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示時間 : 星期一至五 上午 11 點至下午 6 點；查詢電話: 2387 3177
展示地址 : 九龍 荔枝角 青山道 688-690 號 嘉名工廠大廈 1/F, A6 室 

月費計算 &例子

以網吧 40 台客機為例，若選用 WINDOWS 7 無盤系統，行雙伺服器，兩年合約 :
首年 : 2600 + 12000*2/24 + 40*150/24 = 3850/ 月
翌年 : 2600 + 12000*2/24 + 40*150/24 = 3850/ 月
之後 : 2600/ 月

服務範圍 &條款

*1: 遊戲更新。
*2: 遠端技術支援。

*3: 有限次數免費上門服務，除伺服器問題外，過於頻繁的收取不多於 500/ 次 的車馬費。

*4: 120 台客機以上的另計。

*5: 不包括 WINDOWS 授權。

*6: 一年合約可分 12 期支付，兩年合約可分 24 期支付，無須手續費和利息。

*7: 100Mbps 以下的最多支援 4 條寬頻上網，100Mbps 以上的最多支援 5 條寬頻上網。

可選寬頻管理器

防止 ONLINE GAME "LAG 機 "，支援多線均衡負載 *7

100Mbps 及以下 150/ 月，100Mbps 以上 (+WIFI)250/ 月

IPVE vLan 網吧系統  

無盤系統   

服務費用 2600 *1, *2, *3  

伺服器 12000 / 台 *4,*5  

客機授權及安裝 150 / 台 *5,*6   

有盤系統   

服務費用 2600 *1, *2, *3  

伺服器 8400 / 台 *4,*5  

客機授權及安裝 150 / 台 *5,*6   

WINDOWS 7 無盤 有盤

硬碟 HDD 無 80GB 或以上

內存 RAM 4GB 或以上 4GB 或以上

區網 LAN 1Gbps 100Mbps 或以上

64 位元 支援 不支援

系統還原 重新啟動即可 軟件還原

故障率 極低，可隨意開機熄機， 
不易中毒。

硬碟熱量高，隨意開機熄機或震動容易損壞，
容易中毒。

系統更新 遠端更新 由網吧使用 USB GHOST 更新

網吧提供 WINDOWS PRODUCT 
KEY(CD-KEY)

WINDOWS PRODUCT KEY(CD-KEY)，
16GB USB 手指 1 ~ 5 個

WINDOWS XP 無盤 有盤

硬碟 HDD 無 80GB 或以上

內存 RAM 2GB 或以上 2GB 或以上

區網 LAN 1Gbps 100Mbps 或以上

64 位元 不支援 不支援

系統還原 重新啟動即可 軟件還原

故障率 極低，可隨意開機熄機， 
不易中毒。

硬碟熱量高，隨意開機熄機或震動容易損壞， 
容易中毒。

系統更新 遠端更新 由網吧使用 USB GHOST 更新

網吧提供 WINDOWS PRODUCT 
KEY(CD-KEY)

WINDOWS PRODUCT KEY(CD-KEY), 8GB 
USB 手指 1 ~ 5 個

新客戶享有一個月免費試用，試用完滿意才簽約。

9783 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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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E vLan 網吧系統  

標配 2Gbps 網絡傳送，確保遊戲快速載入、執行暢順。

高效能伺服器

配備 4000GB 儲存空間，囊括所有港版網遊及亞太區熱門遊戲。

超大遊戲容量

確保 7X24 無間斷營運。

雙伺服器搭配

合作網吧

旗艦網吧

9783 1832

每個工作日更新數百個網遊，以光纖寬頻傳送到網吧伺服器。

遊戲更新及時

精緻快速的遊戲選單，遊戲一 Click 即開。

簡單易用的 GWC 收費系統，更設遊點餐、庫存及員工管理等功能。

Cyber Game Cafe

電競
網吧

深水埗長沙灣道 241-249 號桂祥大廈地庫 A 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