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日盡精彩 Enjoy up to HK$1,500 cash rebate and enter a lucky draw to win HK$5,000 cash 
voucher at FORTRESS.  Please visit standardchartered.com.hk for details. 日日新姿采 Pamper yourself with special offers for Aveda hair and skincare products, as well as free sample and cosmetic product benefits of shu uemura.  Please visit standardchartered.com.hk for details.日日賺不停 Enjoy up to 15% cash rebate at Watsons with your Standard Chartered Credit Card. 

Please visit standardchartered.com.hk for details.

Standard Chartered Credit Card
Rewards You Everyday, Everywhere

盡享one2free全新智能手機
及上台HK$0機價優惠

一般條款及細則：1. 客戶必須以渣打信用卡、渣打聯營卡或渣打American Express®卡簽賬，方可享有優惠。渣打銀聯雙幣白金信用卡客戶只可
於接受該卡簽賬之商戶享有優惠。2. 除特別註明外，優惠或折扣不可兌換現金及不可轉讓，亦不可與其他優惠、折扣或現金券同時使用。3. 優
惠視乎材料/食物供應而定，售完即止。4. 所有相片及產品資料只供參考。5. 個別優惠附有額外條款及細則，詳情請向有關商戶查詢。6. 客戶明
白及接納所有產品/服務並非由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所提供。因此，有關各項產品/服務的各方面(包括但不只限於質素及供應量)，本
行理應毋須負上任何法律責任。7. 本行及有關商戶保留隨時更改或終止優惠以及修訂所有條款及細則之權利，如有任何爭議，本行及有關商戶
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The offers are subject to relevant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standardchartered.com.hk.
To be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he contents are only printed in Chinese. If you would like to get an English copy, please call 2886 4111 
or visit www.standardchartered.com.hk. We apologize for any inconvenience caused and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support.

您可隨時免費選擇不接收本行日後發出的任何宣傳推廣資料。如您選擇不接收本行發出的任何宣傳推廣資料，請以書面提供您的(1)姓名及(2)賬戶號
碼或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予本行，並郵寄至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香港中央郵政信箱21號或到本行任何一間分行辦理(僅適用於個人客戶)。
You may, at any time and without charge, choose not to receive any of our future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If you choose not to receive any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from the Bank, please write to us and provide your (1) name and (2) account number or HKID / passport number by mail 
to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Hong Kong) Limited, GPO Box 21, Hong Kong or visit any of our branches (applicable to personal customers only).

由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刊發

Aveda精選天然草本護髮及護膚優惠
由即日起至2012年11月15日，憑卡可於Aveda尊享一連串精選天然草本護髮及護膚優惠。

植村秀精選美肌禮遇
由即日起至2012年10月31日，憑卡尊享植村秀獨家精選美肌禮遇，讓您展現年輕光感肌！

■
 因頭髮折斷引致的掉髮，經12個星期臨床測試結果。 ▲適用於髮型師級別及不可指定髮型師。  △適用於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Aveda顧客服務熱線：2737 3026

Aveda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優惠期由即日起至2012年11月15日。每人只限享用優惠乙次。2. 出示渣打信用卡或渣打聯營卡(「渣打信用卡」)，並以渣打信用卡簽賬，方可享有
優惠。3. 所有優惠敬請預約。4. 除特別註明外，優惠只適用於有關商戶之香港分店。5. 優惠不可兌換現金或與其他推廣優惠、折扣或優惠券同時使
用。6. 個別優惠附有額外條款及細則，詳情請致電有關商戶查詢。7. 優惠須視乎供應情況而定，先到先得，送/售完即止。如有任何更改，將以惠顧時
之優惠詳情為準。8. 如參與商戶停止營業，有關優惠將會停止。9. 客戶明白及接納所有產品及服務並非由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所提供。
因此，有關各項產品及服務的各方面(包括但不只限於質素及供應量)，本行理應毋須負上任何法律責任。10. 如有任何爭議，客戶必須提供有關之交
易單據及信用卡簽賬存根正本以便本行作進一步調查。11. 本行及有關商戶保留隨時更改或終止優惠以及修訂所有條款及細則之權利。如有任何爭
議，本行及有關商戶將保留最終決定權。12. 如中英文條款有所差異，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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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享用頭髮密度及 
頭皮健康分析
結合invatiTM防掉髮系列，有效減少掉髮高達33％■

免費獲贈全新光感新肌精華及絲滑貼膚粉

底液試用裝各乙份^。

以優惠價HK$440尊享全新光感立體美妝

指導連修眉服務* (價值HK$1,130)。

^貨品數量有限，每人限送一份，送完即止。 +優惠只適用於新會員。 * 敬請預約。 成功預約可於繳付預約費用後獲贈皇牌 

潔顏油20ml^。預約費用可全數換購正價貨品。

+購 買 全 新 T S U Y A 光 感 新 肌 精 華 即 可 

免費成為植村秀時尚會員，並獲贈紅萃 

能量活肌面膜乙片、櫻花細緻毛孔潔顏油

20ml及日式美藝概覽^ (價值HK$130)。

以尊享價體驗絢麗髮色套裝
HK$1,250  (價值HK$2,220)

蘊含高達99％天然植物成份，染髮同時修護， 
締造個人髮色。

套裝包括：
Aveda 專業染髮服務 (連洗吹)▲△

Aveda 鎖色洗髮水250ml
Aveda 鎖色護髮素200ml
Aveda 鎖色護色修護乳100ml

以尊享價體驗Aveda 
個人調配面部護理乙次△

HK$600  (價值HK$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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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澤購物禮遇
由即日起至2012年9月30日，憑卡於豐澤簽賬可獲高達HK$1,500現金回贈及

參加抽獎，贏取 Priceline® HK$5,000旅遊禮券！除此之外，更可享逾100款

精選電器低至5折及長達24個月免息分期優惠。

單一簽賬滿以下指定金額，可獲高達HK$1,500 

現金回贈：

高達HK$1,500 
現金回贈 逾100款精選電器低至5折

參加抽獎，每星期贏取
Priceline® HK$5,000 
旅遊禮券

長達24個月免息分期

單一簽賬滿

HK$2,000 - 3,999 

HK$4,000 - 6,999

HK$7,000 - 9,999

HK$10,000 或以上

現金回贈

HK$50

HK$100
HK$500

HK$200

HK$500

每月最高 
現金回贈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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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立即致電 1836 369 或登入  登記現金回贈及參加抽獎。

以上所有優惠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向有關商戶店員查詢。

植村秀優惠之條款及細則：優惠期至2012年10月31日。所有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優惠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向店員查詢。 
如有任何爭議，植村秀保留最終決議權。

#包括本地及海外零售簽賬、網上購物、現金透支及免息分期付款計劃已誌賬之每月供款。

由即日起至10月31日，憑渣打信用卡於屈臣氏單一購物滿HK$400或以上，可獲享高達15%現金回贈，於整個 

推廣期內，每個信用卡賬戶最高可獲享HK$360現金回贈。

客戶須每月累積簽賬滿HK$5,500，方可根據下列簽賬日獲享指定百分率之現金回贈：

盡享屈臣氏高達15%現金回贈

屈臣氏高達15%現金回贈推廣計劃之主要條款及細則：
1. 客戶須以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發行之信用卡，包括渣打信用卡、渣打聯營卡及渣打American Express®卡(不包括渣打JOS Visa商務
白金卡及渣打公司卡)(「適用信用卡」)簽賬方可享有優惠。2. 客戶須於2012年8月1日至2012年10月31日(「推廣期」)致電登記熱線1836 369或登入 
standardchartered.com.hk登記其適用信用卡賬戶號碼，方可獲享現金回贈。3. 客戶須於推廣期內以適用信用卡於屈臣氏香港分店單一簽賬滿HK$400
或以上(「合資格單一簽賬」)方可獲享現金回贈。優惠不適用於購買初生嬰兒奶粉。其他交易包括但不只限於繳付電話費、購買電話卡/儲值卡的交易、
八達通增值服務、於屈臣氏酒窖及任何海外分店(所有中國內地及澳門分店)之簽賬、沒有簽賬存根之交易及其他未經許可之簽賬均不適用於此推廣 
計劃。所有取消、退款、偽造或未誌賬的交易，均不會計算在簽賬金額內。4. 客戶於推廣期內以適用信用卡作現金透支或零售購物簽賬，每月累積簽賬
滿HK$5,500方可根據指定的簽賬日獲享指定百分率之現金回贈(「現金回贈」)。現金回贈將以合資格單一簽賬金額乘以指定之現金回贈百分率計算， 
並以現金回贈方式存入適用信用卡賬戶內。每個賬戶每月最高可獲享HK$120現金回贈，於整個推廣期內最多可獲HK$360現金回贈。適用信用卡主卡 
及附屬卡之簽賬將會合併計算。5. 現金回贈將於2012年12月31日或之前存入客戶之有關適用信用卡賬戶並顯示於信用卡月結單上。6. 優惠須受有關 
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standardchartered.com.hk。

   星期一至四 6％ 
 HK$5,500或以上 HK$400或以上   

   星期五至日 15％

 每月累積簽賬金額#

 單一簽賬金額 簽賬日 指定百分率之現金回贈 最高現金回贈金額

於屈臣氏簽賬

每月HK$120

整個推廣期HK$360

簡易登記步驟：

致電 1836 369 輸入適用信用卡賬戶號碼及手提電話號碼，或

登入  輸入適用信用卡賬戶號碼及手提電話號碼

LG 42LM3400

42吋Cinema 3D  
全高清液晶體IDTV
優惠價：HK$6,990 
(原價HK$9,990)

OLYMPUS VG150

1200萬像素數碼相機
優惠價：HK$760 
(原價 HK$1,090)

PHILIPS CD2751SGD

室內無線電話
優惠價：HK$275 
(原價HK$579)

FORTRESS FWAC08F11

3/4匹淨冷型窗口式冷氣機
優惠價：HK$1,705 
(原價HK$1,938)



日日賞不停 Shop and dine at over 500 outlets in Harbour City to enjoy up to 10% cash coupon rebate and entries to our “Pampering Prize” lucky draw to win the irresistible grand prize — a brand new NiSSAN JuKE worth HK$243,800! Please visit standardchartered.com.hk for details.日日盡精彩 Enjoy 1-month fee waiver, HK$0 handset price and 5% off on standalone handset at one2free! Please visit standardchartered.com.hk for details.

尚有更多月費計劃及手機上台優惠以供選擇，所有優惠附帶有關條款及細則，詳情未能盡錄，請親臨one2free專門店查詢。

▲所有服務計劃之用量由所有SIM卡及數據SIM卡(如適用)共享。

■ 本地流動數據用量由所有SIM卡共享。
^ 優惠期至2012年9月13日。其後優惠折扣為HK$3,000，優惠期至2012年10月31日。

▽不適用於iPhone產品。   #不適用於Apple產品及指定配件。 *  海港城「即賞高達10%現金券回贈」以單一簽賬HK$500計算，送HK$50指定現金券(只限agnès b. DÉLICES/Crabtree & Evelyn/GigaSports 

現金券)作為回贈之例子。

註： 必須出示渣打信用卡及海港城商戶簽賬存根及單據正本，並須於簽賬日起計算之7日內到禮品換領處換領現金券。客戶同一合資格信用卡，每日可

最多換領3次(以簽賬日計算)。

即賞高達10%現金券回贈* 海港城超過100間商戶優惠低至7折：優惠4
飲食商戶：

購物商戶：

• 全年優惠價HK$88享用 
 椰汁燕窩 (1兩)

 2613 9800

• 全年晚膳主餐牌9折
• 精選2人套餐7折

 2175 0203

• 全年優惠價HK$188 
 享用蟹肉炒桂花翅

 2613 9889

• 全年主餐牌9折優惠
 2730 3508

• 全年主餐牌9折優惠
 2730 7900

• 惠顧滿HK$400即送 
 Greyhound脆炸單骨雞翼

 2383 6600

• 正價貨品9折

註︰所有優惠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所約束，詳情請瀏覽standardchartered.com.hk或向有關商戶查詢。除特別註明外，優惠期至2012年 
10月31日及只適用於海港城之分店。

one2free連串精選優惠
由即日起至2012年10月31日，憑卡於one2free簽賬可享連串精選優惠，包括購買手機上台豁免1個月月費、上台HK$0機價、不同服務計劃的折扣優惠及淨手機95折，不容錯過！

海港城逾500間商戶簽賬多重獎賞
由即日起至2012年10月31日，憑卡於海港城簽賬滿指定金額，即可到渣打信用卡禮品換領處換領現金券或參加抽獎。

「多機共享」服務計劃流動裝置高達HK$3,700折扣最新型號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上台優惠低至HK$0機價# 

及指定型號手機可額外豁免1個月月費◆

攜機上台豁免1個月月費
攜機上台並選用HK$237樂無憂服務計劃及簽署最短合約期24個月，可豁免1個月月費。

「齊齊分」服務計劃流動裝置高達HK$5,200折扣

淨手機及指定手機配件優惠
• 淨手機95折▽   • 淨手機配件8折#

優惠優惠

優惠

優惠

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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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ung  
GALAxY SIII
原價HK$5,598

Samsung  
GALAxY Note 10.1
原價HK$4,998

Samsung  
GALAxY Note LTE
原價HK$4,998

Sony 
xperiaTM acro S
原價HK$4,598

HTC OnexL 

原價HK$5,698

Samsung  
GALAxY SII LTE
原價HK$4,998

 月費 HK$387 HK$487

 SIM卡數量 3 5

 本地流動數據用量■ 10GB 20GB

 流動裝置折扣 HK$2,000 HK$3,700^

 月費 HK$467 HK$567 HK$667

 SIM卡數量  4

 本地流動數據用量▲ 5GB 15GB 25GB

 流動裝置折扣 HK$3,200 HK$4,200 HK$5,200

Samsung 
GALAxY SIII
特別優惠

可享額外豁免
24個月增值 
服務^

送Samsung 
原廠保護套 
(價值HK$198)

#HK$0機價優惠只適用於選用指定服務計劃。  ◆豁免月費優惠不適用於Samsung GALAXY Note LTE。   ^額外豁免24個月增值服務推廣期至2012年9月30日。

尚有其他精彩優惠，詳情即上  

one2free優惠之條款及細則：1. 推廣期由2012年9月5日至10月31日(「推廣期」)，包括首尾兩天。2. 如要享有優惠，客戶必須 i) 以合資格信用卡簽賬全數繳付及以自動轉賬方式繳付one2free服務費用及其他收費予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CSL」)；ii) 選用指定之one2free服務計劃並簽署合約為期最短24
個月及同時選用指定之增值服務並簽署合約為期最短6至24個月﹔iii) 除特別註明外，另須繳付每月HK$12之流動通訊服務牌照及行政費予CSL及 iv) 以合資格信用卡上的姓名登記選用指定之one2free服務計劃，方可獲享優惠。3. 客戶最多可選用三個服務計劃，而每個服務計劃申請只可獲享其中一項優惠一
次。4. CSL或會要求持卡人預繳服務費用，預繳金額將於最短合約期內分期回贈至持卡人之one2free賬戶內。5. 優惠及免費贈品只適用於選購指定型號的手機/裝置及配件。優惠產品及免費贈品數量有限，售完即止。6. 買機上台並選用HK$267或HK$419樂無憂服務計劃及指定之增值服務服務計劃並簽署
最短合約期24個月，可享1個月月費豁免。1個月月費豁免將於第13個月回贈至持卡人的one2free賬戶內，惟持卡人的服務計劃必須仍然生效。月費回贈將相等於持卡人首次選用的服務計劃的月費。7. 攜機上台並選用HK$237樂無憂服務計劃並簽署最短合約期24個月，可享1個月月費豁免。1個月月費豁免將於
第13個月回贈至持卡人的one2free賬戶內，惟持卡人的服務計劃必須仍然生效。月費回贈將相等於持卡人首次選用的服務計劃的月費。8. 選用「多機共享」及「齊齊分」指定服務計劃並簽署最短合約期24個月，可享額外流動裝置折扣。流動裝置折扣只可使用一次及須申請服務計劃時即時使用。流動裝置折扣
只適用於指定流動裝置，其原價總值須等同或多於流動裝置折扣金額。流動裝置折扣金額包括預繳及即時折扣，預繳金額將於最短合約期內分期回贈至持卡人之one2free賬戶內。此流動裝置折扣不能與其他折扣、推廣或優惠同時使用。9. 免息分期付款只適用於單一簽賬金額為HK$1,000或以上，並受本行
「信用卡分期付款計劃持卡人協議」之條款及細則約束。10. 除特別註明外，此優惠不能與其他折扣、推廣或優惠同時使用。有關價格只供參考並可隨時更改而不作另行通知。11. 本條款及細則受CSL流動通訊服務協議及有關供應商的條款及細則約束。12. 本行及CSL有權隨時更改或終止優惠或本條款及
細則而不作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爭議，本行及CSL保留最終決定權。

「寵愛大禮」贏取名車1部優惠優惠 21

渣打信用卡禮品換領處：海港城海洋中心2階 (近FACES；中午12時至晚上10時)

免費泊車優惠
由即日起至10月31日，憑卡於海港城單一簽賬滿HK$500，即送額外1小時免費泊車優惠券。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優惠券使用期至2012年10月31日。

優惠3

全新

全新 單一簽賬金額 選擇以下現金券回贈

HK$500-HK$1,499

HK$1,500-HK$19,999

HK$50

HK$20,000或以上 
(最多2張同日之簽賬存根)

以上三款現金券

或
HK$100 / HK$150

抽獎有機會贏取：

HK$500 / HK$2,000
抽獎有機會贏取：

此外，憑卡簽賬滿HK$1,500或以上，更可參加額外抽獎，有機會贏取每小時「寵愛大禮」及登記參加大抽獎贏取 

名車，驚喜不絕！

JUKE破格SUV名車1部 (價值HK$243,800)

酒店住宿及樂園門票

渣打Visa卡尊享禮品：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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