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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book十五週年誌慶，寄存送.com域名一年

明報 (2013年12月07日)

資訊網絡 – 專業為你 網頁儲存商首選 – Newsbook

PCCW (2013年11月12日)

Newsbook十五週年誌慶，寄存送.com域名一年
車迷快線報導 (2013年11月08日)

Newsbook十五週年誌慶，寄存送.com域名一年
玩樂情報 (2013年11月07日)

Newsbook十五週年誌慶，寄存送.com域名一年
新報 (2013年10月31日)

Newsbook十五週年誌慶，免費提升服務加量不加價
玩樂情報 (2013年10月25日)

Newsbook十五週年誌慶，免費提升服務加量不加價
玩樂情報 (2013年10月11日)

Newsbook十五週年誌慶，免費提升服務加量不加價
玩樂情報 (2013年09月27日)

資訊網絡 – 專業為你 網頁儲存商首選 – Newsbook
玩樂情報 (2013年09月25日)

Newsbook十五週年誌慶，免費提升服務加量不加價
玩樂情報 (2013年09月13日)

Newsbook十五週年誌慶，免費提升服務加量不加價
玩樂情報 (2013年08月30日)

Newsbook十五週年志慶，免費提升服務, 加量不加价
玩樂情報 (2013年08月16日)

資訊網絡 – 專業為你 網頁儲存商首選 – Newsbook 
交易通 (2013年07月31日)

Newsbook 15周年誌慶 免費提升服務,加量不加價
玩樂情報 (2013年07月19日)

Newsbook 15周年誌慶 免費提升服務,加量不加價

玩樂情報 (2013年07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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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book 服務器託管的九倉電訊機房 特價優惠,九折優惠,數量有限

玩樂情報 (2013年06月22日)

Newsbook 15周年誌慶 免費提升服務,加量不加價

玩樂情報 (2013年06月21日)

Newsbook 15周年誌慶 免費提升服務,加量不加價

玩樂情報 (2013年06月07日)

Newsbook 15周年誌慶 免費提升服務,加量不加價

玩樂情報 (2013年05月24日)

Newsbook 賀15周年 擴容增量加量不加價

車迷快線的報導 (2013年05月13日)

Newsbook 賀15周年 擴容增量加量不加價

香港明報 (2013年05月13日)

Newsbook 賀15周年 擴容增量加量不加價

香港商報 (2013年05月13日)

Newsbook 服務器託管的九倉電訊機房 特價優惠,九折優惠,數量有限
玩樂情報 (2013年03月15日)

資訊網絡 – 專業為你 網頁儲存商首選 – Newsbook
交通易的報導 (2013年02月13日)

資訊網絡 – 專業為你 網頁儲存商首選 – Newsbook
玩樂情報 (2013年03月06日)

Newsbook 服務器托管的九倉電訊機房 , 特價雙週,九折優惠,數量有限 
車迷快線的報導 (2013年01月04日)

好消息, Newsbook 所有客戶送"X TRIPS工具書系列"一本 
車迷快線的報導 (2013年01月18日)

Newsbook 服務器托管的九倉電訊機房 , 特價雙週,九折優惠,數量有限 
車迷快線的報導 (2012年07月20日)

好消息, Newsbook 所有客戶送"X TRIPS工具書系列"一本 
車迷快線的報導 (2012年07月06日)

Newsbook 服務器托管的九倉電訊機房 , 特價雙週,九折優惠,數量有限 
車迷快線的報導 (2012年06月22日)

好消息, Newsbook 所有客戶送"X TRIPS工具書系列"一本 
車迷快線的報導 (2012年06月8日)

Newsbook 服務器托管的九倉電訊機房 , 特價雙週,九折優惠,數量有限 
車迷快線的報導 (2012年05月25日)

好消息.Newsbook 所有客戶送"XTips工具書系列"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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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迷快線的報導 (2012年05月11日)

好消息,Newsbook 所有客戶送"x Trips工具書系列"一本
車迷快線的報導 (2012年01月20日)

九倉電訊機房推特價雙周
香港商報的報導 (2012年1月6日)

Newsbook 服務器托管的九倉電訊機房 特價雙週,九折優惠,數量有限
車迷快線的報導 (2012年1月6日)

慶Newsbook與你攜手走過十三個年頭 網頁寄存客戶免費送當代迷你倉 葵興迷你
倉1個月(月租400以下)

車迷快線的報導 (2011年12月02日)

好消息,Newsbook 所有客戶送"X Tips工具書系列'一本

一本便利的報導 (2011年11月18日)

Newsbook 優惠大回贈, 平價.co域名註冊

一本便利的報導 (2011年11月18日)

Newsbook優惠大回贈, 平價.co域名註冊

玩樂情報的報導 (2011年11月18日)

好消息, Newsbook 所有客戶送“X Tips工具書系列”一本

玩樂情報的報導 (2011年11月18日)

Newsbook 服務器租用的配置免費升級
車迷快線的報導 (2011年11月04日

Newsbook 服務器租用的配置免費昇級
一本便利的報導 (2011年10月7日)

Newsbook 服務器租用的配置免費昇級
一本便利的報導 (2011年10月4日)

Newsbook 推出平價.co 域名註冊 ,年費只是hk$380
車迷快線的報導 (2011年6月17日)

Newsbook 推出平價.co域名註冊 年費只是HK$380/一年
車迷推介的報導 (2011年6月17日)

Newsbook 推出平價.co 域名註冊 ,年費只是hk$380
車迷快線的報導 (2011年6月03日)

Newsbook 成立13週年誌慶，免費送國際域名 ．com, ．net, 或．Org, 一年
車迷快線的報導 (2011年6月03日)

Newsbook 推出平價.co 域名註冊 ,年費只是hk$380
Linuxpilot 網頁的報導 (2011年5月20日)

Newsbook 推出平價.co域名註冊 年費只是HK$380/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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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迷快線的報導 (2011年5月20日)

域名CO每年只需$380
PCS 的報導 (2011年5月14日)

Newsbook推廣域名服務.asia註冊一年送一年,. $280/年, 即$280/2年
車迷推介的報導 (2011年4月22日

Newsbook 成立13週年誌慶，免費送國際域名 ．com, ．net, 或．Org, 一年
車迷快線的報導 (2011年4月08日)

Newsbook推廣.asia註冊
Linuxpilot 網頁的報導 (2011年3月27日)

.asia 買一送一$280
CPU 的報導 (2011年3月26日

Newsbook推廣域名服務.asia註冊一年送一年,. $280/年, 即$280/2年
玩樂情報的報導 (2011年3月25日)

國際域名免費送, Newsbook十二週年誌慶 .com, . net, 或.org, 免費送一年
車迷鬆的報導 (2011年1月21日)

國際域名免費送, Newsbook十二週年誌慶.com,.net, 或.org免費贈送一年
玩樂情報的報導 (2011年1月21日)

Newsbook 新推出$256/ 2年印度.in域名申請優惠
車迷鬆的報導(2011年1月7日)

Newsbook 新增印度域名.in申請服務$256/2年
玩樂情報的報導(2011年1月7日)

Newsbook 推出新域名申請服務 .in域名2年只需$256
新報的報導(2011年01月04日)

Newsbook 新推出$256/ 2年印度.in域名申請優惠
新報的報導 (2010年12月24日)

國際域名免費送, Newsbook十二週年誌慶 .com, .net, 或.Org, 免費贈送一年
車迷快線的報導 (2010年12月24日)

國際域名免費送, Newsbook十二週年誌慶 .com, . net, 或.org, 免費送一年
車迷鬆的報導 (2010年1月4日)

國際域名免費送，Newsbook十二週年誌慶 ．com, ．net, 或．Org, 免費贈送一年
車迷鬆的報導 (2010年11月26日)

國際域名免費送, Newsbook十二週年誌慶 .com, .net, 或.Org, 免費贈送一年

車迷快線的報導 (2010年11月26日)

國際域名免費送，Newsbook十二週年誌慶 ．com, ．net, 或．Org, 免費贈送一年

車迷鬆的報導 (2010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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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域名免費送, Newsbook十二週年誌慶 .com, .net, 或.Org, 免費贈送一年

玩樂情報的報導 (2010年11月12日)

國際域名免費送, Newsbook十二週年誌慶 .com, .net, 或.Org, 免費贈送一年

車迷快線的報導 (2010年10月29日)

慶Newsbook創立12週年，國際域名.com, .net, 或.org免費送一年

Hightech的報導 (2010年10月15日)

國際域名免費送，Newsbook十二週年誌慶 ．com, ．net, 或．Org, 免費贈送一年

車迷鬆的報導 (2010年10月15日)

資訊網絡 – 專業為你 網頁儲存商首選 – Newsbook 

HiTech 的報導 (2010年10月15日)

國際域名免費送, Newsbook十二週年誌慶 .com, .net, 或.Org, 免費贈送一年

玩樂情報的報導 (2010年10月15日)

Newsbook優惠價申請馬來西亞域名

車迷鬆的報導 (2010年10月1日)

Newsbook推出新域名申請服務, 馬來西亞域名.my $500/年
玩樂情報的報導 (2010年10月1日)

Newsbook優惠價申請馬來西亞域名
新報的報導 (2010年9月27日)

Newsbook馬來西亞域名申請.my只需$500元一年
新報的報導 (2010年9月26日)

國際域名免費送, Newsbook十二週年誌慶 .com, .net, 或.Org, 免費贈送一年
車迷快線的報導 (2010年9月17日)

Newsbook 電郵容量升級至每個帳號200MB
車迷ZONE的報導  (2010年9月3日)

資訊網絡 – 專業為你 網頁儲存商首選 – Newsbook 
Hi Tech的報導  (2010年9月3日)

Newsbook電郵帳號容量升級至每個帳號200MB
玩樂情報的報導  (2010年9月3日)

資訊網絡榮獲, PC3 Corporate 測試, 最隹海外HTTP服務
新報的報導  (2010年8月29日)

資訊網絡榮獲PC3 Corporate測試最佳海外HTTP服務
新報的報導  (2010年08月29日)

資訊網絡 – 專業為你 網頁儲存商首選 – Newsbook
HiTech 的報導  (2010年08月27日)

國際域名免費送，Newsbook十二週年誌慶 ．com, ．net, 或．Org, 免費贈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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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_comm_0927.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_hkdaily_09262010.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newsbook_car_20100917.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_easyfinder_09032010.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newsbook_hitech_20100903.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newsbook_car_20100903.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_hkdaily_08292010.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newsbook_sannewspaper_20100829.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newsbook_hitech_201008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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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報的報導  (2010年8月22日)

Newsbook電郵帳號容量升級至每個帳號200MB

玩樂情報的報導  (2010年8月20日)

Newsbook電郵帳號容量倍增至200MB

車迷鬆 的報導  (2010年8月6日)

Newsbook電郵帳號容量升級至每個帳號200MB

玩樂情報的報導  (2010年8月6日)

Newsbook電郵帳號容量 倍增至200MB

新報的報導  (2010年8月2日)

國際域名免費送，Newsbook十二週年誌慶 ．com, ．net, 或．Org, 免費贈送一年
車迷鬆 的報導  (2010年7月27日)

國際域名免費送，Newsbook十二週年誌慶 ．com, ．net, 或．Org, 免費贈送一年
車迷鬆 的報導  (2010年7月27日)

Newsbook慶祝12華誕 免費送國際域名一年
香港商報的報導  ((2010年7月27日)

國際域名免費送，Newsbook十二週年誌慶 ．com, ．net, 或．Org, 免費贈送一年
車迷鬆 的報導  ((2010年7月23日)

Newsbook 服務器租用連托管配置Upgrade價格更低
車迷快線 的報導  ((2010年7月23日)

國際域名免費送, Newsbook十二週年誌慶 .com, .net, 或.Org, 免費贈送一年
車迷快線 的報導  ((2010年7月23日)

資訊網絡 – 專業為你 網頁儲存商首選 – Newsbook

HiTech 的報導  ((2010年7月23日)

國際域名免費送，Newsbook十二週年誌慶 ．com, ．net, 或．Org, 免費贈送一年
車迷鬆 的報導  2010年7月9日)

國際域名免費送, Newsbook十二週年誌慶 .com, .net, 或.Org, 免費贈送一年

車迷快線 的報導  2010年7月9日)

資訊網絡 – 專業為你 網頁儲存商首選 – Newsbook
車迷快線 的報導  2010年7月9日)

本地9大Web Hosting起底  13國家20地區 數據中心實測

頻寬評估, 運算速度, 服務質素  Newsbook 榮獲最穩定 HTTP海外速度 
PC3 的報導  (2010年)

最佳資訊網絡大獎 2009-2010 

Hi-Tech 的報導  (2010年)

熱烈祝賀香港回歸祖國十二周年誌慶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_hkdaily_08022010.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newsbook_car_20100820.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_easyfinder_08062010.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newsbook_car_20100806.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newsbook_hongkongdaily_20100802.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_comm_07272010.htm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_comm_07272010.htm
http://newsbook.net/chi/news/newsbook_hongkongdaily_20100727.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_easyfinder_07232010.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newsbook_car_20100723.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newsbook_autoexpress_20100723.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newsbook_hitech_20100723.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_easyfinder_07092010.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newsbook_car_20110709.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newsbook_car_20100709.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pc30604.html
http://newsbook.net/chi/Hi-Tech_TheBestofTheBest2009-10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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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商報 - 非賣品 的報導  (2010年)

申請網頁寄存送國際域名
新報的報導  (2010年4月6日)

Newsbook 免費Upgrade CPU

經濟一周的報導  (2010年3月11日)

Newsbook 託管計劃升級
CPU的報導  (2010年3月20日)

伺服器租用托管免費升級

CPU的報導   (2010年2月27日)

Newsbook網頁寄存服務套餐新優惠, 寄存流量免費增大
CPU的報導  (2010年1月23日)

Newsbook 香港伺服器租用連托管新年優惠

一本便利的報導  (2010年1月22日)

Newsbook網頁寄存服務套餐新優惠, 寄存流量免費增大
一本便利的報導  (2009年11月27日)

Newsbook網頁寄存流量加大
PC3的報導  (2009年11月24日)

Newsbook網頁寄存流量加大
CPU的報導 (2009年11月21日)

Newsbook 伺服器配置昇級, 容量增大, 價格不變
Linux Pilot 的報導 (2009年11月11日)

Newsbook 伺服器配置昇級, 容量增大, 價格不變
EZONE 的報導  (2009年10月22日)

Newsbook 伺服器配置昇級, 容量增大, 價格不變
EZONE 的報導  (2009年10月9日)

Newsbook服務新推介優惠源源不絕
一本便利的報導  (2009年9月18日)

Newsbook服務新推介優惠源源不絕
一本便利的報導  (2009年9月4日)

Newsbook服務新推介優惠源源不絕
CPU的報導  (2009年8月29日)

齊賀Newsbook 與你成功踏入十一載
一本便利的報導  (2009年8月21日)

Newsbook 成功踏入11蛓
盛世時代的報導  (2009年8月)

http://newsbook.net/chi/CHINABUSINESS_2010.htm
http://newsbook.net/chi/hkdaily20090406.html
http://newsbook.net/chi/hkcom20100311.html
http://newsbook.net/chi/cpu20100320.html
http://newsbook.net/chi/cpu20100227.html
http://newsbook.net/chi/cpu20100123.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1124pc3.html
http://newsbook.net/chi/easyfinder20101022.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1127easyfinder.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1124pc3.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1124pc3.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1121cpu.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1111linux.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1022ezone.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1009ezone.html
http://newsbook.net/chi/ezone20090918.html
http://newsbook.net/chi/ezone20090904.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20090829cpu.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20090821ezone.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200908singsa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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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book 踏入11蛓 送域名註冊一年
CPU 的報導  (2009年7月28日)

齊賀 Newsbook 與你成功踏入十一載

一本便利的報導  (2009年7月24日)

客戶用網存送域名 優惠源源不絕
CPU 的報導  (2009年7月18日)

申請網存送域名 Newsbook 十一周年大優惠

PC Station的報導  (2009年7月10日)

超強配置+超高海外頻寬
Linuxpilot 的報導  (2009年7月7日)

齊賀 Newsbook高級型伺服器

CPU 的報導  (2009年6月13日)

齊賀 Newsbook 與你成功踏入十一載
Ezone 的報導  (2009年6月12日)

Newsbook高級型伺服器, 海外頻寬組合大優惠

CPU的報導  (2009年6月6日)

Newsbook 榮獲「The Best of the Best」
經濟一週的報導  (2009年4月25日)

Newsbook 實力更強, .tel 接受申請

Hitech的報導   (2009年4月17日)

Newsbook成立11周年誌慶, 免費送國際域名.com .net 或.org 註冊一年
Linux Pilot的報導  (2009年4月)

Newsbook慶祝成立11周年有禮送

Hitech的報導  (2009年3月20日)

即時申請網頁寄存, 獲免費國際域名
CPU的報導  (2009年3月6日)

收購網頁寄存服務, 締造雙嬴局面

經濟一週的報導  (2009年2月28日)

Newsbook有意收購同業, 網存逆市擴張
CPU的報導  (2009年2月20日)

Newsbook套餐多元化, 任君選擇

Linux Pilot的報導  (2009年1月9日)

Newsbook新電郵服務, 有自行管理許可權
Hitech的報導   (2009年1月9日)

Newsbook推出新電郵服務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20090728cpu.htm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20090724ezone.htm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20090718cpu.htm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200908singsai.html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20090707linux.htm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20090613cpu.htm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20090612ezone.htm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20090606CPU.htm
http://newsbook.net/chi/20090425econweekly.htm
http://newsbook.net/chi/20090417hightech.htm
http://newsbook.net/chi/200904linux.htm
http://newsbook.net/chi/20090320hitech.htm
http://newsbook.net/chi/20090306cpu.htm
http://newsbook.net/chi/20090228econweekly.htm
http://newsbook.net/chi/20090220cpu.htm
http://newsbook.net/chi/cpu20090109.htm
http://newsbook.net/chi/hitech200901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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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Pilot的報導   (2009年1月)

Newsbook新增.tel域名服務
PCStation的報導  (2008年12月15日)

Newsbook新增.tel域名申請

經濟一週的報導 (2008年12月13日)

Newsbook域名再度擴展
CPU的報導 (2008年12月12日)

Newsbook為擴展業務, 有意收購業務

經濟一週的報導 (2008年11月15日)

資訊網路為擴展業務, 有意收購網存同業
Ezone的報導 (2008年11月14日)

資訊網路為擴展業務, 有意收購網存同業

CPU的報導 (2008年11月07日)

Newsbook 成立十1週年, 為回饋客戶的支持, 全面升級電郵服務!
經濟一週的報導  (2008年10月31日)

為慶祝成立十週年, Newsbook再次回饋客戶

Ezone的報導  (2008年10月17日)

送免費.cn註冊一年
CPU的報導  (2008年10月17日)

為慶祝成立十1週年. Newsbook再次回饋客戶

Ezone的報導  (2008年10月17日)

Newsbook十週年送大禮
Ezone的報導  (2008年10月8日)

為慶祝成立十週年, Newsbook再次回饋客戶

Ezone的報導  (2008年10月13日)

Newsbook成立十週年回饋客戶, 免費送贈域名.com.cn或.cn註冊一年
Linux Pilot的報導  (2008年10月)

Newsbook成立十週年 電郵服務全面升級

經濟一週的報導  (2008年9月20日)

Newsbook (資訊網絡)為祝賀成立十周年和奧運中國年對香港伺服器租用計劃推出
雙重優惠,回饋客戶, 免費升級標準型的香港伺服器租用計劃, 免費加大高級型租用
伺服器的硬盤。

Ezone的報導  (2008年9月5日)

資訊網絡 從基本做起
經濟一週的報導  (2008年7月26日)

http://newsbook.net/chi/linuxoilot200901.htm
http://newsbook.net/chi/pcs20081215.htm
http://newsbook.net/chi/econ20081213.htm
http://newsbook.net/chi/cpu20081212.htm
http://newsbook.net/chi/econ20081115.htm
http://newsbook.net/chi/ezone20081114.htm
http://newsbook.net/chi/cpu20081107.htm
http://newsbook.net/chi/econ20081031.htm
http://newsbook.net/chi/ezone20081031.htm
http://newsbook.net/chi/cpu20081017.htm
http://newsbook.net/chi/ezone20081017.htm
http://newsbook.net/chi/ezone20081008.htm
http://newsbook.net/chi/ezone2008103.htm
http://newsbook.net/chi/linuxoilot200810.htm
http://newsbook.net/chi/econ20080920.htm
http://newsbook.net/chi/ezone20080905.htm
http://newsbook.net/chi/20080726_econ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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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網絡 新增頂級域名
新報的報導  (2008年7月26日)

Newsbook緊跟時代步伐, 掌握最新資訊科技技術, 加入入新服務
Newsbook推出網頁程式設計服務, 讓你更容易地管理自己的網站Newsbook專業的

程式設計工程師,為您度身設計網頁程式
一本便利的報導  (2008年6月28日)

Newsbook又再加入新服務, 緊貼時代步伐
CPU的報導  (2008年6月27日)

Newsbook推出網頁程式設計服務, 讓你更容易管理自己的網站
Ezone的報導  (2008 年6月26日)

Newsbook增值電郵服務, 回饋客戶一電郵空間由60MB轉而100MB, 加量不加價
一本便利的報導  (2008 年6月13日)

Newsbook增值電郵, 加大電郵儲存空間
新報的報導  (2008 年6月6日)

Newsbook回饋客戶, 免費昇級
澳門新報的報導  (2008 年5月22日)

Newsbook (資訊網絡)為祝賀成立十周年和奧運中國年
對香港伺服器租用計劃推出雙重優惠, 回饋客戶

免費升級標準型的香港伺服器租用計劃, 免費加大高級型租用伺服器的硬盤
一本便利的報導  (2008 年5月16日)

Newsbook十周年慶, 再次回饋客戶, 與客歡賀經營成果

Newsbook調整X11型伺服器配置, 推出300GB雙硬盤的X12型租用伺服器要租用專
業伺服器. 來Newsbook一定是您最好選擇。
一本便利 的報導  (2008 年5月2日)

Newsbook十週年誌慶

經濟一週 的報導  (2008 年4月25日)

申請香港域名優惠 Newsbook 半價回饋客戶
PC station 的報導   (2008 年4月21日)

Newsbook 成立十週年, 回饋客戶, 推出域名申請優惠

EZONE 的報導   (2008 年4月18日)

Newsbook 成立十週年, 回饋客戶, 推出域名申請優惠
CPU 的報導   (2008 年4月18日)

Newsbook 十周年 域名申請半價

新報的報導   (2008 年4月15日)

資訊網絡提供亞洲公司(.asia)域名申請服務
EZONE 的報導  (2008 年4月4日)

資訊網絡提供亞洲公司(.asia)域名申請服務

http://newsbook.net/chi/20080726hkdailyc.htm
http://newsbook.net/chi/20080628easyfinderc.htm
http://newsbook.net/chi/20080627ezonec.htm
http://newsbook.net/chi/20080626easyfinderc.htm
http://newsbook.net/chi/20080606hkdailyc.htm
http://newsbook.net/chi/20080606hkdailyc.htm
http://newsbook.net/chi/20080522macow_hkdailyc.htm
http://newsbook.net/chi/20080516easyfinderc.htm
http://newsbook.net/chi/20080502easyfinderc.htm
http://newsbook.net/chi/200804190425_econ.htm
http://newsbook.net/chi/200804190425_econ.htm
http://newsbook.net/chi/20080503_ezone.htm
http://newsbook.net/chi/20080421_pcstation.htm
http://newsbook.net/chi/20080418_ezone.htm
http://newsbook.net/chi/20080418_cpu.htm
http://newsbook.net/chi/20080418_cpu.htm


6/4/2014 香港最大網頁儲存商,域名註冊,虛擬主機,網頁寄存,伺服器托管,伺服器租用,香港服務器托管,服務器租用,網頁設計公司

http://newsbook.net/chi/news.htm 11/13

EZONE 的報導   (2008 年4月4日)

Newsbook 升級租用服務器 價格不變 絕對超值

EZONE 的報導  (2008 年4月3日)

資訊網絡 新消息 升級配置 價格不變
PC station的報導  (2008 年3月31日)

Newsbook 伺服器租用, 升級後效能不變 

新報 的報導  (2008 年3月28日)

Newsbook 推出5種新的高級型伺服器租用計劃
EZONE 的報導  (2008 年3月21日)

Newsbook推出比利時, 荷蘭, 丹麥域名申請服務  

PC Weekly 的報導  (2008 年1月10日)

Newsbook推出 歐洲功能變數名稱  
經濟一週的報導  (2008 年1月8日)

伺服器租用計劃又升級 

經濟一週的報導  (2008 年1月5日)

Newsbook推出比利時, 荷蘭, 丹麥域名申請服務
PC3 的報導  (2008 年1月5日)

Newsbook提供亞洲公司(.ASIA)域名申請服務 

Linux Pilot的報導  (2008 

加大容量至雙倍價錢不變
新報的報導   (2007 年12月24日)

Newsbook伺服器租用計劃又升級

車迷鬆的報導  (2007 年12月21日)

Newsbook伺服器租用計劃又昇級啦
價格抵而性能高, 切合你靨要 

新報的報導   (2007 年12月18日)

Newsbook回饙客戶支持, 電郵空間增至60MB
CPU的報導  (2007 年8月31日)

Newsbook電郵空間 容量增加一倍

CPU的報導  (2007 年8月26日)

設立中國域名 助招內地市場
經濟一週的報導  (2007 年8月26日)

服務器租用計劃 提昇配置調低價錢

新報的報導  (2007 年7月16日)

提升中國服務踞租用連托管服務 Newsbook了解你需要

http://newsbook.net/chi/20080404_ezone.htm
http://newsbook.net/chi/20080403_ezone.htm
http://newsbook.net/chi/20080331_pcstation.jpg.htm
http://newsbook.net/chi/20080328_macau_hkdaily.htm
http://newsbook.net/chi/20080321_ezone.htm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_pcweekly2008_0110.htm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_hkdaily_080108.htm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_econ_010508.htm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_pc3_080105.htm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_econ_010508.htm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_hkdaily_071224.htm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_econ_010508.htm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_easyfinder_071221.htm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_econ_010508.htm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_pc3_20071218.htm
http://newsbook.net/chi/20070831cpu.htm
http://newsbook.net/chi/20070402_pcstation2.htm
http://newsbook.net/chi/20070825econ.htm
http://newsbook.net/chi/20070716hk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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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的報導  (2007 年7月14日)

資訊網絡成立九周年送免費域名

新報的報導  (2007 年6月27日)

首年減$100, 即到Newsbook申請.hk中文域名
PC station的報導  (2007 年4月2日)

Newsbook中文域名減價回饋客戶
新報的報導 (2007 年4月1日)

到 Newsbook 申請中文域名, 首年減$100
Linux Piolt的報導  (2007 年4月)

Newsbook 新增 (中文.hk) 申請服務!
一本便利的報導  (2007 年3月16日)

賀當代迷你倉擴建 資訊網絡送現金券

電腦廣場 的報導  (2007 年3月6日)

Newsbook 十個數據中心, 滿足不同客戶的需求
CPU 的報導  (2007 年2月17日)

Newsbook 滿足客戶需求 新增九倉數據中心
新報 的報導  (2007 年2月12日)

Newsbook 伺服器租用計劃全面升級
PC3 的報導  (2007 年2月6日)

Newsbook 硬件升級, 價錢不變

新報的報導  (2007 年2月1日)

Newsbook 伺服器租用計劃昇級喇! 伺服器租用計劃, 硬件昇級, 價錢不變!
便利的報導  (2007 年1月26日)

Newsbook相同月費免費提昇伺服器租用計劃
PC3的報導  (2007 年1月23日)

Newsbook硬件升級伺服器速度更快
新報的報導  (2007 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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