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註：1.優惠必須以有效之Visa In�nite卡或白金卡簽賬付款。2.優惠必須先行預約，
並視乎情況而定。3.優惠不適用於指定日子，如元旦、情人節、母親節、平安夜、
聖誕節及除夕。4.優惠不適用於宴會及廳房用膳之項目。5.優惠只適用於堂食時
使用，並不適用於外賣食品。6.優惠不包括加一服務費及茶芥。7.優惠不可與其
他折扣或推廣優惠同時使用。8.香港金域假日酒店保留修改、變更或取消此優惠
之任何事項或其條款及細則之權利，毋須事前通知。9.如有任何爭議，香港金域
假日酒店擁有最終及具約束力之決定權。

致： 華僑永亨銀行集團的資料保護主任 
 (郵寄地址為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161號)

日期：

客戶名稱： 香港身份證 / 護照號碼：

信用卡號碼： 客戶簽署：

郵寄函件 電郵 促銷電話 短訊

本人/本人等不希望華僑永亨銀行集團內任何成員經以下途徑在直接促銷中使用本人/本人等之
個人資料：（請在下列方格內加上剔號(“✔”)，此項安排不用收費。）

本人/本人等於以上任何方格內加上剔號(“✔”)亦表示本人/本人等不希望華僑永亨銀行有限
公司將本人/本人等的個人資料提供予任何其他非華僑永亨銀行集團成員人士，以供該等人士
在直接促銷中使用。本人/本人等明白若以上任何方格內未有加上剔號(“✔”)，即表示本人/
本人等同意華僑永亨銀行有限公司將本人/本人等的個人資料提供予任何其他非華僑永亨銀行
集團成員人士，以供該等人士在直接促銷中使用。
以上代表本人/本人等目前就是否希望收到直接促銷聯繫或資訊的選擇，並取代本人/本人等
於此要求前向任何華僑永亨銀行集團成員傳達的所有選擇。
有關詳情請參閱華僑永亨銀行集團「關於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客戶及其他個別人士通知」。

2543 2223 ocbcwhhk.com

03/18

一般條款及細則：
1.優惠適用於華僑永亨信用卡(包括聯營卡)會員。2.會員須於惠顧前出示華僑永亨信用卡
(包括Visa / Mastercard / 銀聯信用卡)，並以華僑永亨信用卡簽賬，方可享本宣傳單張上
之優惠。3.所有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或折扣同時使用，及不可兌換現金。4.以上圖片只
供參考之用。5.本宣傳單張之產品 / 食品 / 服務並非由華僑永亨銀行提供，有關各樣產品 / 
食品 / 服務之供應及質素概與本行無關。6.華僑永亨銀行及有關商戶保留隨時修改優惠
內容或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毋須事前另行通知。7.如有任何爭議，華僑永亨銀行及有
關商戶保留優惠之最終決定權。

If you would like to have an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lea�et, please call our 24-hour 
Customer Service Hotline at 2543 2223.

香港金域假日酒店 華僑永亨信用卡優惠推廣資訊平台

憑銀聯信用卡於Expedia智遊網預訂酒店客房，輸入
優惠代碼即可享9折優惠！

預訂日期：即日起至30/06/2018
住宿日期：即日起至30/09/2018

• 惠顧Osteria意大利餐廳午市
及晚市可享75折優惠

• 惠顧Bistro on the Mile自助
午餐及自助晚餐75折；兩位
12歲或以下兒童與兩名付費
成人同行可享用免費自助餐
(優惠適用於最多兩位兒童與兩位付
費成人)

優惠期至31/12/2018

華僑永亨信用卡為你帶來優惠推廣資訊平台，讓你
第一時間獲享精彩餐饗、購物及娛樂禮遇。透過簡單
步驟即可獲得VISA、Mastercard及銀聯卡的最新優惠
資訊。
1.  瀏覽我們的網址ocbcwhhk.com，然後在下拉式清

單中選擇「卡服務」
2.  於卡服務頁面內選擇「簽賬優惠」
3.  再選擇「信用卡消費優惠」

註：1. 在預訂流程中，於付款頁面有「輸入折扣券代碼」連結位置處，輸入優
惠代碼。上方相關欄位有指定的優惠代碼，輸入該代碼然後按一下「使用折扣
券」按鈕。如果預訂符合優惠資格，就會針對預訂的住房價格(尚未加計任何
稅金、應繳稅項、相關費用或附加費用)實施折扣。2. 優惠不適用於合併訂購
其他旅遊產品，如「機票 + 酒店」或「機票 + 酒店 + 車輛」等套票訂房。3.所有
預 訂 均 視 乎 供 應 情 況 而 定 。 4 . 優 惠 受 條 款 及 細 則 約 束 ， 有 關 詳 情 請 瀏 覽
https://www.expedia.com.hk/g/rf/pm-tnc-unionpay?langid=3076。

銀聯信用卡酒店預訂優惠

華僑永亨信用卡客戶專享優惠

Osteria: (852) 2315 1010
Bistro on the Mile: (852) 2315 1118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50號金域假日酒店

付款方式：Visa In�nite卡或Visa白金卡

付款方式：銀聯信用卡

華僑永亨信用卡消閒悅刊

優惠情報

賞心
消閒

優惠代碼︰UNIONPAY17HKH



8度餐廳/咖啡閣 ：(852) 2126 1960
池畔廊及花園茶座 ：(852) 2126 1962

www.noahsark.com.hk

華僑永亨信用卡為你呈獻賞心消閒優惠情報，讓你盡享消費購物樂趣！

憑卡於香港挪亞方舟可享以下優惠！

香港挪亞方舟
憑卡惠顧以下餐廳可享下列折扣優惠！

註：1.優惠不適用日期：2018年5月12-13日、6月17日、9月24日、12月21-22日、
24-26日及31日。2. 優惠不適用於加一服務費，加一服務費以原價計算(只適用
於8度餐廳、池畔廊及花園茶座)。3.最多12位(包括持卡人)可享此優惠(以每檯每
次惠顧計算)(只適用於8度餐廳、池畔廊及花園茶座)。4.此優惠不可與其他推廣優
惠或折扣一同使用。5.此優惠不可兌換現金或其他服務。6.優惠不適用於亞洲萬
里通，客房餐飲服務，外賣(蛋糕優惠除外)，宴會及到會服務。7. 8度海逸酒店保
留一切優惠使用之最終決定權。

8度海逸酒店

土瓜灣九龍城道199號8度海逸酒店

8度餐廳

• 午膳主餐牌菜式85折(只限食品)
• 週六自助早午餐82折(公眾假期

除外)
• 週日及公眾假期自助早午餐85折 
• 自助晚餐85折
• 下午茶套餐7折(星期一至五)；
75折(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 星期一至五半自助午餐7折(公眾
假期除外)

付款方式：Visa、Mastercard、銀聯信用卡

(852) 3411 8888

香港新界馬灣珀欣路33號

澳門外港新填海區孫逸仙大馬路文華東方酒店

付款方式：Visa、Mastercard、銀聯信用卡

註：1.客房連早餐套票八折優惠：優惠視供應情況而定；優惠不適用於團體預訂；
優惠不可與其他折扣或促銷活動一同使用。2.優惠不適用於以下日期：2018年3月
30日-4月2日(復活節)；4月28日-5月1日(中國勞動節假期)；6月16-18日(端午節)；
9月22-24日(中秋節)；9月29日-10月6日(中國國慶假期)。3. 水療服務八折優惠
(美甲及美趾服務除外)：須預約服務；不可與其他折扣或促銷活動一同使用；
澳門公眾假期或法定假期不適用；每張信用卡只限最多三位賓客享用優惠。4.餐
飲服務八五折優惠：澳門公眾假期或法定假期不適用；只限堂食服務；不可與其
他折扣或促銷活動一同使用。

註：1.優惠適用於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間的航班(不適用於2018年3月30-31日、
4月1-2日、6月16-18日及30日、7月1-2日、9月22-25日及29-30日、10月1日)，須視座位供應
情況而定。2.最多可預訂45天內出發之船票。3.優惠適用於香港(上環/九龍/屯門)<>澳門(外
港/氹仔)航線。4.購票滿HK$350或以上方可享有HK$55現金折扣優惠(單一交易計算)。5.優
惠只適用於噴射飛航網上訂票系統及智能手機訂票程式購買，並必須使用Visa信用卡付款。
網上訂票手續費將可獲豁免。6.船票只供Visa卡持卡人及其同行者使用。噴射飛航有權於乘
客在碼頭入閘時檢查持卡人的信用卡及船票。7.優惠不可與其他折扣、推廣優惠、長者和
小童票價折扣一同使用。8.預訂一經確認後不可取消、退款或更改船期。9.優惠受噴射飛
航乘客及行李運載之條款及條件約束，詳情請瀏覽turbojet.com.hk/pdf/terms-and-
conditions-of-carriage_tc_20021223.pdf。10.噴射飛航保留有關優惠之最終決定權。

註：1. 優惠有效期至2018年10月31日(不適用於2018年1月1日、2月
16-18日、3月30-31日、4月1日、5月1日、9月25日及29-30日、10月
1日。2.持卡人須以Visa卡簽賬方可享用優惠。3.優惠不可與其他折扣、
特別促銷活動及優惠券一同使用。4.優惠不可兌換現金、其他產品或
折扣。5.優惠只限堂食。建議預訂。6.如有爭議，概以澳門旅遊塔會
展娛樂中心的決定為最終決定。

VISA信用卡澳門旅遊精選優惠

提提你：「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華僑永亨銀行有限公司
OCBC Wing Hang Bank Limited

註：門票優惠：1.優惠只適用於挪亞方舟正門售票處。2.每張信用卡每日最多可購
買4張門票，每張門票可享9折購票優惠。3.優惠門票只供私人使用，不能退換、
退款或轉售、作市場推廣或其他商業用途。4.不可與其他優惠或折扣同時使用。
5.持票人均須遵守馬灣公園有限公司規則和章程，詳情請參閱挪亞方舟網站或館
內告示。6.優惠期由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7.如有任何爭議，香港挪亞方舟保
留最終之决定權。
自助餐優惠：1.優惠期至2018年06月30日(不適用於母親節、母親節前夕、父親節、
父親節前夕、公眾假期及公眾假期前夕)。2.優惠不可兌換現金。3.另加一服務費 
(以原價計算)。4.優惠不適用私人派對或宴會服務。5.只接受信用卡或現金作為付
款方法。6.不可與其他優惠或折扣同時使用。7.只限堂食及每次最多12位享用。
8.需預先訂座。9.如有任何争議，挪亞方舟度假酒店保留最終之決定權。

優惠期至31/12/2018

優惠期至31/12/2018

池畔廊及花園茶座

• 所有正價食品及餐飲85折

購買入場門票 9折優惠

優惠期：15/03 - 30/06/2018

豐盛閣餐廳自助晚餐 65折優惠

咖啡閣

• 原個蛋糕85折

憑VISA卡於網上訂購噴射飛航正價船
票，每宗交易消費滿HK$350或以上可
享HK$55折扣！

憑卡於360°旋轉餐廳、南湖明月、
Café on 4餐廳內用膳可享85折優惠！

噴射飛航

指定訂票途徑：
• 噴射飛航網上訂票系統：www.turbojet.com.hk
• 噴射飛航智能手機訂票程式

優惠期至31/10/2018

優惠期至31/10/2018

澳門旅遊塔

憑VISA卡可享住宿及精選水療、餐
飲低至8折優惠
• 客房連早餐套票8折優惠
• 水療服務8折優惠(美甲及美趾服

務除外)
• 餐飲服務85折優惠
優惠期至31/10/2018

澳門文華東方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