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銀信用卡BoC PayHK$50奬賞（下稱「HK$50奬賞推廣」）」之一般條款及細則：  

1. HK$50奬賞推廣之推廣期由2019年4月1日至6月30日（包括首尾兩日）（下稱

「HK$50奬賞推廣期」）。  

2. 客戶於HK$50奬賞推廣期內成功下載BoC Pay並首次綁定於香港發行並印有 標

記的中銀雙幣信用卡（下稱「合資格信用卡」）及/或Smart Account及/或註冊支

付賬戶（下稱「合資格客戶」），方可獲HK$50獎賞（下稱「奬賞」）。  

3. 同一合資格客戶的合資格信用卡及/或Smart Account及/或支付賬戶將會合併計

算，而信用卡主卡及信用卡附屬卡將被視為同一主卡賬戶，附屬卡客戶的獎賞將與

主卡客戶的獎賞合併計算。每位合資格客戶（以身份證明文件號碼計算）於HK$50

奬賞推廣期最多可獲HK$50獎賞。奬賞將誌入合資格客戶於奬賞誌賬時於BoC Pay

所綁定之合資格信用卡/Smart Account/支付賬戶內; 如合資格客戶同時綁定合

資格信用卡及Smart Account或支付賬戶，奬賞將根據以下次序誌入有關賬戶：1)

合資格信用卡賬戶; 2) Smart Account之主賬戶; 3) 支付賬戶。 

4. 有關奬賞之綁定/註冊紀錄經由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下稱「中銀香港」）

及/或中銀信用卡（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卡公司」）核實無誤後，將按以下安

排誌入相關賬戶內:  

I. 如奬賞誌賬時，綁定 BoC Pay 為合資格信用卡，有關獎賞將以信用卡現金回贈

形式根據以下時間表誌入該合資格信用卡主卡賬戶內，並顯示於相對應月份之信

用卡月結單上。  

完成首次綁定之日期 

（以卡公司之紀錄為準） 

（包括首尾2天） 

誌入有關獎賞之日期 將顯示誌入有關獎賞紀

錄之信用卡月結單月份 

2019年4月1日至4月30日 2019年5月31日或之前 2019年5月或6月份 

2019年5月1日至31日 2019年6月30日或之前 2019年6月或7月份 

2019年6月1日至30日 2019年7月31日或之前 2019年7月或8月份 

II. 如奬賞誌賬時，綁定BoC Pay為Smart Account，獎賞將以現金形式並根據以

下時間表誌入Smart Account之主賬戶內。 

完成首次綁定之日期 

（以中銀香港之紀錄為準） 

（包括首尾2天） 

誌入有關獎賞之日期 

2019年4月1日至4月30日 2019年5月31日或之前 

2019年5月1日至31日 2019年6月30日或之前 

2019年6月1日至30日 2019年7月31日或之前 

III. 如奬賞誌賬時，綁定 BoC Pay 為支付賬戶，獎賞將以現金形式並於 2019 年 7

月 31 日或之前誌入支付賬戶內。 

5. 客戶於HK$50奬賞推廣期內及誌入奬賞時，有關之BoC Pay及合資格信用卡賬戶及

/或Smart Account及/或支付賬戶必須保持正常、有效及於BoC Pay維持綁定狀態，



合資格信用卡賬戶必須保持信用良好，而Smart Account或支付賬戶之結餘必須為

零或正數，方符合資格參與HK$50奬賞推廣及獲得有關奬賞; 違反持卡人合約條款、

持卡人賬戶已取消、有欠款逾期未清還或有不良紀錄，或客戶自動放棄領取奬賞，

將不獲發有關奬賞，有關奬賞將自動取消。  

6. 所有獲贈之奬賞不能兌換現金、不能轉換其他禮品及不能退回、轉讓，同時亦不可

作售賣用途。已誌入合資格信用卡賬戶的奬賞只可用作有關奬賞誌入後信用卡零售

簽賬用途，並不可用作現金透支、支付任何財務費用或繳交奬賞誌入前累積未繳之

信用卡結欠。  

7. Smart Account及支付賬戶由中銀香港持有，卡公司為HK$50奬賞推廣之主辦單位

之一，只負責將獎賞誌入信用卡賬戶的安排及運作。 



優惠1之條款及細則： 

1. 優惠 1 包括三聯書店購物優惠（下稱「三聯書店優惠」）及滿記甜品飲食優惠（下稱

「滿記甜品優惠」）。 

2. 優惠 1 只適用於透過 BoC Pay 以合資格信用卡、Smart Account 或支付賬戶付款

之交易。 

 

三聯書店優惠： 

1. 三聯書店優惠之推廣期由2019年4月1日至6月30日（包括首尾2天）。 

2. 客戶於BoC Pay內成功綁定合資格信用卡及/或Smart Account及/或註冊支付賬

戶（下稱「客戶」）並於以下列明之三聯書店參與分店單一零售消費滿HK$30（下

稱「零售簽賬淨額」），即減HK$10。零售簽賬淨額為合資格信用卡的最後簽賬金額，

所有折扣扣除的金額、現金券之使用及以「積FUN錢」兌換的簽賬折扣/金額均不會

計算入簽賬淨額內。 

3. 三聯書店參與分店包括： 

 中環域多利皇后街 9 號 

 西環卑路乍街 8 號西寶城1樓111 號 

 灣仔柯布連道1-1A號 

 藍田啟田商場2樓232B號 

 觀塘創紀之城 5 期 apm 6 樓 L6-5 號 

 九龍灣淘大商場第 1 期 2樓 S142號 

 鑽石山荷里活廣場3樓 301號 

 荔枝角道833號昇悅商場107號 

 元朗廣場3 樓328-332號 

 荃灣青山公路210號富華中心 3 樓 

 葵芳興芳路223號新都會廣場3樓330號 

 青衣青敬路 33 號青衣城2樓209 號 

 馬鞍山廣場3樓314-317號舖 

 將軍澳東港城2樓273號 

4. 每名客戶（以身份証明文件號碼計算）每日只可享用三聯書店優惠一次。 

5. 除特別註明外，三聯書店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優惠券、推廣項目、折扣、禮券同

時使用。 

6. 三聯書店優惠不適用於購買禮券。 

7. 三聯書店優惠不適用於分單交易。 

8. 三聯書店優惠不可兌換現金、其他貨品、服務、折扣，亦不可轉讓。 

 

  



滿記甜品優惠： 

1. 滿記甜品優惠之推廣期由2019年3月18日至6月30日（包括首尾2天）（下稱「滿記甜

品優惠推廣期」）。 

2. 客戶於BoC Pay內成功綁定合資格信用卡及/或Smart Account及/或註冊支付賬

戶（下稱「客戶」）並於以下列明之滿記甜品參與分店單一飲食消費滿HK$30（下稱

「合資格消費」），可享HK$10獎賞（下稱「奬賞」）。合資格消費為合資格信用卡

的最後簽賬金額，所有折扣扣除的金額、現金券之使用及以「積FUN錢」兌換的簽

賬折扣/金額均不會計算入簽賬淨額內。 

3. 滿記甜品參與分店： 

 西貢滿記：西貢普通道10號A,B,C地下 

 沙田 Sweetish：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期7樓704A號舖 

 將軍澳 Sweetish：將軍澳將軍澳中心1樓182A號舖 

 屯門 The Place：屯門屯門市廣場一期1樓 Kiosk C號舖 

 屯門滿記：屯門時代廣場北翼地下14-16號舖 

 天水圍滿記：天水圍T Town South地下SG11號舖 

 上環滿記：上環西港城地下4-6號舖 

 香港仔滿記：香港仔中心五期地下5號舖 

 銅鑼灣De Avenue：銅鑼灣希慎廣場3樓317-319號舖 

 小西灣滿記：柴灣小西灣廣場地下7號舖 

 旺角滿記：旺角朗豪坊4A樓09號舖 

 九龍灣滿記：九龍灣德福廣場一期G102號舖 

 樂富滿記：樂富廣場A區地下L232號舖 

4. 每名客戶（以身份証明文件號碼計算）每日只可享用滿記甜品優惠一次。 

5. 合資格信用卡及/或Smart Account及/或支付賬戶的獎賞將會合併計算，而信用卡

主卡及信用卡附屬卡的合資格消費將被視為同一主卡賬戶的交易，附屬卡客戶的獎

賞將與主卡客戶的獎賞合併計算。奬賞將誌入合資格客戶於奬賞誌賬時於BoC Pay

所綁定之合資格信用卡/Smart Account/支付賬戶內; 如合資格客戶同時綁定合資

格信用卡及Smart Account或支付賬戶，奬賞將根據以下次序誌入有關賬戶：1)合

資格信用卡賬戶; 2) Smart Account之主賬戶; 3) 支付賬戶。 

6. 有關合資格消費紀錄經由中銀香港及/或卡公司核實無誤後，將按以下安排誌入相關

賬戶內:  

I. 如奬賞誌賬時，綁定BoC Pay為合資格信用卡，有關獎賞將以信用卡現金回贈

形式根據以下時間表誌入該合資格信用卡主卡賬戶內，並顯示於相對應月份之信

用卡月結單上。 

完成合資格消費之日期 

（以卡公司之紀錄為準） 

（包括首尾2天） 

誌入有關獎賞之日期 將顯示誌入有關獎賞紀錄

之信用卡月結單月份 

2019年3月18日至4月30日 2019年5月31日或之前 2019年5月或6月份 



2019年5月1日至31日 2019年6月30日或之前 2019年6月或7月份 

2019年6月1日至30日 2019年7月31日或之前 2019年7月或8月份 

II. 如奬賞誌賬時，綁定BoC Pay為Smart Account，獎賞將以現金形式並根據以

下時間表誌入Smart Account之主賬戶內。 

完成合資格消費之日期 

（以l中銀香港之紀錄為準） 

（包括首尾2天） 

誌入有關獎賞之日期 

2019年3月18日至4月30日 2019年5月31日或之前 

2019年5月1日至31日 2019年6月30日或之前 

2019年6月1日至30日 2019年7月31日或之前 

III. 如奬賞誌賬時，綁定 BoC Pay 為支付賬戶，獎賞將以現金形式並於 2019 年 7

月 31 日或之前誌入支付賬戶內。 

7. 客戶於滿記甜品優惠推廣期內及誌入有關奬賞時，有關之BoC Pay及合資格信用卡

賬戶及/或Smart Account及/或支付賬戶必須保持正常、有效及於BoC Pay維持綁

定狀態，合資格信用卡賬戶必須保持信用良好，而Smart Account或支付賬戶之結

餘必須為零或正數，方符合資格參與滿記甜品優惠推廣及獲得有關奬賞; 違反持卡

人合約條款、持卡人賬戶已取消、有欠款逾期未清還或有不良紀錄，或客戶自動放

棄領取有關奬賞，將不獲發有關奬賞，有關奬賞將自動取消。 

8. 所有獲贈之奬賞不能兌換現金、不能轉換其他禮品及不能退回、轉讓，同時亦不可

作售賣用途。已誌入合資格信用卡賬戶的奬賞只可用作有關奬賞誌入後信用卡零售

簽賬用途，並不可用作現金透支、支付任何財務費用或繳交奬賞誌入前累積未繳之

信用卡結欠。  

9. 除特別註明外，滿記甜品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商戶/會員優惠、優惠券、推廣項目、

折扣、禮券同時使用。 

10. 滿記甜品優惠不適用於購買現金券及任何增值服務。 

11. 滿記甜品優惠不適用於分單交易。 

12. 滿記甜品優惠不可兌換現金、其他貨品、服務、折扣，亦不可轉讓。 

 

優惠 2 之條款及細則： 

1. 自助售賣機即減優惠(下稱「優惠2」) 之推廣期由2019年3月18日至6月17日(包括

首尾2天），適用於以銀聯二維碼(包括BoC Pay及雲閃付APP)支付，交易必須通過

銀聯網絡方可享有關優惠2。 

2. 客戶於BoC Pay內成功綁定合資格信用卡及/或Smart Account及/或註冊支付賬

戶（下稱「客戶」）並於指定自助售賣機單一零售消費滿HK$30，即減HK$10或單一

零售消費滿HK$8，即減HK$5。 

3. 每名客戶每日(按銀聯系統時間即前一天晚上11時至第二天晚上10時59分59秒計)

可於參與商戶/自助售賣機享用優惠2一次。 



4. 晚上約11時（以銀聯系統報告為准）銀聯系統會進行例行系統資料更新，因此為確

保客戶能享受優惠2，建議客戶避免於此期間進行消費。 

5. 適用優惠2之自助售賣機, 請瀏覽https://www.ivm.wiki/map/   

6. 參與商戶/自助售賣機如有增減，卡公司及銀聯國際有限公司(下稱「銀聯國際」)保

留修改權，詳情請向店員查詢或瀏覽http://www.unionpayintl.com/hk/ 

7. 優惠2不可兌換現金。 

8. 優惠2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後優惠2隨之結束。 

9. 優惠2及雲閃付APP之使用須受其他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登入雲閃付APP或向商

戶查詢。 

10. 卡公司、銀聯國際及參與商戶有權隨時修改條款及細則、更改或終止優惠，毋須就

有關更改或終止另行通知客戶，亦恕不承擔任何有關優惠2或條款更改或終止所引起

的責任。 

11. 如有任何爭議，卡公司、銀聯國際及參與商戶保留最終決定權。 

客戶服務熱線：800 967 222 

一般條款： 

● 上述HK$50奬賞推廣、優惠1及優惠2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並以中銀香

港及/或卡公司之紀錄為準。 

● 客戶需自行支付使用中銀香港流動應用程式或手機銀行所產生的相關數據費用。 

● 客戶可同時享用上述各項優惠，但不可與其他非列於本宣傳品的優惠同時使用。 

● 上述產品、服務與優惠受有關條款約束，詳情請參閱相關宣傳品、向有關商戶或中

銀香港職員查詢。 

● 所有資料及圖片只供參考。中銀香港及/或卡公司對所有事宜及爭議保留最終決定

權。 

● 除有關客戶及卡公司以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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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關產品由有關商戶提供。中銀香港及/或卡公司對有關商戶提供的產品、食品及

服務質素概不承擔任何責任，有關商戶將負上所有有關產品、食品及服務的法律責

任。 

● 中銀香港及/或卡公司及有關商戶保留更改、暫停或取消本推廣或修訂其條款及細

則之酌情權。 

● 如有任何爭議，中銀香港及/或卡公司及有關商戶保留最終決定權。 

● 如此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版有所差異，概以中文版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