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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購 表 格

表 格 下 載

報 章 報 導

　
資訊網絡最新伺服器租借計劃

進階電腦 的 報導 (2002年12月27日)
　

資訊網絡推出企業優惠計劃
Hi-Tech 的報導 (2002年12月24日)

　
資訊網絡優惠計劃回饋各客戶

PC Weekly 的報導 (2002年12月20日)
　
成為資訊網絡合作伙伴 -- 獨享折扣優惠
Recruit 的報導 (2002年12月20日)
　
成為資訊網絡合作伙伴
電腦廣場的報導 (2002年12月20日)

　
伺服器及電郵管理不求人
香港工業家的報導 (2002年12月19日)
　
Newsbook推出伺服器租借計劃
Hi-Tech的報導 (2002年12月17日)
　
參與代理拓業務
星島日報的報導 (2002年12月11日)

　
成為資訊絡客戶可享優惠

電腦一週 (2002年12月10日)
　

資訊網絡不斷推陳出新

香港商報的報導 (2002年12月8日)
　

資訊網絡新伺服器租用計劃回饋客戶
Recruit 的報導 (2002年12月6日)

　
資訊網絡誠邀合作伙伴

Hi-Tech的報導 (2002年12月3日)
　

資訊網絡推出新服務 -- 提供外寄郵件伺服器

大公報的報導 (2002年11月21日)
　

廉價郵件伺服器服務
PC3  的報導 (2002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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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網絡提升功能 舊收費
香港商報的報導 (2002年11月12日)

　

建立網站 Newsbook 幫到你
數碼狂熱的報導 (2002年11月8日)

　
伺服器租用連托管

PC Weekly  的報導 (2002年11月8日)
　

資訊網絡創新不斷
香港商報的報導 (2002年11月3日)

　

不能單憑一個網站
PC3  的報導 (2002年11月1日)

　
資訊網絡提升伺服器租用計劃

Hi-Tech weekly 的報導 (2002年10月29日)
　
管理伺器不求人 - 資訊網絡幫你手

Recruit 的報導(2002年10月25日)
　
輕鬆管理私人伺服器

星島日報的報導 (2002年9月18日)
　
Newsbook 讓客戶自行管理伺服器
Hi-Tech weekly 的報導 (2002年9月17日)

　
自行管理伺服器-Newsbook令您做得到
香港商報的報導 (2002年9月17日)

　
伺服器也可自己管理
PC3  的報導 (2002年9月17日)
　　

資訊網絡最新租用伺服器計劃 - 提供更大儲存空間
Recruit 的報導(2002年9月13日)
　
資訊網絡推伺服器新租用計劃

大公報的報導 (2002年9月12日)　
　
優惠計畫價廉質優 - 頁儲存吸引中小企用戶

星島日報的報導 (2002年9月11日)
　
資訊網絡最新中國伺服器租用計劃
PC3  的報導 (2002年9月10日)

　
Newsbook推出中大型企業資訊網絡優惠計劃
進階電腦的報導 (200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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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伺服器租用計劃助你開拓新市場

香港商報的報導 (2002年8月20日)
　
Newsbook最新中國伺服器計劃

進階電腦的報導 (2002年8月20日)
　
資訊網絡優惠計劃
進階電腦的報導 (2002年8月13日)

　
資訊網計劃優惠中大型企業
香港商報的報導 (2002年7月28日)
　

資訊網絡優惠計劃 
PC3  的報導 (2002年7月23日)
　

Newsbook Limited 企業網絡優惠計劃
Hi-Tech weekly 的報導 (2002年7月23日)
　
資訊網絡新優惠計劃  迎合大中企業

香港經濟日報的報導 (2002年7月18日)
　
資訊網絡伺服器  租用廉宜

香港經濟日報的報導 (2002年6月26日)
　
資訊網絡伺服器租用計劃受大眾歡迎 
香港商報的報導 (2002年6月16日)

　
優質價廉的伺服器租用計劃 
Recruit 的報導 (2002年6月14日)
　

資訊網絡伺服器租用計劃
電腦一週的報導 (2002年6月12日)
　

迎合社會大眾 優質價廉的服務
PC3 第18屆國際電腦展特刊的報導 (2002年5月18日)
　
資訊網絡有限公司

PC weekly 第18屆國際電腦展特刊的報導 (2002年5月18日)
　

資訊網絡提供相宜的服務
PC3 的報導 (2002年5月7日)

　

資訊網絡電郵帳號數目提升
Recruit 的報導 (2002年5月3日)

　
資訊網絡有限公司專訪

今日電腦的報導 (2002年5月1日)

　

é資訊網絡û 提升電郵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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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的報導 (2002年4月30日)

　

資訊網絡提升電郵帳號數目
Hi-Tech weekly 的報導 (2002年4月16日)

　

資訊網絡提升電郵管理服務
Hi-Tech weekly 的報導 (2002年4月2日)

　
IT公司的創業故事

創業的報導 (2002年4月)

 
資訊網絡(Newsbook) 優惠客戶

PC weekly 的報導 (2002年3月29日)

 
資訊網絡新優惠

Hi-Tech weekly 的報導 (2002年3月26日)

 
Newsbook 最新影像檢視器

香港商報的報導 (2002年3月26日)
 

Newsbook 最新影像檢視器

大公報的報導 (2002年3月23日)
　

Newsbook Viewer 3 影像檢視器面市

香港經濟日報的報導 (2002年3月19日)
　

Newsbook viewer 3 最新圖像瀏覽軟件 

PC weekly 的報導 (2002年3月16日)

Newsbook Viewer 3 最新影像檢視器

Recruit  的報導 (2002年3月16日)

港版<<ACDSee>> 圖像瀏覽軟件

e-Zone 的報導 (2002年3月12日)

本地薑挑戰ACDSee地位

Hi-Tech Weekly 的報導 (2002年3月5日)

資訊網絡最新伺服器服務

香港商報 的報導 (2002年2月28日)

網頁寄存服務月費低容量高大受歡迎

星島日報 的報導 (2002年2月27日)

資訊網絡最新伺服器
PC3 自學連載 的報導 (2002年2月19日)

資訊網絡最新伺服器
Hi-Tech Weekly 的報導 (2002年2月9日)

資訊網絡最新租用 - 新世界電話數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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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ech Weekly 的報導 (2002年2月5日)

域名個人化 唔用.com 玩.name

PC3 自學連載 的報導 (2002年2月5日)
　

資訊網絡業務多完化

香港工業家  的報導 (2002年2月)

資訊網絡幫你申請國際網址 

香港商報  的報導 (2002年2月2日)

全新.name - 國際域名面世 

進階電腦  的報導 (2002年1月31日)

.name國際域名登陸香港 

Hi-Tech Weekly  的報導 (2002年1月29日)

淡市中的創業者 
紫荊  的報導 (2002年1月 第135期)

超級伺服器租用計劃
Hi-Tech Weekly  的報導 (2001年12月18日 ) 

資訊網絡業務廣泛創新不斷 
香港商報 的報導 (2001年12月16日 ) 

Newsbook 看準時機  一觸即發 
Central  的報導 (2001年12月 第67期) 

網上商店第一步 信用卡付款網關 

Hi-Tech Weekly 的報導 (2001年11月27日) 

穩健拓展科網公司也可突圍

經濟導報  的報導 (2001年11月19日) 

Newsbook.net $68 的生存之道 

電腦快周  的報導 (2001年11月19日) 

優質價廉的網頁寄存服務 

Recruit 的報導 (2001年11月16日) 

網站寄存 低游之道

PC3 自學連載 的報導 (2001年11月13日) 

資訊網絡優惠新客戶 

大公報  的報導 (2001年11月8日)

網頁寄存月費優惠

Hi-Tech Weekly  的報導 (2001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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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book Limited為香港主要互聯網服務供應商

香港網站２０００的報導

$68 網頁寄存 淡市中的賺錢奇葩

SME 的報導(2001年6月7日)

市面上的網站儲存服務: Newsbook

Pcweekly的報導 (2001年4月24日)

Newsbook Limited 擴張購買新寫字樓

大公報的報導 (2001年3月13日)

Newsbook指出網絡工程師需求緊張

明報的報導 (2000年12月30日)

Heha獲儲存商Newsbook青睞,擴充發展網上功能 

文匯報的報導 (2000年12月29日)

Newsbook 贊助 Heha.com 網站

大公報的報導(2000年12月21日)

Newsbook提供英國銀行付款方案 :

ComputerWorld的報導 (2000年9月29日)

Newsbook網頁儲存最強勁

星島電腦廣場的報導 (2000年9月27日)

最大容量免費電郵 Newsbook Limited

香港經濟日報報導 (2000年9月27日)

Newsbook網上交收費用廉:
Hi-Tech Weekly 的報導 (2000年9月26日)

Newsbook網頁寄存大有可為:
Hi-Tech Weekly 的報導 (2000年9月19日)

慳錢方案: Newsbook儲存容量提升優惠
香港經濟日報報導 (2000年8月30日)

本港最大的網頁儲存商Newsbook推出100MB免費電郵
明報的報導(2000年7月11日)

Newsbook 與 uBlaze 合作推出全港最大免費電郵
大公報的報導 (2000年7月8日)

Newsbook 首次實現100MB免費電郵
電腦快週的報導(2000年7月5日)

大容量電郵大比拼, 包括Newsbook的100MB電郵 :
香港經濟日報的報導 (2000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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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laze.com 推出100mb免費電郵
PC Weekly 的報導(2000年6月28日)

網商 Newsbook 招客送100Mb郵箱
蘋果日報的報導 (2000年6月23日)

資訊網絡引入英電子商貿方案 :
Hi-Tech Weekly 的報導 (2000年5月31日)

發展高科技項目上市，投資中小型 ISP 最佳:
PC Weekly 的報導(2000年5月23日)

Newsbook發展迅速, 大舉擴張網頁儲存
文匯報的報導 (2000年4月14日)

Newsbook提供伺服器租管服務
大公報的報導 (2000年04月10日)

大胃口電郵--圖片多一樣掂
PC.com的報導 (2000年3月29日)

Mail Box從此不再FULL
電腦快週的報導(2000年3月22日)

Tucows個案: Newsbook.net
電腦週刊的報導 (2000年3月21日)

資訊網絡公司專業提供伺服器租用及管理服務:
大公報的報導(2000年3月21日)

Newsbook推出全港最大電郵儲量:
zdnet 的報導 ( 2000年3月13日 )

Newsbook 成為Quality Web Organization的創會會員:
星島日報的報導(2000年3月9日)

Newsbook在網.博覽2000:
網博覽2000的報導 ( 2000年2月25日 )

Newsbook 被大公報評為優質網頁儲存服務:
大公報的報導(2000年2月24日)

Newsbook 在 Web@Expo展覽會中送出1000個 domain name:
電腦快周的報導(2000年2月23日)

Newsbook 在千禧年舉行大贈送活動:

香港經濟日報的報導 (E-ZONE 2000年2月22日)

資訊網絡千禧年送千個網址:
香港經濟日報報導 (2000年2月16日)

tucows.newsbook.net 被 PCweeky 評為四星級的Download鏡站:

http://www.newsbook.net/chi/pcweekly2000-6-28.htm
http://www.newsbook.net/chi/appledaily2000-6-23.htm
http://www.newsbook.net/chi/hitech2000-5-31.htm
http://www.newsbook.net/chi/hitech2000-5-31.htm
http://www.newsbook.net/chi/pcweekly2000-5-23.htm
http://www.newsbook.net/chi/pcweekly2000-5-23.htm
http://www.newsbook.net/chi/weiwenpo2000.4.14.htm
http://www.newsbook.net/chi/bignews2000.4.10.htm
http://www.newsbook.net/chi/pc.com2000.03.29.htm
http://www.newsbook.net/chi/pcxpress2000.3.22.htm
http://www.newsbook.net/chi/pcweekly2000.3.21.htm
http://www.newsbook.net/chi/bignews.2000.3.21.htm
http://www.newsbook.net/chi/zdnet2000.3.14.htm
http://www.newsbook.net/chi/zdnet2000.3.14.htm
http://www.newsbook.net/chi/singtao2000.03.09.htm
http://www.newsbook.net/chi/webexpo2000.2.25.htm
http://www.newsbook.net/chi/bignews2000.2.24.htm
http://www.newsbook.net/chi/pcxpress2000.2.23.htm
http://www.newsbook.net/chi/e-zone2000.2.22.htm
http://www.newsbook.net/chi/singtao2000.2.16.htm
http://tucows.newsboo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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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Weekly的報導(2000年2月8日)

專題報導 ─ 創業者心得分享:
PC.com 的 報 導 (2000年1月11日)

uBlaze.com 提供網上管理網頁:
電腦快周的報導 (1999年11月26日)

封面介紹以及專題報導:
星島日報的報導(電腦廣場329期)

資訊網絡被星島電腦日報選為超平網頁寄存公司 :
星島電腦日報的報導 (1999年11月15日)

資訊網絡成為香港(e)世代創業十傑之一:
星島電腦日報的報導 (1999年11月10日)

Cyber.com 中的介紹:
PC.com的報導 (1999年11月2日)

成為全港五大網頁儲存商之一:
星島日報的報導 (電腦廣場 320 期)

資訊網絡的服務絕對超值, 所以成為全港五大網頁儲存商之一:
電腦快周的報導 (1999年10月15日)

Newsbook 集齊百種專業電腦配件
香港經濟日報的報導 (E-ZONE 1999年10月12日)

資訊網絡被企業家協會選為1998/1999年度最佳ISP網頁儲存商:
企業家協會的報導 (1999年10月)

香港聯合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也選用本公司的網頁儲存:
本網的報導 (1999年10月)

資訊網絡的入門網站 newsbook.net 很有用:

PCWorld Hong Kong (1999年10月份)

全港三間最早最大提供網上保險機構之一:
香港經濟日報的報導 (1999年9月20日)

經過多次注資擴大投資後:

香港經濟日報的報導 (1999年9月1日)

初期成立時期:
香港經濟日報投資理財的報導 (1999年6月)

上一頁   [3]⇔ [2]⇔ [1]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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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852)27820197 傳真:(852)23967073 電郵: info@newsboo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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