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滙豐白金 Visa 卡精選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優惠推廣期 

1. 優惠推廣期為 2023 年 3 月 1 日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推廣期」）。 

優惠詳情（「本推廣」） 

2. 於推廣期內連結滙豐白金 Visa 卡，滙豐 green 信用卡除外，（「已登記信用卡」）至「易賞錢」手機應用程式

賬戶。並於實體店出示該「易賞錢」會員二維碼或於網店登入該「易賞錢」賬戶後作「合資格簽賬」，以享用

以下各種優惠（「優惠」）： 

A. 於三間參與商戶消費可獲享高達六倍「易賞錢」獎賞積分： 

 「易賞錢」會員可享四倍「易賞錢」獎賞積分 

 「易賞錢」VIP 級別尊貴會員可享六倍「易賞錢」獎賞積分 

B. 於三間參與商戶可獲享「易賞錢」會員日優惠 

I. 百佳 92 折優惠 

a. 本推廣於每月（「推廣曆月」）的 2、12 及 22 日（「百佳推廣曆日」）舉行。 

b. 持卡人於百佳推廣曆日以已登記信用卡於百佳超級市場、TASTE、FUSION、TASTE X FRESH 新

鮮生活 (如於淘大商場「TASTE X FRESH 新鮮生活」享有此優惠，請到 TASTE 收銀處) 、

INTERNATIONAL、food le parc、GOURMET、GREAT FOOD HALL、便利佳及百佳冷凍食品的

香港分店（「百佳實體商店」）或於 www.pns.hk 、及 PNS App（「PNS」）完成合資格交易（「合

資格交易」，定義見 c 段），可享合資格交易金額 8%的折扣。有關折扣將計至小數位後兩個位。如

於自助收銀機付款，必須於實體商店內付款方可享此折扣優惠。 

c. 「合資格交易」乃指於實體商戶用已連結滙豐白金 Visa 卡作全額單一淨交易金額滿 HK$100 的簽

賬或於 PNS 用已連結滙豐白金 Visa 卡作全額單一淨交易金額滿 HK$800 的簽賬。淨交易金額指

扣除所有推廣折扣後的交易金額。所有優惠折扣，包括現金券、電子禮券、任何優惠券、優惠代

碼、信用咭優惠之扣減金額部份則不作計算。 

以下類別於實體商店進行的交易於本推廣不屬於合資格交易：購買禮券、電子禮券、初生嬰兒奶

粉、香煙、電話卡／儲值卡／禮品卡、食物禮券、百佳食物卡、任何增值服務、電話／傳真和

www.greatfoodhall.com訂購服務、「店取易」服務、塑膠購物袋收費、寄賣櫃位的交易、任何

換購推廣及電子印花換購、超過HK$50,000的大額交易金額或原箱訂購超過50箱、送貨服務費及

3 Shop產品及服務、於任何中國內地及澳門分店的簽賬、未經授權的簽賬、電子錢包的增值及簽

賬交易（包括但不限於PayMe、WeChat Pay及支付寶）、已被取消、正在進行索償、退貨及退

款等的簽賬或銀行不時指名的其他簽賬類別。 

以下類別於PNS進行的交易於本推廣不屬於合資格交易：購買電子禮券、電話／傳真訂購服務、

禮物籃、電話卡／儲值卡／禮品卡、初生嬰兒奶粉、電器及廚具、月餅、大閘蟹、商戶直送產

品、商戶店取產品、預訂產品、屈臣氏eMall／旗艦店產品、豐澤產品及任何換購推廣優惠產品。 



d. 除特別註明外，持卡人可享的折扣為即時折扣，於持卡人以已登記的實體信用卡／Visa payWave 

非接觸式功能／已連結已登記信用卡的Apple Pay、Google Pay或Samsung Pay在百佳實體商店

付款時或以已登記的信用卡於PNS付款時（不包括以Apple Pay、Google Pay或Samsung Pay付

款）即時扣除。 

e. 每個已登記信用卡戶口於每個百佳推廣曆日最高可獲贈相等於 HK$64 的折扣。 

f. 如持卡人已登記信用卡戶口設有附屬卡，附屬卡持卡人須於另一「易賞錢」手機應用程式賬戶連

結附屬卡才可以獲享折扣及／或回贈。 

g. 除特別註明外，折扣及回贈不可與其他推廣優惠或現金禮券同時使用。如任何合資格交易事後被

取消或要求退款，相應的折扣及／或回贈亦會一併取消或需要退回。 

II. 屈臣氏 92 折優惠 

a. 本推廣於每月（「推廣曆月」）的 8、18 及 28 日（「屈臣氏推廣曆日」）舉行。 

b. 持卡人於屈臣氏推廣曆日以已登記信用卡於屈臣氏的香港分店（「屈臣氏實體商店」）、

www.watsons.com.hk 及屈臣氏 App（「屈臣氏網店」）完成合資格交易（「合資格交易」，定義見

c 段），可享合資格交易金額 8%的折扣。有關折扣將計至小數位後兩個位。 

c. 「合資格交易」乃指於實體商店或網店用已連結滙豐白金 Visa 卡作全額單一淨交易金額滿

HK$400 或以上的簽賬。淨交易金額指扣除所有推廣折扣後的交易金額。以下類別的交易於本推

廣不屬於合資格交易：繳費賬項、八達通增值服務、電話或傳真訂購、購買屈臣氏禮券、初生嬰

兒奶粉或電話卡／儲值卡的交易、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換購產品、積分／電子印花換購產品、

GLAM 美髮產品、剪髮及造型服務及處方產品、於點購站之交易、於任何海外分店（所有中國內

地及澳門分店）的簽賬、未經授權的簽賬、電子錢包的增值及簽賬交易（包括但不限於支付寶）、

已被取消、正在進行索償、退貨及退款等的簽賬或銀行不時決定的其他類別的簽賬。 

d. 除特別註明外，持卡人可享的折扣為即時折扣，於持卡人以已登記的實體信用卡／Visa payWave

非接觸式功能／已連結已登記信用卡的 Apple Pay、Google Pay 或 Samsung Pay 在屈臣氏實體

商店付款時或以已登記信用卡於屈臣氏網店付款時（不包括以 Apple Pay、Google Pay 或

Samsung Pay 付款）即時扣除。 

e. 每個已登記信用卡戶口於每個屈臣氏推廣曆日最高可獲贈相等於 HK$40 的折扣。 

f. 如持卡人已登記信用卡戶口設有附屬卡，附屬卡持卡人須於另一「易賞錢」手機應用程式賬戶連

結附屬卡才可以獲享折扣及／或回贈。 

g. 除特別註明外，折扣及回贈不可與其他推廣優惠或禮券同時使用。如任何合資格交易事後被取消

或要求退款，相應的折扣及／或回贈亦會一併取消或需要退回。 

III. 豐澤 95 折優惠 

a. 本推廣於 1 月、5 月、8 月及 12 月的 10 日（「豐澤推廣曆日」）及本行不時指定的日子（「推廣曆

日」）舉行。 

b. 持卡人於豐澤推廣曆日以已登記信用卡於豐澤的香港分店及 Techlife by fortress（「實體商店」）

或 www.fortress.com.hk 及豐澤手機應用程式（「豐澤網店」）完成合資格交易（「合資格交易」，

定義見 c 段），可享合資格交易金額 5%的折扣。有關折扣將計至小數位後兩個位。 

c. 「合資格交易」乃指於實體商店或網店用已登記信用卡作全額單一淨交易金額滿 HK$2,000 或以

上的簽賬。淨交易金額指扣除所有推廣折扣的交易金額。此優惠不適用於豐澤實體商店：購買蘋

果產品、遊戲電玩產品、豐澤現金禮券、電話卡／儲值卡的交易、預付卡、網上遊戲卡、塑膠購

物袋環保徵費及其他服務項目（包括但不限於繳費賬項、送貨或安裝服務費）。此優惠不適用於豐

澤網店：購買蘋果產品、遊戲電玩產品、豐澤現金禮券、電話卡／儲值卡的交易、預付卡、網上



遊戲卡及其他服務項目（包括但不限於繳費賬項、送貨或安裝服務費）。 

d. 除特別註明外，持卡人可享的折扣為即時折扣，於持卡人以已登記的實體信用卡／Visa payWave

非接觸式功能／已連結已登記信用卡的 Apple Pay、Google Pay 或 Samsung Pay 在豐澤實體商

店付款時或以已登記信用卡於豐澤網店付款時（不包括以 Apple Pay、Google Pay 或 Samsung 

Pay 付款）即時扣除。 

e. 此優惠不適用於送貨服務收費或安裝費（如適用）。送貨服務收費或安裝費按折扣後之貨品價錢計

算。 

f. 每個已登記信用卡戶口於每個豐澤推廣曆日最高可獲贈相等於 HK$100 的折扣。 

g. 易賞錢積分、iCoin 及免費禮品派發，將以折扣後之簽賬淨額計算。 

h. 如持卡人已登記信用卡戶口設有附屬卡，附屬卡持卡人須於另一「易賞錢」手機應用程式賬戶連

結附屬卡才可以獲享折扣及／或回贈。 

i. 除特別註明外，折扣及回贈不可與其他推廣優惠或禮券同時使用。如任何合資格交易事後被取消

或要求退款，相應的折扣及／或回贈亦會一併取消或需要退回。 

j. 折扣後之賬單餘額必須為達至免費送貨服務最低消費額或以上方可享免費送貨服務。有關商戶保

留隨時更改 95 折優惠之權利，恕不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爭議，有關商戶保留最終決定權。 

C. 服務禮遇 

I. PNS 每年多達 4 次免費送貨服務 

a. 易賞錢會員於 PNS 用已連結的已登記信用卡作全額消費，並在結帳頁面選擇銀行優惠中剔選「免

運費優惠」，即享免費送貨服務。 

b. 本送貨服務只適用於 PNS 及送貨之訂單，並不適用於購買禮物籃、初生嬰兒奶粉、月餅、大閘

蟹、商戶直送產品、預訂產品、商戶店取產品、屈臣氏及豐澤旗艦店產品。 

c. 每位易賞錢會員每年可最多四次於 PNS 購物享免費送貨服務 - 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 可享一

次，四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可享一次，七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可享一次，而十月一日至十 二月三

十一日可享一次，優惠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此送貨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d. 送貨服務只限本地，不設海外送貨。送貨範圍包括香港島、九龍、新界及指定離島地區：愉景

灣、馬灣、東涌及香港國際機場；並不適用於以下離島地區：長洲、大嶼山、梅窩、貝澳、長

沙、塘福、水口、石壁、寶蓮寺及大澳及任何貨車禁止進入的區域。因疫情關係，醫院之送貨訂

單只限於登記大堂交收。 

e. 送貨服務亦不適用於貨車未能直達的送貨地點。 

f. 若送貨地址並無升降機直達，最高送運層數為 3 樓（由地下開始計算）；若無升降機直達的送貨地

址位於 4 樓或以上，顧客須以現金方式繳付每層 HK$40 的送貨附加費予送貨司機。詳情請參閱

https://www.parknshop.com/zh-hk/deliveryDetails 

g. 未使用之免費送貨服務於到期日後將視作放棄。 

h. 如有任何爭議，百佳保留最終決定權。 

II. 屈臣氏網店每年多達 4 次免費送貨服務 

a. 易賞錢會員於屈臣氏網店用已連結的已登記信用卡作全額消費，並在結帳頁面選擇「滙豐白金

Visa 卡免費送貨服務」，即享免費送貨服務。 

b. 此送貨服務只適用於香港屈臣氏網店，並只適用於送貨到府之訂單。此送貨服務不適用於購買禮

券／現金券、換購產品、供應商直送商品及預購產品。 

c. 此送貨服務只限每 3 個月（1-3 月、4-6 月、7-9 月、10-12 月）使用一次，優惠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d. 未使用之免費送貨服務於到期日後將視作放棄。 

e. 如有任何爭議，屈臣氏保留最終決定權。 

III. 豐澤網店每年多 4 次免費送貨服務 

a. 每位易賞錢會員每年可最多四次於香港豐澤網店購物享免費送貨服務 - 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

可享一次，四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可享一次，七月一月至九月三十日可享一次，而十月一日至十

二月三十一日可享一次，優惠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客戶於結賬時於頁面揀選「免費送貨服

務」，即享是次服務。 

b. 此優惠必須以已連結的已登記信用卡作全額簽賬。 

c. 未使用之免費送貨服務於到期日後將視作放棄。 

d. 免費送貨服務只適用於基本送貨，額外服務如穿過樓層之間的梯級（沒有電梯之樓宇），穿過非樓

層之間的延續性梯級，搬抬貨品跨過障礙物，需搬運到送貨地點而路程超過 100 米或需時超過 3

分鐘（車輛不能到達）需要收取額外費用，詳情請參閱

https://www.fortress.com.hk/zt/delivery#3 

e. 其他送貨詳情請參閱 https://www.fortress.com.hk/zt/delivery 

f. 如有任何爭議，豐澤保留最終決定權。 

IV. 獨家生日禮遇 

a. 百佳實體商店：生日月份購物滿 HK$250 免費送貨 

i. 此優惠只限已於會員資料內提供生日月份之合資格易賞錢會員，優惠不可轉讓他人。 

ii. 此優惠只適用於合資格易賞錢會員的生日月內使用。 

iii. 以已登記信用卡而簽賬淨額多於 HK$250 享免費送貨服務一次。 

iv. 送貨服務不適用於訂購新鮮食品、急凍及冰鮮貨品。 

v. 若送貨時大廈升降機未能正常操作，我們將安排另一送貨時段再次送貨。 

vi. 當八號或以上烈風或暴風信號懸掛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時，送貨服務將會暫停，我們會聯絡

閣下，再次安排送貨時間。 

vii. 於約定之送貨時間，惟因實際情況如交通、地區、天氣及其他因素影響而有所延誤、暫停或

改期，無論導致此等延誤或改期的原因是否在百佳控制範圍內，百佳恕不負任何責任。 

viii. 送貨服務不適用於貨車未能直達的送貨地點。部份地區會收取額外送貨費用。 

ix. 若送貨地址並無升降機直達，最高送運層數為 3 樓（由地下開始計算）；若無升降機直達的送

貨地址位於 4 樓或以上，顧客須以現金方式繳付每層 HK$40 的送貨附加費予送貨司機。 

x. 我們將竭盡所能，如期送貨至指定地點，敬請顧客在指定時間內，簽收貨品。若顧客要求將

貨品放於門外，因此而導致的任何損失，百佳概不負責。 

xi. 如收貨人士未能於約定時間內收取已訂購之貨品，百佳將保留權利向該顧客收取額外的送貨

費用。 

xii. 送貨地址如有任何變更，顧客有責任即時通知百佳。 

xiii. 百佳保留權利可絕對酌情決定拒絕向任何顧客送付貨品。 

xiv. 如有任何爭議，百佳保留最終決定權。 

b. 屈臣氏網店消費滿$450 即減$50 

i. 此優惠只限已於會員資料內提供生日月份之合資格易賞錢會員，優惠不可轉讓他人。 

ii. 此優惠只適用於於合資格易賞錢會員的生日月內使用。 

iii. 合資格易賞錢會員用已連結的已登記信用卡消費而簽賬淨額多於$450，並在結帳頁面選擇



「滙豐白金 Visa 卡生日$50 折扣」，即獲得$50 折扣 

iv. 此優惠不能兌換現金或作現金找贖。 

v. 優惠只適用於易賞錢會員，並只適用於屈臣氏網店。 

vi. 優惠只限於生日月份內使用一次。 

vii. 此優惠不適用於購買禮券、易賞錢會員感謝賞推廣、初生嬰兒奶粉（1 號）、購買電話卡、換

購產品、積分／電子印花換購產品、GLAM 美髮產品、美源染髮產品、救心、同仁堂安宮牛

黃丸、全線雪肌蘭、卡士蘭、白蘭氏產品、訂購計劃、體檢及疫苗計劃及預購產品、Crest 美

白牙貼產品、所有飲品、紙品（紙巾及濕紙巾）、供應商直送商品。 

viii. 如有任何爭議，屈臣氏保留最終決定權。 

c. 豐澤網店購物滿 HK$1,000 減 HK$100 

i. 此優惠只限已於會員資料內提供生日月份之合資格易賞錢會員，優惠不可轉讓他人。 

ii. 此優惠只適用於合資格易賞錢會員的生日月內使用 

iii. 此優惠必須以已連結的已登記信用卡作全額簽賬。於生日月份於登入豐澤網店而簽賬淨額多

於 HK$1,000，即享有 HK$100 折扣優惠。 

iv. 此優惠不能兌換現金或作現金找贖。 

v. 此優惠只適用於一次單次購物，分單購物恕不接受。 

vi.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vii. 優惠不適用於購買蘋果產品、遊戲電玩產品、豐澤現金禮券、電話卡／儲值卡的交易、預付

卡、網上遊戲卡及其他服務項目（包括但不限於繳費賬項、送貨或安裝服務費） 

viii. 如有任何爭議，豐澤保留最終決定權。 

V. 每年免費享用專業服務 

a. 屈臣氏免費專業體驗 - 註冊中醫門診服務乙次（需預約） 

i. 每位合資格易賞錢會員可享用註冊中醫師門診服務乙次，但不包括藥費、配藥，名貴藥材，

理療等費用。 

ii. 服務只限指定分店。 

iii. 此優惠必須以已登記信用卡作全額簽賬。 

iv. 享用服務前請先致電以下分店預約中醫服務： 

分店：粉嶺名都廣場 

地址：新界粉嶺名都廣場二樓 28 號 B 舖 

電話：2416 7968 

營業時間：（星期一、星期三至日）10:00am - 7:00pm 

分店：元朗大馬路 

地址：新界元朗大馬路 142 號地下至 2 樓 

電話：2948 2913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四、星期六）10:00am - 7:00pm 

分店：屯門市中心 

地址：屯門屯盛街 1 號屯門市廣場 1 期二樓 2100B-C & 2115-2122 號 

電話：3521 0023 

營業時間：（星期二、星期五至六）10:00am - 7:00pm 



v. 中醫門診服務體驗由即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vi. 中醫門診服務體驗不可轉讓他人。 

vii. 享用中醫門診服務前須出示易賞錢會員 App。 

viii. 中醫門診服務體驗不能兌換現金或作現金找贖。 

ix. 中醫門診服務體驗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x. 如有任何爭議，屈臣氏及易賞錢保留最終決定權。 

b. 屈臣氏免費專業體驗 - 彩妝服務乙次（需預約） 

i. 每位合資格易賞錢會員可享用免費彩妝服務體驗乙次。 

ii. 服務只限指定分店。 

iii. 此優惠必須以已登記信用卡作全額簽賬。 

iv. 享用彩妝服務體驗前請先致電（852）3156 1052 預約。 

v. 彩妝服務體驗由即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vi. 彩妝服務體驗不可轉讓他人。 

vii. 享用彩妝服務體驗前須出示易賞錢會員 App。 

viii. 彩妝服務體驗不能兌換現金或作現金找贖。 

ix. 彩妝服務體驗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x. 如有任何爭議，屈臣氏及易賞錢保留最終決定權。 

如何獲享優惠 

3. 您可獲享優惠，若您： 

a. 持有已登記信用卡及您的信用卡戶口在整個推廣期及獲享優惠時仍然有效及信用狀況良好 

b. 於推廣期內成功連結滙豐白金 Visa 卡至「易賞錢」手機應用程式賬戶 

c. 於實體店出示該「易賞錢」會員二維碼或於網店登入該「易賞錢」賬戶及以登記的信用卡作合資格簽賬 

4. 您不可： 

a. 獲享「易賞錢」會員日優惠（如果簽賬於點購站進行）。 

b. 獲享高達六倍「易賞錢」獎賞積分倘若該簽賬是於任何商戶以免息分期付款計劃支付 

獲享優惠前須注意事項 

5. 您須在簽賬前連結滙豐白金 Visa 卡至「易賞錢」手機應用程式賬戶。您只須於推廣期內連結一次。成功連結

並不代表我們已確認有關信用卡、交易、持卡人符合獲得優惠及「易賞錢」獎賞積分的資格。倘若您不再連結

滙豐白金 Visa 卡至「易賞錢」手機應用程式賬戶，您將不可獲享任何優惠。 

6. 我們將根據我們持有關於您已登記信用卡的紀錄及合資格簽賬交易紀錄，以計算您可獲享的「易賞錢」獎賞積

分。如您符合資格獲享優惠，我們會在三個工作天内將您所得的「易賞錢」獎賞積分自動誌入於我們紀錄中您

的「易賞錢」手機應用程式賬戶內。 

7. 基本「易賞錢」獎賞積分即於百佳及屈臣氏作每港幣 5 元簽賬相等於 1「易賞錢」積分或於豐澤作每港幣 10

元簽賬相等於 1「易賞錢」積分；6 倍「易賞錢」獎賞積分即於百佳及屈臣氏作每港幣 5 元簽賬相等於 6「易

賞錢」積分或於豐澤作每港幣 10 元簽賬相等於 6「易賞錢」積分；而 4 倍「易賞錢」獎賞積分即於百佳及屈

臣氏作每港幣 5 元簽賬相等於 4「易賞錢」積分或於豐澤作每港幣 10 元簽賬相等於 4「易賞錢」積分。有關



「易賞錢」積分的條款及細則請參閱「易賞錢」網頁（www.moneyback.com.hk）。 

8. 於整個推廣期內的「易賞錢」獎賞積分不會計算毫仙。例如您的折實購買金額為 53.9 元，獎賞積分將以 50 元

的折實購買金額計算。 

9. 此優惠下的額外「易賞錢」獎賞積分（見 2A 段）已包括達到合資格簽賬後根據「易賞錢」計劃的條款及細則

所派發的基本「易賞錢」獎賞積分。 

10. 於獲享「易賞錢」獎賞積分後，如用作計算「易賞錢」獎賞積分的有關交易被取消，我們有權於您的「易賞

錢」手機應用程式賬戶扣除該「易賞錢」獎賞積分而不作事先通知。 

11. 您不可： 

a. 將優惠兌換現金、其他貨品、服務、折扣或轉讓；及 

b. 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12. 您必須保留所有合資格簽賬的簽賬存根或正式交易紀錄的正本。如有任何爭議，我們或會隨時要求您提供有關

簽賬存根或正式交易紀錄及／或其他證據，以作核實並保存。 

13. 合資格信用卡及「獎賞錢」計劃的條款及細則繼續適用。 

14. 所有圖片、貨品資料、描述、價格及優惠均由參與商戶提供並只供參考。所有由參與商戶提供的貨品及服務數

量有限，售完即止。對於參與商戶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質素或參與商戶或會提供的額外推廣優惠／折扣，我們

概不承擔任何責任。請向參與商戶的店員查詢優惠詳情及條款細則。 

15. 所有本推廣的優惠須受本條款及細則及參與商戶的條款及細則約束。我們及參與商戶可更改或終止優惠或修改

條款及細則。有關最新之優惠詳情、供應及條款及細則，請參閱有關網頁。 

16. 如我們認為您有任何欺詐或濫用行為，您將不可獲享優惠。參與商戶亦可從您的「易賞錢」手機應用程式賬戶

扣除您已獲享的「易賞錢」獎賞積分或任何已享用的優惠。 

17. 就本推廣如有任何爭議，我們及參與商戶保留最終決定權。 

18. 我們根據香港法例撰寫優惠之條款及細則。本推廣資料及本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本如有任何歧義或不一致，概

以英文本為準。 

詞彙定義 

19. 「連結」指成功連結滙豐白金 Visa 卡至「易賞錢」手機應用程式。 

20. 「合資格信用卡」指由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及其繼承人及受讓人）於香港發出的滙豐白金 Visa 卡。 

21. 「持卡人」指由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及其繼承人及受讓人）於香港發出的已登記信用卡持卡人。 

22. 「合資格簽賬」指推廣期內於參與商戶以合資格信用卡並以港幣結算的簽賬。所有以電子錢包所作的交易（包

括增值電子錢包）、未誌賬／取消／退款的交易及以下各參與商戶之指定產品及／或服務均不會算作本推廣的

合資格簽賬： 

a. 百佳： 



以下類別於百佳實體商店進行的交易於本推廣不屬於合資格交易：禮券/ 電子禮券、初生嬰兒奶粉、香

煙、電話卡／儲值卡／禮品卡、繳費賬項、任何增埴服務、塑膠購物袋收費、及 3 Shop 產品及服務、於

任何中國內地及澳門分店的簽賬、未經授權的簽賬、電子錢包的增值及簽賬交易（包括但不限於

PayMe、WeChat Pay 及支付寶）、已被取消、正在進行索償、退貨及退款等的簽賬或銀行不時指定的其

他簽賬類別。以下類別於 PNS 進行的交易於本推廣不屬於合資格交易：購買電子禮券、電話／傳真、

AquaBlue 產品、禮物籃、電話卡／儲值卡／禮品卡、初生嬰兒奶粉、電器及廚具、烈酒、燕窩、雞精、

鮑魚、月餅、大閘蟹、商戶直送產品、商戶店取產品、預定產品、屈臣氏 eMall／旗艦店產品、豐澤產品

及任何換購推廣優惠產品。 

b. 屈臣氏： 

以下類別的交易於本推廣不屬於合資格交易：繳費賬項、八達通增值服務、電話或傳真訂購、購買屈臣

氏禮券、初生嬰兒奶粉或電話卡／儲值卡的交易、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換購產品、積分／電子印花換

購產品、GLAM 美髮產品、剪髮及造型服務及處方產品、於任何海外分店（所有中國內地及澳門分店）

的簽賬、未經授權的簽賬、電子錢包的增值及簽賬交易（包括但不限於支付寶）、已被取消、正在進行索

償、退貨及退款等的簽賬或銀行不時決定的其他類別的簽賬。 

c. 豐澤： 

以下類別的交易於本推廣不適用於豐澤實體商店：購買蘋果產品、遊戲電玩產品、豐澤現金禮券、電話卡

／儲值卡的交易、預付卡、網上遊戲卡、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及其他服務項目（包括但不限於繳費賬項、

送貨或安裝服務費）。此優惠不適用於豐澤網店：購買蘋果產品、遊戲電玩產品、豐澤現金禮券、電話卡／

儲值卡的交易、預付卡、網上遊戲卡及其他服務項目（包括但不限於繳費賬項、送貨或安裝服務費）。 

23. 「簽賬淨額」指已登記信用卡的最後簽賬金額，所有折扣扣除的金額及現金券／禮物卡之使用均不會計算在

內。 

24. 「參與商戶」指屈臣氏集團旗下的豐澤（包括所有豐澤實體商店、豐澤網店（www.fortress.com.hk）及豐澤

手機應用程式）、百佳（包括所有百佳實體商店、PNS（www.pns.hk）及 PNS 手機應用程式，不包括

www.greatfoodhall.com）和屈臣氏（包括所有屈臣氏實體商店、屈臣氏網店（www.watsons.com.hk）及

屈臣氏 App）。 

25. 「易賞錢」指易賞錢計劃，為一項由屈臣氏集團營運之客戶奬賞計劃，詳情請參閲

www.moneyback.com.hk。 

Apple 及 Apple Pay 均為 Apple Inc.商標，已於美國及其他國家／地區註冊。App Store 為 Apple Inc.之服務商標。 

Google Pay 和 Google Play™均為 Google LLC 之商標。 

Samsung Pay 是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的註冊商標。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由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刊發 

Issued by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