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隆度假區

保誠香港網球公開賽

憑華僑永亨銀聯信用卡可尊享下列長隆度假區旅遊
套票及餐飲優惠！
優惠期至30/6/2016 (新優惠項目將於1/7/2016推出)
番禺長隆酒店「魔法奇幻遊」套票
-

酒店住宿一晚
自助早餐
水上樂園/野生動物世界/歡樂世界/國際大馬戲門票 (任擇其一)
香港來回番禺巴士票/蓮花港船票/順德港船票
免費水果及紀念品一份
免費長隆俱樂部會籍

優惠價每位：HK$1,139起

「保誠香港網球公開賽」雲集全球頂尖女網球手於
2016年10月8日至16日維多利亞公園網球主場舉行
MasterCard® 持卡人尊享獨家禮遇：
於2016年7月1至8月31日期間，憑華僑永亨
MasterCard經購票通網站(cityline.com)購買門票，
並輸入MasterCard推廣代碼「HKTOMSC」，即可
尊享低至七五折優惠。
觀賞賽事外，你更可免費親臨維園賽事村，村內設
有餐飲小食及精彩遊戲，更售賣各款限定版賽事紀
念品讓你盡情搜購！記得密切留意官方網站。
www.hktennisopen.hk

珠海長隆景點套票
-

酒店住宿一晚：馬戲酒店/企鵝酒店/橫琴灣酒店 (任擇其一)
自助早餐
海洋王國/橫琴島劇院馬戲二等座門票一張
香港/九龍來回九洲港船票一張
酒店來回碼頭接送

註：1. 必須使用MasterCard卡購票。2. 賽事門票經任何塗改、損毀或影印便作無
效，亦不獲補發。

www.ocbcwhhk.com

2543 2223

優惠價每位：HK$759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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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顧長隆度假區內多間餐廳及商店可享低至8折餐飲
或購物優惠
優惠期至31/12/2016
以上優惠由香港中國旅行社提供，詳情可致電向旅行社職員查詢
(852) 2998 7888

www.ctshk.com

付款方式：銀聯信用卡
註：1.套票同行優惠只適用於同行者同時預訂、出發及回程。2.所列之價目以每位
成人佔半間雙人房計算，但不包括所有旺季附加費、稅項、保險費、簽證費及旅
行社服務費。3.價目及行程以預訂時為準。如有更改，恕不事前通知。4.優惠不
適用於網上付款。5.預訂一經確認，不可取消，退款、轉讓或更改(包括但不限於
轉換其他行程或日子)。6.優惠只適用於指定旅行團及套票，並須受其他條款及細
則約束。詳情請向香港中國旅行社查詢。7.餐飲優惠只適用於堂食，並不適用於
服務費、套票、茶芥、貴賓房、酒席、宴會、房間用膳及外賣服務。8.每枱每次
只限使用優惠一次，並受有關商戶之個別條款及細則約束。9.除非另有訂明，商
戶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會員優惠、折扣、禮券、特價貨品及公價貨品同時使
用。10.贈品及優惠並無現金價值，不可更換及不能兌換現金、其他商品或折扣。

If you would like to have an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leaflet, please call our 24-hour
Customer Service Hotline at 2543 2223.
06/16

致： 華僑永亨銀行的資料保護主任
(郵寄地址為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161號)

日期：

本人(等)不希望華僑永亨銀行有限公司及其香港附屬公司(各稱「公司」；統稱「銀行集團」)
內任何成員經以下途徑在直接促銷中使用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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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函件

電郵

促銷電話

短訊

本人(等)於以上任何方格內加上剔號(“✔”)亦表示本人(等)不希望華僑永亨銀行有限公司
將本人(等)的個人資料提供予任何其他非銀行集團成員人士，以供該等人士在直接促銷中使
用。本人(等)明白若以上任何方格內未有加上剔號(“✔”)，即表示本人(等)同意華僑永亨銀
行有限公司將本人(等)的個人資料提供予任何其他非銀行集團成員人士，以供該等人士在直
接促銷中使用。
以上代表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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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於此要
求前向任何銀行集團成員傳達的所有選擇。
有關詳情請參閱 “關於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客戶及其他個別人士通知”。
客戶名稱：

香港身份證 / 護照號碼：

信用卡號碼：

客戶簽署：

華僑永亨信用卡消閒悅刊

賞心消閒
優惠情報

華僑永亨信用卡為你呈獻賞心消閒優惠情報，讓你盡享消費樂趣！
FOOODY

Bricks CaNal LEGO SHOP

SENS STUDIO

憑卡惠顧FOOODY晚市滿HK$200可享9折優惠！

憑卡可享VIP額外95折優惠購買任何款式LEGO玩具！

憑卡惠顧SENS STUDIO下列攝影套餐可享5折優惠！

優惠期：3/6 – 31/8/2016

優惠期：3/6 – 31/8/2016

優惠期：3/6 – 31/12/2016
(優惠價：HK$838 原價：HK$1,680)
4位家庭成員
90分鐘拍攝時間
15張數碼檔案載入DVD光碟 (Jpeg)
10” x 10” Cezanne Frame 相架乙個
(連coating)
• 精選My Story Slideshow觀賞

Plan A家庭攝影套餐
•
•
•
•

額外送：
•
•
•
•

8” x 10” SENS纖維木相架乙個 (連相片及保護膠片)
豁免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附加費
豁免指定攝影師附加費
購買套餐後一年內有效
www.sensstudio.com.hk

(852) 2427 5526 / 9835 8998
(852) 3586 0863

中環永吉街1號地下D舖
荃灣西樓角路138-168號荃豐中心商場地下A25號舖

觀塘巧明街113號富利廣場9樓06-8室
太古華蘭路20號華蘭中心12樓02室
荃灣海盛路3號TML廣場東翼10樓D6B室
付款方式：Visa、MasterCard、銀聯信用卡

(852) 3188 1886
(852) 3188 0600
(852) 3188 5270

註：1. 優惠只適用於晚市時段。2. 優惠不可與其他推廣同時使用。3.如有任何
爭議，FOOODY LIMITED保留優惠之最終決定權。

註：1.如有任何爭議，Bricks CaNal保留優惠之最終決定權。

註：1. 優惠有效期由2016年6月3日至12月31日。2.此套餐不適用於婚紗及3個月以
下之新生嬰兒主題；寵物相只適用於太古及荃灣分店。3.如超出套餐內的人數，
每人須另加HK$300，最多為30人，寵物亦當一位人頭計算。4.預約日期及時間一
經確認，不得更改，否則須收取HK$300行政費用，出示病假紙或其他證明可獲
豁免。5.如需專業化妝及髮型服務，每位成員另加HK$500(須於拍攝前最少一星期
預約)。6.如拍攝當日遇到天文台發出8號風球或以上及黑色暴雨警告，預約會自
動取消。7.如有任何爭議，SENS STUDIO LIMITED保留優惠之取終決定權。

九五至尊食府

HORIZON WiFi HK

熊貓明星眼鏡

火炭坳背灣街57-59號利達工業中心地下3號店
付款方式：Visa、MasterCard、銀聯信用卡

憑卡惠顧九五至尊食府可獲贈脆皮豆腐或椒鹽芋片
一份！
優惠期：3/6 – 31/8/2016

www.brickscanal.com / www.facebook.com/BricksCaNal
付款方式：Visa、MasterCard、銀聯信用卡

憑卡租用WiFi服務，結算時輸入優惠碼
「OCBC2016」，即可享正價85折優惠！
租用日本/韓國/台灣WiFi蛋低至每日HK$30

憑卡惠顧可享配眼鏡8折優惠！
優惠期：3/6 – 31/8/2016

優惠期：3/6 – 31/8/2016

(852) 3104 0167
中環干諾道中88號南豐大廈15樓1508-13室

(852) 2383 9689
九龍城打鼓嶺道70-72號地下
付款方式：Visa、MasterCard、銀聯信用卡
註：1. 優惠不可兌換現金或其他餐廳食品，並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2.客戶
須於惠顧前說明使用優惠及以華僑永亨信用卡簽賬付款。3.如有任何爭議，九五
至尊食府保留優惠之最終決定權。

Whatsapp: (852) 9171 8159
www.horizon-wifi.com.hk
付款方式：Visa、MasterCard
註：1. 優惠需於商戶網站以華僑永亨信用卡進行預訂，並輸入優惠代碼OCBC2016
以享優惠。2. 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3. 所有訂單必須由專人確認後才能
成立。4. 以上優惠適用於租借3日或以上的訂單。5. 如有緊急訂單請以電話，
WHATSAPP及LINE向職員查詢。6.如有任何爭議，Horizon Mobile Ltd保留優惠之
最終決定權。

(852) 3956 8635 / 3565 4825
Whatsapp: (852) 9268 0947
筲箕灣南康街17號天悅廣場1樓1059號舖
付款方式：Visa、MasterCard、銀聯信用卡
註：1. 請於使用優惠時向店員說明及以華僑永亨信用卡簽賬方可獲有關優惠。
2. 如有任何爭議，熊貓明星眼鏡保留優惠之最終決定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