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康及特色店舖推廣計劃（「此推廣計劃」）之條款及細則
A. 「惠康及特色店舖即減折扣優惠」（「優惠1」）之條款及細則：
1. 此優惠由2019年1月4日至2月24日逢週五至週日（包括首尾兩日），而詳情則詳列於下列
條款5（優惠1之推廣期）。
2. 客戶須於推廣期內以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發行之信用卡，包括渣打信用卡及
其聯營卡、MANHATTAN信用卡及其聯營卡（不包括渣打公司信用卡及渣打商務卡）
（「合資格信用卡」）作合資格簽賬，方可參與此優惠。
3. 渣打銀聯雙幣白金信用卡及渣打WorldMiles卡客戶只可於接受該卡簽賬之商戶享此優惠。
4. 客戶須以合資格信用卡於香港惠康超級市場、Market Place by Jasons、3hreesixty、Oliver's
The Delicatessen 、Jasons • Food & Living或Jasons ichiba分店（「商戶」）簽賬，方可享
此優惠。所有單一合資格簽賬（定義見條款5）須於推廣期內誌賬，有關日期以信用卡賬戶
之月結單上的交易日期計算。
5. 客戶於推廣期內之指定日子以合資格信用卡於商戶作單一簽賬滿HK$500（「單一合資格
簽賬」），可獲享相關之即時折扣。（見下表）
參與商戶

簽賬日

合資格信用卡

惠康超級市場、
Market Place by
Jasons、
3hreesixty、
Oliver's The
Delicatessen、
Jasons • Food &
Living 或
Jasons ichiba分店

週五

所有合資格
信用卡

指定週五包括
2019年1月18
及25日、
2月1及8日

渣打萬事達
信用卡使用
手機支付

週六至週日

所有合資格
信用卡

單一合資格
簽賬金額

即時折扣

HK$40

HK$500或以上

額外HK$40

HK$40

6. 此優惠從單一合資格簽賬總金額中即時扣減，客戶只須繳付賬單餘額。
7. 此優惠不適用於商戶購買預訂貨品及所有初生嬰兒配方奶粉(一號嬰兒奶粉)。
8. 所有取消、退款、偽造或未誌賬的交易，均不會計算在簽賬金額內。即減折扣會在所有取消
或退款之簽賬一併取消或退回。
9. 以下交易不會計算於或被視為單一合資格簽賬，有關客戶並不會獲享此優惠，包括任何: 購買
購物/現金禮券、塑膠購物袋收費、送貨收費、印花推廣活動之換購品、儲值或增值服務、提
款服務、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網上訂購或網購店取的簽賬、沒有簽賬存根之交易、任何
分拆簽賬之交易及其他未經許可之簽賬均不適用於此優惠。所有取消、退款、偽造或未誌賬
的交易，均不會計算在簽賬金額內。任何折扣優惠會在所有取消或退款之簽賬一併取消或退
回予商戶。
10. 此優惠以單一簽賬計算。即減折扣會按照於推廣期內單一合資格簽賬的交易日期及誌賬日
期計算。誌賬日期以月結單上之交易日期計算。任何由商戶引致之誌賬日期延誤，本行恕
不承擔任何責任。
11. 膠袋收費不計算為購物金額（如適用），所以將不計算入單一合資格簽賬內。送貨費用（如
適用）、使用購物禮券及其他折扣亦不計算入單一合資格簽賬內。
12. 即減折扣後之單一合資格簽賬賬單餘額必須為HK$500或以上，方可享免費送貨服務。貨品須
於訂貨日後14天內送貨方可享此優惠。
13. 除特別註明外，此優惠不可與任何其他推廣優惠同時使用。
14. 此優惠不可兌換現金及不可轉讓。
15. 此優惠不適用於大量購物之交易。
16. 所有指定印花派發，將以折扣後之消費金額計算。
17. 所有相片及產品資料只供參考。
18. 客戶不可累積或日後使用此優惠。
19. 客戶必須保留單一合資格簽賬之交易紀錄予本行作核對之用。交易紀錄包括於商戶簽賬存根
正本。如有任何爭議，客戶必須提供有關交易紀錄，以便本行作進一步調查。所有已遞交之
有關文件將不獲發還。
20. 客戶明白及接納所有商戶的產品/服務並非由本行所提供。因此，有關商戶、其員工及其供應
商於此優惠所提供的各項產品/服務的各方面（包括但不只限於質素、供應量、商戶的產品說
明及/或其服務、虛假商品說明、不實的陳述、誤導、遺漏、未經授權的陳述、不良營商手法
或誘導），本行理應毋須負上任何責任。
21. 本行及商戶保留隨時更改、延長或終止此優惠，以及修訂條款及細則之權利。如對有關此優
惠之條款及細則有任何爭議，本行及商戶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22. 如中英文條款有所差異，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B. 「惠康及Market Place by Jasons網上超市即減折扣優惠」（「優惠2」）之條款及細則：
1. 此優惠之推廣期由2019年1月4日至2月24日逢週五至週日（包括首尾兩日）（優惠2之推廣
期）。
2. 客戶須於優惠2之推廣期內以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發行之信用卡，包括渣打
信用卡及其聯營卡、MANHATTAN信用卡及其聯營卡（不包括渣打銀聯雙幣白金信用卡、
渣打公司信用卡及渣打商務卡）（「合資格信用卡」）作合資格簽賬，方可參與此優惠。
3. 客戶須以合資格信用卡於「惠康為您送」（www.wellcome.com.hk）或「Market Place by
Jasons網上品味超市」（www.marketplacebyjasons.com）（「網上超市」）簽賬，方可享
有優惠。
4. 客戶於優惠2之推廣期內以合資格信用卡於條款3所列之網上超市作單一簽賬滿HK$1,000
（「單一合資格簽賬」），可獲享相關之即時折扣。（見下表）
參與商戶

簽賬日

單一合資格簽賬金額

即時折扣

「惠康為您送」
(www.wellcome.com.hk)
或
「Market Place by Jasons
網上品味超市」
(www.marketplacebyjasons.com)

週五至週日

HK$1,000或以上

HK$80

5. 要獲享上述網上超市優惠，須於2019年1月4日(00:00起)至2月24日(23:59止)成功登入網上
超市進行並成功完成網上購物交易。
6. 此優惠從單一合資格簽賬之賬單總金額中即時扣減，客戶只須繳付賬單餘額。
7. 此優惠不適用於網上超市購買燕窩、雞精、指定禮物籃、預訂貨品、所有初生嬰兒配方奶
粉(一號嬰兒奶粉)、嬰幼兒奶粉及嬰幼兒尿片。
8. 所有取消、退款、偽造或未誌賬的交易，均不會計算在簽賬金額內。即減折扣會在所有取消
或退款之簽賬一併取消或退回。
9. 以下交易不會計算於或被視為單一合資格簽賬，有關客戶並不會獲享此優惠, 包括任何: 購買
購物/現金禮券、塑膠購物袋收費、送貨收費、印花推廣活動之換購品、儲值或增值服務、
提款服務、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網上訂購或網購店取的簽賬、沒有簽賬存根之交易、任
何分拆簽賬之交易及其他未經許可之簽賬均不適用於此優惠。所有取消、退款、偽造或未誌
賬的交易，均不會計算在簽賬金額內。任何折扣優惠會在所有取消或退款之簽賬一併取消或
退回予商戶。
10. 此優惠以單一簽賬計算。即減折扣會按照於優惠2之推廣期內單一合資格簽賬的交易日期及
誌賬日期計算。誌賬日期以月結單上之交易日期計算。任何由商戶引致之誌賬日期延誤，
本行恕不承擔任何責任。
11. 膠袋收費不計算為購物金額（如適用），所以將不計算入單一合資格簽賬內。送貨費用（如
適用）、使用購物禮券及其他折扣亦不計算入單一合資格簽賬內。
12. 即減折扣後之賬單餘額必須為HK$500或以上，方可享免費送貨服務。貨品須於訂貨日後
14天內送貨方可享此優惠。
13. 就任何一項網上超市交易而言，每單一貨品(SKU)的最高訂購額為HK$3,000。所有訂購均須
經網上超市按其絕對酌情決定作出的接納並須視存貨供應情況，方可作實。由於產品缺乏存
貨、替換、特別優惠、價格每日變更和磅量產品等原因，網上顯示的賬單可能會與最終賬單
並非一致。網上超市保留權利，可對網上賬單作出調整，相關的調整會在送貨時向客戶提供
的最終賬單上列明。當產品出現缺乏存貨問題，網上超市會透過電話或電郵通知客戶，送貨
時間亦有機會需要更改。
14. 網上超市網站受有關使用及送貨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向參與商戶查詢。
15. 除特別註明外，優惠2不可與任何其他推廣優惠同時使用。
16. 此優惠不可兌換現金及不可轉讓。
17. 此優惠不適用於大量購物之交易。
18. 所有指定印花派發，將以折扣後之消費金額計算。
19. 所有相片及產品資料只供參考。
20. 客戶不可累積或日後使用此優惠。
21. 客戶必須保留單一合資格簽賬之交易紀錄予本行作核對之用。交易紀錄包括於商戶簽賬存根
正本及/或由指定網站發出之交易確認電郵。如有任何爭議，客戶必須提供有關交易紀錄，
以便本行作進一步調查。所有已遞交之有關文件將不獲發還。
22. 客戶明白及接納所有商戶的產品/服務並非由本行所提供。因此，有關商戶、其員工及其供應
商於此優惠提供的各項產品/服務的各方面（包括但不只限於質素、供應量、商戶的產品說明
及/或其服務、虛假商品說明、不實的陳述、誤導、遺漏、未經授權的陳述、不良營商手法或
誘導），本行理應毋須負上任何責任。
23. 本行及商戶保留隨時更改、延長或終止優惠，以及修訂條款及細則之權利。如對有關此優惠
之條款及細則有任何爭議，本行及商戶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24. 如中英文條款有所差異，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C. 「Market Place by Jasons及特色店舖節日禮物籃9折」（「優惠3」）之條款及細則：
1. 此優惠之推廣期由2019年1月1日至2月24日（包括首尾兩日）（「優惠3之推廣期」）。
2. 客戶須於優惠3之推廣期內以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發行之信用卡，包括渣打
信用卡及其聯營卡、MANHATTAN信用卡及其聯營卡（不包括渣打公司信用卡及渣打商務卡）
（「合資格信用卡」）作合資格簽賬，方可參與此優惠。
3. 渣打銀聯雙幣白金信用卡及渣打WorldMiles卡客戶只可於接受該卡簽賬之商戶享此優惠。
4. 客戶須以合資格信用卡於香港Market Place by Jasons、3hreesixty、 Jasons • Food &
Living及/或Jasons ichiba分店（「商戶」）簽賬，方可享有優惠。所有單一合資格簽賬（定
義見下列條款6）須於優惠3之推廣期內誌賬，誌賬日期以月結單上之交易日期計算。
5. 客戶於優惠3之推廣期內之任何日子以合資格信用卡於條款4所列之商戶購買指定聖誕或農曆
新年禮物籃滿HK$1,000並作單一簽賬，可享9折優惠。訂購時須全數付款。
6. 此優惠從賬單總金額中即時扣減，客戶只須繳付賬單餘額。
7. 所有取消、退款、偽造或未誌賬的交易，均不會計算在簽賬金額內。優惠會在所有取消或退款
之簽賬一併取消或退回。
8. 此優惠以單一簽賬計算。優惠會按單一合資格簽賬的交易日期計算。
9. 膠袋收費不計算為購物金額（如適用），所以將不計算入單一合資格簽賬內。送貨費用（如
適用）、使用購物禮券及其他折扣亦不計算入單一合資格簽賬內。
10. 即減折扣後之賬單餘額必須為HK$500或以上，方可享免費送貨服務。貨品須於訂貨日後
14天內送貨方可享此優惠。
11. 此優惠不適用於大量購物之交易。
12. 所有指定印花派發，將以折扣後之消費金額計算。
13. 此優惠不適用於分拆簽賬之交易。
14. 訂購一經接納，恕不可更改或取消，包括訂購項目、送貨地點、時間及日期。所繳付之款
項概不退還。
15. 此優惠只適用於指定產品。貨品數量有限，部份貨品只限指定店舖提供，售/送/換完即止。
如個別貨款暫時缺貨，將以相同價錢或同類貨品代替。請向參與商戶查詢店舖地址、貨品
及其他信息。所有價格以店舖為準。
16. 除特別註明外，優惠3不可與其他優惠/禮遇同時使用。
17. 此優惠不適用於電話、電郵或傳真購物服務。
18. 如產品價格調整或更改產品款式，恕不另行通知。
19. 此優惠不可兌換現金及不可轉讓。
20. 所有相片及產品資料只供參考。
21. 客戶不可累積或日後使用此優惠。
22. 客戶必須保留有關之交易單據及信用卡簽賬存根正本以作核對之用。如有任何爭議，客戶
必須提供有關之交易單據、簽賬存根正本及/或其他相關文件或證據，以便本行作進一步
調查。所有已遞交之有關文件將不獲發還。
23. 客戶明白及接納所有商戶的產品/服務並非由本行所提供。因此，有關參與商戶、其員工及其
供應商於此優惠提供的各項產品/服務的各方面（包括但不只限於質素、供應量、商戶的產品
說明及/或其服務、虛假商品說明、不實的陳述、誤導、遺漏、未經授權的陳述、不良營商手
法或誘導），本行理應毋須負上任何責任。
24. 本行及商戶保留隨時更改、延長或終止優惠，以及修訂條款及細則之權利。如對有關優惠
的條款及細則有任何爭議，本行及商戶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25. 如中英文條款有所差異，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由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刊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