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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優惠條款及細則 

一般條款及細則： 

1. 優惠的有效期由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包括首尾兩日及以交易日期為準) (「推廣

期」)。 

2. 中銀香港航空Visa卡持卡人(「客戶」)須以中銀信用卡(國際)有限公司(「卡公司」)

在香港發行之中銀香港航空Visa卡 (「合資格信用卡」) 全數簽賬付款（「合資格簽

賬」）方可享有優惠。 

3. 所有優惠不得轉讓，亦不可兌換為現金、其他貨品或折扣，亦不可與其他推廣優惠、

折扣、優惠券或現金券同時使用。 

4. 所有優惠及服務均由有關商戶提供，卡公司對有關商戶所提供的優惠及服務質素概

不承擔任何責任。 

5. 除合資格持卡人及卡公司以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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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卡公司及有關商戶保留毋須事先通知的情況下更改、暫停或取消有關優惠或修訂有

關條款及細則之權利。卡公司及有關商戶對所有事宜及爭議保留最終決定權。 

7. 如此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版有所差異，一概以中文版為準。 

特優香港航空 FWC 積分兌換獎賞： 

1. 客戶可憑合資格信用卡，以合資格簽賬賺取 Fortune Wing Club積分 (「FWC積分」)，

合資格的交易類別包括「海外」及「網上」簽賬(見本部份的條款 3a)或本地的零

售簽賬(見本部份的條款 3b)交易。 

2. 客戶可憑合資格簽賬按以下兌換比率，每月(以月結單結算月計)由系統計算自動

兌換為 FWC 積分，並誌入相關之 FWC 積分賬戶內。 

適用於「中銀香港航空 Visa Signature 卡」 : 

指定類別之合資格簽賬 可獲 FWC 積分 

每 HK$3「海外」及「網上」簽賬 1 FWC 積分 

每 HK$5 本地簽賬 1 FWC 積分 

適用於「中銀香港航空 Visa 白金卡」 : 

指定類別之合資格簽賬 可獲 FWC 積分 

每 HK$4「海外」及「網上」簽賬 1 FWC 積分 

每 HK$6 本地簽賬 1 FWC 積分 

3. a. 「海外」及「網上」簽賬類別之合資格簽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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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合資格的海外零售簽賬之定義為以外幣交易及支付，以港幣支付的外幣簽

賬並不包括在內(以信用卡月結單上的簽賬貨幣為準); 

ii) 合資格的網上簽賬之定義為網上簽賬之交易，惟不包括：感應式支付交易

/手機支付交易、網上繳費交易、網上繳費分期、網上支付系統繳費予指定商

戶、購買及/或充值儲值卡或電子錢包的交易、透過流動裝置/應用程式/電子

轉賬平台進行個人對個人(P2P)的現金轉賬。 

b. 本地簽賬類別之合資格簽賬： 

i) 合資格的本地簽賬類別之定義為本地之零售簽賬交易，當中包括感應式支

付交易/手機支付交易及已誌賬的「商戶免息分期計劃」金額，但不適用於繳

付「稅務局」、「銀行或信用卡服務」、「證券公司」、「信貸財務」等商

戶類別的賬單、「償還保單貸款」的賬單類別、年費、所有手續費、現金透

支、結餘轉戶及現金分期及不適用於卡公司不時公佈的指定交易類別； 

ii) 其他推廣/回贈所賺取之信用卡積分; 

c. 有關繳付其他商戶類別的賬單、網上/「繳費易」繳費、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

交易、透過流動裝置/應用程式/電子轉賬平台進行個人對個人（P2P）的現金轉

賬、超市、便利店、食品雜貨店、各類食品店、專門食品零售店及政府部門之

信用卡簽賬交易類別，每個信用卡主卡及其附屬卡賬戶於每月結單的首

HK$10,000 簽賬交易，方獲享 FWC 積分。 

4. 除特別註明外，合資格的信用卡簽賬類別，將根據卡公司/Visa 國際組織不時界

定之商戶分類或卡公司全權酌情決定。 

5. 未誌賬或已被誌賬但隨後全部或部份取消、退款或退回（包括購物退稅），有

關交易將不獲 FWC 積分。 

6. 主卡與附屬卡的 FWC 積分將合計於主卡賬戶，合資格信用卡獲享的 FWC 積分

不可與其他中銀信用卡積分合併使用，不能兌換其他飛行里數或換領簽賬得

FUN 禮品/積 FUN 錢/現金折扣。合資格簽賬只可按比率自動兌換為 FWC 積分。

兌換 FWC 積分將由系統自動計算，以整數為單位，餘數將不獲享 FWC 積分。 

例子：客戶以中銀香港航空 Visa Signature 卡，於本月內有以下已誌賬的簽賬交

易： 

簽賬額 

(HK$) 

可獲 FWC 積分 

海外及網上簽賬 HK$10,000 3,333  

本地簽賬 HK$3,000  600 

本月合計簽賬 HK$13,000 可獲享 3,933 FWC 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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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航空機場貴賓室「遨堂」及「紫荊堂」禮遇： 

1. 主卡客戶可於每曆年度內免費享用香港航空於香港國際機場貴賓室（「貴賓室」）

之服務 5 次（「限額」），每次一人進入貴賓室將計算為使用一次限額，附屬卡客

戶及同行乘客可以一同享用主卡客戶的服務限額。若合計使用服務次數超過限額後，

主卡客戶可以香港航空不時特別訂明之使用服務收費（「貴賓室收費」）與附屬卡

客戶及同行乘客享用服務，有關貴賓室收費將於主卡客戶的信用卡賬戶中扣除而毋

須另行通知。 

2. 主卡客戶、附屬卡客戶及同行乘客必須同樣持有當日同一香港航空航班機票方可享

受相關服務，持代碼共享航班機票不能享受此服務。 

3. 參與之貴賓室名單可於任何時候更改，而毋須作任何事先通知。查詢最新資料請參

閱香港航空網站 www.hkairlines.com。  

4. 貴賓室之使用收費將會全數支付予香港航空，有關使用貴賓室的紀錄將由香港航空

所提供。有關香港航空貴賓室使用收費，請與香港航空聯繫。如對有關限額的問題，

請與卡公司聯繫。 

5. 香港航空機場貴賓室「遨堂」及「紫荊堂」禮遇須受香港航空其他條款及細則約束，

請參閱香港航空網站 www.hkairlines.com。 

6. 如有任何爭議，香港航空及/或香港航空地面服務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7. 香港航空有權修訂此條款及細則，並不作另行通知。 

 

年度 5 折 FWC 積分兌換香港航空獎勵機票： 

1. 香港航空不定期推出 5 折 FWC 積分兌換香港航空獎勵機票，有關「5 折 FWC 積分

兌換香港航空獎勵機票」詳情及相關優惠的條款及細則，請留意相關宣傳資料及香

港航空網站 www.hkairlines.com。 

 

香港航空機上免稅商品優惠： 

1. 此優惠適用於客戶憑合資格信用卡於香港航空機上購買免稅品，單筆簽賬滿

HK$1,000，可獲 95 即時折扣優惠。 

2. 有關「香港航空機上免稅商品優惠」詳情及相關優惠的條款及細則，請參閱香港航

空網站 www.hkairlin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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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day 旅遊優惠：  

1. 此優惠只適用於客戶憑合資格信用卡於 KKday 官網，輸入信用卡號碼並取得優惠

代碼，並於結賬頁面輸入優惠代碼，便可獲享即時折扣優惠。 

2. 優惠詳情請瀏覽 www.kkday.com/zh-hk/affiliate/whlb/bocivisa。 

 

中銀香港航空 Visa Signature 卡尊享： 

加入香港航空「飛悅計劃」： 

1. 客戶憑中銀香港航空 Visa Signature 卡並持有香港航空營銷及營運的指定艙位而未

使用的機票，可參與香港航空「飛悅計劃」。 

2. 「飛悅計劃」的名額為 1,000 位，先到先得。有關「飛悅計劃」詳情及相關優惠的

條款及細則，請參閱香港航空網站 www.hkairlines.com。 

 

中銀香港航空 Visa Signature 卡尊享，5 折 FWC 積分兌換長途航線航班升艙至商務艙優

惠： 

1. 中銀香港航空 Visa Signature 卡持卡人可使用 5 折 FWC 積分兌換長航線  （航距

4,001 公里或以上）獎勵升艙至商務艙（適用於已購買香港航空指定經濟艙機票之

持卡人）。 

2. 有關「5 折 FWC 積分兌換長途航線航班升艙至商務艙優惠」詳情及相關優惠的條

款及細則，請參閱香港航空網站 www.hkairlines.com。 

 

中銀香港航空 Visa Signature 卡尊享，香港航空官網及手機應用程式購買機票享額外 FWC

積分： 

1. 凡於香港航空官網/手機程式以單一訂單購買機票滿港幣 5,000 元或以上，即可享

額外 FWC 積分 

2. 有關「香港航空官網及手機應用程式購買機票享額外 FWC 積分」詳情及相關優惠

的條款及細則，請參閱香港航空網站 www.hkairline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