong@microsoft.com
mailto:francesh@waggeneredstrom.com
mailto:media@hkbn.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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