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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Get Insured Challenge 
 

Get Insured Challenge Period 

 
1. The Get Insurance Challenge is available from 4 Dec 2022 to 31 Mar 2023, both dates inclusive 

(the "Challenge Period"). 
 

Who can join the Get Insured Challenge 

 
2. The Get Insured Challenge is only applicable to Well+ members who satisfy all of the requirements 

below at the time they subscribe to the Get Insured challenge in Well+. To be eligible, you must: 

 
a. have taken on the Get Insured Challenge in Well+ by clicking on "Get started" within the Challenge 

Period; and 

 
b. be a holder of a valid Eligible HSBC Hong Kong Credit Card* 
 

How can you earn the reward under this Get Insured Challenge 
 

3. You can earn the RewardCash only if you satisfy all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 remain as a Well+ member (including at the time we credit the RewardCash to you); and 

 
b. hold a valid Eligible HSBC Hong Kong Credit Card* account (including at the time we credit the 

RewardCash to you); and 

 
c. have an eligible new individual non-linked long term life insurance policy issued within 90 days 

after clicking "Get started" on the Get Insured Challenge, and that remained in force at the time of 

crediting your Reward (see below) with annualized premium of HKD5,000 or above, or of equivalent 

currency after discount. If you take out a life insurance policy before you click "Get started" on the 

Get Insured Challenge the new life insurance application is ineligible for enjoying the reward for Get 

Insured Challenge. 

 
You can browse more non-linked long term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on the HSBC HK website > 

Insurance > Life Insurance. Wealth Select Protection Linked Plan (WPLP) is not an eligible policy for 

the Get Insured Challenge 
 

How much RewardCash can you earn 

 
4. The RewardCash amount of the Get Insured Challenge (the "Reward") is $500 RewardCash. 
 

When will you receive the Reward 

 

5. After your 'Get insured' challenge status becomes 'Completed', we will start to credit your earned 

Reward to your selected HSBC credit card. It normally takes up to 2 months for your 'Get in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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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 status to be updated to 'Completed' after your new non-linked long term life insurance 

policy is issued 

 
The RewardCash you earn on or before the 17th of the current month (inclusive) will be credited to 

the HSBC credit card you've linked to Well+ on or after the 18th of the current month. It will take 

around 3 weeks for this to be updated in the HSBC Reward+ app. 

 

For example, if your challenge status becomes 'Completed' on the 17th of the month, the RewardCash 

you earn will be updated in the HSBC Reward+ app in about 3 weeks. If you complete the challenge 

on or after the 18th of the current month, the RewardCash will be credited on or after the 18th of the 

following month.  

 
If you no longer fulfill all of the conditions in Clause 3 above before we credit the RewardCash to 

you, you will not be entitled to the RewardCash, and the RewardCash earned for this Get Insured 

Challenge will be forfeited. 

 

 
6. During the Challenge Period, an Eligible Customer can participate in the Get Insured Challenge 

once only. 

 

7. For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paid with single premium, the annualized new premium would 

be calculated as: Single Premium x 0.1. For aggregate premium, the annualized new premium 

refers to the first year premium required by the policy. 

 
8. The Reward or RewardCash offered under Get Insured Challenge cannot be converted to cash. 

 
9.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 the "Bank" or "HSBC")  and HSBC Life (International) Limited, 

incorporated in Bermuda with limited liability ( "HSBC Life") reserve the right to change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and to withdraw or terminate the Well+ Get Insured Challenge at any time at its 

discretion without prior notice. HSBC and HSBC Life accept no liability for any such change, 

withdrawal and / or termination. 

 
10. In the event of any dispute arising out of this promotion, the decision of HSBC and HSBC. Life 

shall be final and conclusive. 

 
11. No person other than the Well+ member, the Bank and HSBC Life will have any right under the 

Contracts (Rights of Third Parties) Ordinance to enforce or enjoy the benefit of any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12. Where there is any discrepancy or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versions of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the English version shall apply and prevail. 

 
13. The Get Insured Challenge under Well+ is subject to the prevailing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14.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are to be rea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Well+ Terms and Conditions, 

available on Well+ website at www.hsbc.com.hk/WellPlus or on the HSBC HK Mobile Banking app. 

In the event of any conflict between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and the Well+ Terms and Conditions 

in respect of this Get Insured Challenge only,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shall prevail. 

 
What these terms 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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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gible HSBC Hong Kong Credit Card means any Hong Kong Dollar personal primary, personal 

supplementary card (combined additional or separate additional credit cards) or UnionPay Dual 

Currency credit card (applicable to Hong Kong dollar sub-account only) issued by HSBC (and its 

successors and assigns). 

 
Issued by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and HSBC Life (International) 

Limited, incorporated in Bermuda with limited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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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會員專享滙達保危疾保障計劃首年保費折扣優惠 

合資格滙豐客戶
+
於以下推廣期間成功投保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可享以下優惠，並受有關條款及細則

約束
#
： 

 
+
如客戶取消任何於推廣期開始日或之前遞交/已生效的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申請，並於推廣期間申請以

下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新的保險計劃申請並不符合此保費折扣優惠資格。 

 

推廣期：2022年12月5日至2023年3月31日（包括首尾兩日） 

 

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 保費供款年期 首年保費折扣優惠 適用途徑 

滙達保危疾保障計劃 2年 8折 個人網上理財 

或 

滙豐熱線2233 3130 

5年 5折 

#
有關優惠詳情，請參閱以下條款及細則。並請參閱有關計劃的產品冊子及條款及細則，了解計劃詳

情，包括任何有關收費。 

 

合資格滙豐客戶 

已成為Well+會員的滙豐客戶，並且： 

 透過熱線2233 3130申請以上合資格保險計劃；或 

 透過滙豐個人網上理財，於網上申請表輸入指定優惠碼及投保上述合資格保險計劃，方可專

享有關優惠。 

 

本優惠條款及細則 

1. 是次推廣優惠（「本優惠」）只適用於合資格滙豐客戶（見上述定義）於推廣期間成功投保滙

達保危疾保障計劃及購買保單，並於2022年12月5日至2023年5月31日（包括首尾兩日）由滙

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滙豐保險」）簽發有關保單。本優惠受本條款及細則約束。 

2. 若合資格滙豐客戶同時享有本優惠及指定計劃/服務的同類型產品優惠（由滙豐保險於香港特別

行政區（「香港」）提供），滙豐保險有權只向有關客戶提供價值最高的一項優惠。 

3. 於上述推廣期間，本優惠不可與滙豐保險同時提供的特別組別+1%優惠、首次投保+1.5%優

惠、期滿保費折扣優惠或客戶推薦推廣活動一起使用。 

4. 本優惠不適用於以公司名義投保的保單。 

5. 本優惠不可轉讓或兌換現金。 

6. 滙豐保險將因應可能的保單持有人及／或可能的受保人於申請期間所提供的資料保留接受或拒

絕任何有關計劃之申請的權利。 

7. 有關合資格滙豐客戶與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及其繼承人及受讓人（「滙豐」或「本

行」）於銷售過程或處理有關交易的金錢糾紛，滙豐將與合資格滙豐客戶把個案提交至金融糾

紛調解計劃；有關涉及合資格滙豐客戶在保單條款及細則中的任何糾紛，則直接由滙豐保險與

合資格滙豐客戶共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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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行及滙豐保險保留於任何情況下更改條款及細則的權利。本行及／或滙豐保險亦可能運用他

們/它的酌情權取消及／或終止優惠而毋須事前通知合資格客戶或任何人。本行及滙豐保險不會

為相關改變、終止及／或取消決定所引致之影響負上任何責任。因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更改而

可能造成的任何(直接或間接)損失、損害或支出或任何行使本行或滙豐保險對此推廣的酌情權，

本行及滙豐保險概不負責。 

9. 是次優惠均受有關的監管條例約束。 

10. 除有關合資格滙豐客戶、本行及滙豐保險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

例》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任何條文下的利益。 

11. 滙豐保險可能基於保費折扣/豁免優惠而簽發您投保的保單；若於保單簽發後，您最終未有成為

Well+會員，滙豐保險保留權利收取有關折扣或豁免金額。 

12. 若有任何爭議（包括但不限於有關推廣計劃/優惠編碼及優惠的任何爭議），本行及滙豐保險保

留最終決定權。 

13. 本條款及細則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14.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法律管轄，並按照香港法律詮釋。 

15. 本行、滙豐保險及合資格滙豐客戶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限，並據此解釋。有關各方受香港

法院之非專屬司法管轄權管轄。本條款及細則可由任何具司法管轄權之法院執行。 

 

以上人壽保險計劃由滙豐保險承保，滙豐保險是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已獲香港保險業監管局

授權及受其監管，於香港經營長期保險業務。滙豐保險將負責按保單條款為您提供保險保障及處理索償

申請。滙豐根據保險業條例（香港法例第41章）註冊為滙豐保險於香港分銷保險之代理商。以上計劃

屬滙豐保險而非滙豐產品，並只擬在香港銷售。您的保單利益受滙豐保險的信貸風險所影響。若您於保

單初期中止此計劃及／或退保，您可取回的收益金額可能遠低於已繳付的保費。如想了解計劃詳情及有

關費用，請參閱有關產品冊子及保單，或向滙豐分行職員查詢。 

 

由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及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註冊成立於百慕達之有限公司）刊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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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會員專享滙豐自願醫保靈活計劃保費折扣優惠 

合資格滙豐客戶
+
於以下推廣期間成功投保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可享以下優惠，並受有關條款及細則

約束
#
： 

 
+
如客戶取消任何於推廣期開始日或之前遞交/已生效的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申請，並於推廣期間申請以

下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新的保險計劃申請並不符合此保費折扣優惠資格。 

 

推廣期：2022年12月5日至2023年3月31日（包括首尾兩日） 

 

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 適用途徑 首年保費折扣優惠 

滙豐自願醫保靈活計劃 滙豐網站/個人網上理財/流動理

財應用程式 

所有繳費方式：60% 

 

滙豐分行或熱線2233 3130 所有繳費方式：60% 

#
有關優惠詳情，請參閱以下條款及細則。並請參閱有關計劃的產品冊子及條款及細則，了解計劃詳

情，包括任何有關收費。 

 

合資格滙豐客戶 

已成為Well+會員的滙豐客戶，並且： 

 透過滙豐分行或熱線2233 3130，成功申請以上合資格保險計劃；或 

 透過滙豐網站、滙豐個人網上理財或香港滙豐流動理財應用程式，於網上申請表輸入指定優

惠碼及成功投保上述合資格保險計劃，方可專享有關優惠。 

 

本優惠條款及細則 

1. 以上推廣優惠（「本優惠」）只適用於合資格滙豐客戶（見上述定義）於推廣期間成功投保合

資格保險計劃及購買保單，並於2022年12月5日至2023年5月31日（包括首尾兩日）由滙豐人

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滙豐保險」）簽發有關保單。本優惠受本條款及細則約束。 

2. 除下列第3項條款提及的情況外，若合資格客戶同時享有以上優惠及滙豐保險於香港特別行政

區(「香港」)所提供適用於同一類別產品/服務的其他優惠(如員工保費折扣優惠)，滙豐保險保

留權利，只向該客戶提供價值最高的一項優惠。 

3. 符合滙豐自願醫保靈活計劃家庭折扣優惠資格的合資格滙豐客戶，除可享有本條款及細則所述

優惠外，更可獲享10%保費折扣。10%家庭折扣優惠及本優惠均按原保費計算。有關家庭折扣

優惠詳情、條款及細則，請參閱滙豐自願醫保靈活計劃的條款及保障第3部分「保費條款」。 

4. 本優惠不適用於以公司名義投保的保單。 

5. 本優惠不可轉讓或兌換現金。 

6. 滙豐保險將因應可能的保單持有人及／或可能的受保人於申請期間所提供的資料保留接受或拒

絕任何有關計劃之申請的權利。 

7. 有關合資格滙豐客戶與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及其繼承人及受讓人（「滙豐」或「本

行」）於銷售過程或處理有關交易的金錢糾紛，滙豐將與合資格滙豐客戶把個案提交至金融糾

紛調解計劃；有關涉及合資格滙豐客戶在保單條款及細則中的任何糾紛，則直接由滙豐保險與

合資格滙豐客戶共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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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行及滙豐保險保留於任何情況下更改條款及細則的權利。本行及／或滙豐保險亦可能運用他

們/它的酌情權取消及／或終止優惠而毋須事前通知合資格客戶或任何人。本行及滙豐保險不會

為相關改變、終止及／或取消決定所引致之影響負上任何責任。因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更改而

可能造成的任何(直接或間接)損失、損害或支出或任何行使本行或滙豐保險對此推廣的酌情

權，本行及滙豐保險概不負責。 

9. 是次所有優惠均受有關監管條例約束。 

10. 除有關合資格滙豐客戶、本行及滙豐保險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

例》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任何條文下的利益。 

11. 滙豐保險可能基於保費折扣/豁免優惠而簽發您投保的保單；若於保單簽發後，您最終未有成為

Well+會員，滙豐保險保留權利向您收取有關保費折扣或豁免金額。 

12. 若有任何爭議（包括但不限於有關推廣計劃/優惠編碼及優惠的任何爭議），本行及滙豐保險保

留最終決定權。 

13. 本條款及細則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14.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法律管轄，並按照香港法律詮釋。 

15. 本行、滙豐保險及合資格滙豐客戶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限，並據此解釋。有關各方受香港

法院之非專屬司法管轄權管轄。本條款及細則可由任何具司法管轄權之法院執行。 

 

以上滙豐自願醫保靈活計劃由滙豐保險承保，滙豐保險已獲香港保險業監管局授權及受其監管，於香港

經營長期保險業務。滙豐保險將負責按有關人壽保單條款為您的滙豐自願醫保靈活計劃（由滙豐保險簽

發）提供保險保障及處理索償申請。滙豐根據保險業條例（香港法例第41章）註冊為滙豐保險於香港

分銷人壽保險之代理商。以上滙豐自願醫保靈活計劃屬滙豐保險而非滙豐產品，並只擬在香港銷售。您

的保單利益受滙豐保險的信貸風險所影響。若您於保單初期中止此計劃及／或退保，您可取回的收益金

額可能遠低於已繳付的保費。如想了解計劃詳情及有關費用，請參閱有關產品冊子及保單，或向滙豐分

行職員查詢。 

 

由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及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註冊成立於百慕達之有限公司）刊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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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會員專享滙家保 11 個月保費豁免優惠 

合資格滙豐客戶
+
於以下推廣期間成功投保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可享以下優惠，並受有關條款及細則

約束
#
： 

 
+
如客戶取消任何於推廣期開始日或之前遞交/已生效的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申請，並於推廣期間申請以

下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新的人壽保險計劃申請並不符合此保費豁免優惠資格。 

 

推廣期：2022年12月5日至2023年3月31日（包括首尾兩日） 

 

指定人壽保險計劃（「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 

 滙家保是設有自選附加保障的定期壽險計劃，由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滙豐保

險」）承保 

 

推廣優惠：專享指定計劃第2、第3、第4、第5、第6、第7、第8、第9、第10、第11及第12個月的整月

保費豁免（「保費豁免優惠」） 

 
#
有關優惠詳情，請參閱以下條款及細則。並請參閱有關產品冊子、條款及細則，進一步了解計劃詳

情，包括任何有關收費。 

 

合資格滙豐客戶 

已成為Well+會員的滙豐客戶，並且： 

 透過滙豐網站、滙豐個人網上理財或香港滙豐流動理財應用程式，於網上申請表輸入指定優

惠碼及成功投保上述合資格保險計劃，方可專享有關優惠。 

 

本優惠條款及細則 

1. 推廣期間，滙豐客戶於網上申請表輸入有效優惠碼，成功投保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本保

單」）及購買保單，可於保單簽發後第2、第3、第4、第5、第6、第7、第8、第9、第10、第

11及第12個月專享保費豁免優惠。客戶於投保時繳付首月保費，並於第13個月起恢復月繳保

費。 

2. 是次推廣優惠（「本優惠」）只適用於合資格滙豐客戶（見上述定義）於推廣期間成功投保合

資格人壽保險計劃及購買保單，並於2022年12月5日至2023年5月31日（包括首尾兩日）由滙

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滙豐保險」）簽發有關保單。本優惠受本條款及細則約束。 

3. 若合資格滙豐客戶同時享有本優惠及指定計劃/服務的同類型產品優惠（由滙豐保險於香港特別

行政區（「香港」）提供），滙豐保險有權只向有關客戶提供價值最高的一項優惠。 

4. 於上述推廣期間，本優惠不可與滙豐保險同時所提供的特大額保費折扣優惠、特別組別優惠、

首次投保保費折扣優惠、期滿保費折扣優惠、客戶推薦推廣活動或員工保費折扣優惠同時使

用。 

5. 本優惠不適用於以公司名義投保的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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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優惠不可轉讓或兌換現金。 

7. 滙豐保險將因應可能的保單持有人及／或可能的受保人於申請期間所提供的資料保留接受或拒

絕任何有關計劃之申請的權利。 

8. 有關合資格滙豐客戶與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及其繼承人及受讓人（「滙豐」或「本

行」）於銷售過程或處理有關交易的金錢糾紛，滙豐將與合資格滙豐客戶把個案提交至金融糾

紛調解計劃；有關涉及合資格滙豐客戶在保單條款及細則中的任何糾紛，則直接由滙豐保險與

合資格滙豐客戶共同解決。 

9. 本行及滙豐保險保留於任何情況下更改條款及細則的權利。本行及／或滙豐保險亦可能運用他

們/它的酌情權取消及／或終止優惠而毋須事前通知合資格客戶或任何人。本行及滙豐保險不會

為相關改變、終止及／或取消決定所引致之影響負上任何責任。因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更改而

可能造成的任何(直接或間接)損失、損害或支出或任何行使本行或滙豐保險對此推廣的酌情

權，本行及滙豐保險概不負責。 

10. 是次優惠均受有關的監管條例約束。 

11. 除有關合資格滙豐客戶、本行及滙豐保險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

例》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任何條文下的利益。 

12. 滙豐保險可能基於保費折扣/豁免優惠而簽發您投保的保單；若於保單簽發後，您最終未有成為

Well+會員，滙豐保險保留權利向您收取有關保費折扣或豁免金額。 

13. 若有任何爭議（包括但不限於有關推廣計劃/優惠碼及優惠的任何爭議），本行及滙豐保險保留

最終決定權。 

14. 本條款及細則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15.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法律管轄，並按照香港法律詮釋。 

16. 本行、滙豐保險及合資格滙豐客戶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限，並據此解釋。有關各方受香港

法院之非專屬司法管轄權管轄。本條款及細則可由任何具司法管轄權之法院執行。 

 

以上指定計劃是滙豐保險承保的人壽保險計劃，滙豐保險已獲香港保險業監管局授權經營及受其監管，

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經營長期保險業務。滙豐保險將負責按人壽保單條款為您提供保險保障及處理索償申

請。滙豐根據保險業條例（香港法例第41章）註冊為滙豐保險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分銷人壽保險之代理

商。以上指定計劃並不等同於或類似任何銀行存款。以上指定計劃屬滙豐保險而非滙豐產品，並只擬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銷售。如想了解指定計劃詳情及有關費用，請於網上參閱有關產品冊子及保單條款。 

 

由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及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註冊成立於百慕達之有限公司）刊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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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規劃挑戰之條款及細則 

 

保障規劃挑戰推廣期 

 

1. 保障規劃挑戰（「挑戰」）適用於 2022年 12月 4日至 2023年 3月 31日，包括首尾兩天

（「推廣期」）。 

 

誰可參加此「挑戰」 

 

2. 本挑戰只適用於訂閱時符合以下所有條件之 Well+會員（「合資格客戶」）。若要符合資格，

您必須: 

 

a. 在Well+保障規劃挑戰「推廣期」內點擊「立即開始」參與此「挑戰」; 及 

 

b. 為「合資格滙豐香港信用卡」*之持有人 

 

如何賺取本「挑戰」的獎賞 

 

3. 您可賺取「獎賞錢」，若您: 

 

a. 為Well+會員（包括當我們誌入您的「獎賞錢」時）; 及 

 

b. 為「合資格滙豐香港信用卡」之持有人(包括當我們誌入您的「獎賞錢」時);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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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於此「挑戰」中點擊「立即開始」後 90日內投保折扣後年度化新保費至少港幣 5,000元或等值

貨幣（以匯率為準）的全新合資格非投資相連長期個人人壽保險計劃，並且在我們誌入您的

「獎賞錢」時（參見下文）保單持續生效。如果您在點擊“立即開始”之前購買了人壽保險，該保

單則不合乎此「挑戰」資格。 

 

您可以在滙豐香港網站>保險>人壽保險中找到更多非投資相連長期個人人壽保險計劃。滙萃

保障相連保險計劃(WPLP)不屬於此「挑戰」的合資格保單。 

 

您可賺取的「獎賞錢」金額 

 

4. 完成此「挑戰」可賺取的「獎賞」為港幣 500「獎賞錢」。 

 

您何時會獲享「獎賞」 

 

5. 在「保障規劃」挑戰狀況更新為「已完成」後，我們將會把您所賺取的獎賞存入您指定的滙豐

信用卡。您投保的全新合資格非投資相連長期個人人壽保單一經批核，「保障規劃」挑戰狀況

通常將於兩個月內更新為「已完成」。 

 

於本月 17日或之前賺取的「奬賞錢」，將於本月 18日或之後存入您已連結至Well+的滙豐信用

卡。您可於大約三星期後登入滙豐 Reward+應用程式查詢。 

 

例如，您的挑戰狀況在本月 17日更新為「已完成」，您所賺取的「獎賞錢」將於大約三星期後於

滙豐 Reward+應用程式顯示出來。如您於本月 18日或之後完成挑戰，則有關「獎賞錢」將於下

月 18日或之後存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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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合資格客戶」於本行誌入「獎賞錢」前不再符合條款及細則第 3項列出之需求，您將不能

賺取該「獎賞錢」。 

 

6. 於推廣期內，每位「合資格客戶」只參加本「挑戰」一次。 

 

7.如合資格保單是以躉繳保費繳付的人壽保險計劃，該新繳保費之年度化金額將以躉繳保費金 

額 x0.1 計算。如合資格保單是以合計保費繳付的人壽保險計劃，新繳保費之年度化金額是指 

該保險計劃應繳的首年保費。 

 

8. 完成此「挑戰」提供的獎賞或「獎賞錢」不能轉換為現金。 

 

9.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本行」或「滙豐」）及滙豐人壽保險（國

際）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滙豐保險」）保留於任何情況下更改條款及

細則的權利，亦可能運用他們/它的酌情權取消及／或終止本挑戰而毋須事前通知合資格客戶

或任何人。本行及滙豐保險不會為相關改變、終止及／或取消決定所引致之影響負上任何責

任。 

 

10. 如有任何有關本挑戰活動的爭議，本行及滙豐保險保留最終決定權。 

 

11. 除有關合資格客戶、滙豐保險及本行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

例》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下的利益。 

 

12. 如英文譯本與中文譯本在文義上出現分歧，概以英文譯本為準。 

 

13. 以上推廣活動條款及細則受香港法律所管轄，並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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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本推廣的條款及細則應與Well+的條款及細則一併閱讀，提供於Well+網站

www.hsbc.com.hk/WellPlus或香港滙豐流動理財應用程式。當遇到本推廣活動之條款及細則和 

Well+的條款及細則有衝突時，有關本挑戰活動事宜，以本挑戰之條款及細則為準。 

 

術語的含義 

 

*「合資格滙豐香港信用卡」指由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於香港發出的港幣個人基本卡、綜

合、獨立戶口附屬卡及以港幣戶口簽賬的銀聯雙幣信用卡。 

 

由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註冊成立於香港之有限公司）及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

司（註冊成立於百慕達之有限公司）刊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