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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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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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挪亞方舟

Mastercard無價體驗課程    

憑卡於香港挪亞方舟購買入場門票，可享9折購票
優惠！

優惠期：10/05/2019 - 31/12/2019

華僑永亨World卡/宏富理財VOYAGE卡客戶專享優惠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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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任何爭議，香港挪亞方舟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如欲了解活動詳情、日期及時間，請瀏覽
www.mastercard.com.hk/priceless。

報名請致電 (852) 5803 0232或電郵至
hongkong@priceless.com。

華僑永亨信用卡客戶專享優惠

位元堂

憑卡於位元堂門市購買正價中成藥，可享92折優惠！

優惠期：10/05/2019 - 31/08/2019

註：1. 優惠不適用於中醫診症、配劑及治療服務。2. 優惠不得與會員9折及不得
與其他推廣優惠同時使用。3. 優惠適用於正價貨品及不適用於其他折扣貨品、
特價/推廣優惠及公價貨品。4. 優惠不適用於任何展銷會場。5. 如有任何爭議，
位元堂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華僑永亨信用卡消閒悅刊

優惠情報

賞心
消閒付款方式：Visa、Mastercard、銀聯信用卡

全線香港門市

(852) 2727 8911

付款方式：Visa、Mastercard、銀聯信用卡

香港新界馬灣珀欣路33號

(852) 3411 8888

•8或以上貨品可享額外9折優惠

Jamie’s Italian小廚師薄餅班
• 學習以茄醬、新鮮羅勒及莫薩

里拉芝士製作瑪格麗塔餅
• 享用週末意式半自助餐
收費： 每位小朋友HK$600，
 另收加一服務費
地點： 尖沙咀Jamie’s Italian
註：歡迎家長與小朋友一同參與小廚師薄餅
班。家長可以正價享用Jamie’s Italian週末半
自助餐。

Jamie’s Italian成人意大利餛飩製
作班

• 以精選的時令食材炮製自家意
大利餛飩

• 享用週末意式半自助餐
收費： 每位HK$600，
 另收加一服務費
地點： 銅鑼灣Jamie’s Italian



付款方式：Visa、Mastercard、銀聯信用卡
dchml.com.hk

華僑永亨信用卡為你呈獻賞心消閒優惠情報，讓你今個春夏盡享消費購物樂趣！

華僑永亨白金卡/World卡/In�nite卡客戶專享優惠

「華僑永亨飛行里程」推廣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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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推廣計劃詳情/索取登記表格，請掃瞄以下二維碼。

憑卡惠顧以下餐廳可享下列折扣優惠！

現成功登記「華僑永亨飛行里程」計劃，可將你的
信用卡簽賬獎賞積分轉換至「亞洲萬里通」里數。
由現在至2019年6月30日或之前申請轉換「亞洲萬
里通」里數，更可以特惠兌換比率每8積分(即HK$8
簽賬)轉換1「亞洲萬里數」里數，換取獎勵機票暢
遊世界！

註：1.優惠須按原價收取加一服務費。2.以上優惠不適用於2019年5月11至12日及
6月15至16日；龍逸軒優惠不適用於貴賓房及請於2日前訂座。3.食品隨季節及供
應而定及不時更換，恕不另行通知。4.食品圖片只供參考。5.優惠不可與其他推
廣優惠或折扣一同使用。6.優惠不可兌換現金或其他服務。7.優惠視乎供應情況
而定。8.如有任何爭議，九龍酒店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付款方式：Visa、Mastercard、銀聯信用卡

尖沙咀彌敦道19-21號

香港大嶼山愉景灣海澄湖畔路88號

(852) 2734 3803

優惠期：10/05/2019 - 31/08/2019

• 輕怡自助午餐85折
• 午市全自助餐9折
• 半自助晚餐85折
• 晚市全自助餐9折

• 日本自駕遊
 優惠1： 租任何車款兩天或以上，可享

HK$200折扣優惠
  (優惠碼「SAVE200JP」)
 優惠2：租7-8人座多功能休旅車(MPV) 

3天或 以 上 ， 可 享 H K $ 3 0 0折
扣優惠(優惠碼「SAVE300JP」)

•台灣自駕/包車優惠
 租任何車款/包車服務滿HK$2,000或以

上，可享9折優惠 (優惠碼「GIVEME10」)

• 自助餐85折 (早餐除外)

(852) 2734 3722

•主菜85折 (適用於午餐及晚餐)

• 精選套餐85折

(852) 2734 3803

• 主菜及下午茶餐85折 

憑卡惠顧香港愉景灣酒店 – Café bord de Mer & Lounge
可享下列折扣優惠！

憑卡於大昌行汽車租賃網站(dchml.com.hk)預約租車
服務，於預訂流程中輸入優惠碼，可享以下優惠！

香港愉景灣酒店

九龍酒店

註：1.除特別註明外，優惠不適用於公眾假期及前夕、節日及前夕。2.優惠不適
用於加一服務費及按原價收取加一服務費。3.優惠只適用於最多12人同時惠顧。
4.優惠不可與其他推廣優惠或折扣一同使用。5.優惠不可兌換現金或其他服務。
6.如有任何爭議，香港愉景灣酒店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ztore.com

(852) 2295 8299

優惠期：10/05/2019 - 31/08/2019

付款方式：Visa、Mastercard

憑卡於士多(Ztore.com)購物滿HK$600，結賬時輸入
優惠代碼，可享高達$40 Z-dollar回贈！

即享$40 Z-dollar回贈
(優惠代碼：ZOCBC19)

士多新客戶

註：1.每張訂單只可使用1個優惠代碼。優惠不可與士多之其他優惠代碼、現金券
或優惠同時使用。2.優惠1：士多新客戶於推廣期內憑華僑永亨信用卡購物滿
HK$600，結賬時輸入優惠代碼「ZOCBC19」並完成訂單即可享$40 Z-dollar回贈。
每張訂單只可使用1個優惠代碼，優惠代碼只適用於首張訂單。每位客戶只限使用
此優惠代碼1次。優惠2：士多現有客戶於推廣期內憑華僑永亨信用卡購物滿
HK$600，結賬時輸入優惠代碼「ZOCBC192」並完成訂單即可享$20 Z-dollar回贈。
每位客戶只限使用此優惠代碼1次。3.Z-dollar可於下次購物時當現金使用，每次交
易之使用上限為消費總額之50%。Z-dollar不可轉讓、兌換現金或其他產品。如訂
單因任何原因以致全單作退款安排，Z-dollar獎賞回贈將不予發放。4.新士多客戶
必須為從未使用相同之電話號碼及/或送貨上門地址進行註冊，以及從未於士多成
功購物之客戶。如發現任何客戶曾使用相同之電話號碼及/或送貨上門地址註冊為
新客戶，是次士多新客戶優惠將會被即時取消及所有已訂購之貨品須收回原價。
5.此優惠不適用於提貨點自取。6.有關優惠之使用詳情，請向士多顧客服務部直接
查詢(熱線：2154 3800 / 電郵：cs@ztore.com)。7.訂購及送貨服務詳情請參閱網頁
內之「使用條款」及「常見問題」。如有任何爭議，士多香港有限公司將保留最終
決定權。

付款方式：Visa、Mastercard

優惠期：10/05/2019 - 31/08/2019

大昌行(汽車租賃服務)

士多Ztore.com

註：1.優惠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2.有關車款型號及價格，請向大昌行汽車租
賃直接查詢。3.請聯絡大昌行(汽車租賃服務)有限公司有關保險自負額及其他額外
收費。4.優惠不可兌換現金。5.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6.如有任何爭議，
大昌行(汽車租賃服務)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852) 2216 9889

(852) 2154 3800　　　　

優惠期：10/05/2019 - 31/12/2019

登記方法

優惠1

即享$20 Z-dollar回贈
(優惠代碼：ZOCBC192)

士多現有客戶優惠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