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ood Life購物賞 Good Life簽賬賞 Good Life日日賞
Earn Asia Miles at HK$4 = 1 all year round for dining spending 
together with a wide array of exciting dining privileges with your 
Standard Chartered Asia Miles MasterCard.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sc.com/hk/amcard.

Redeem a chance with just 500 points to watch Liverpool FC home 
match. Please visit sc.com/hk/liverpoolluckydraw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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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ffers are subject to relevant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c.com/hk. To be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he contents are only printed in Chinese. If you would like to get the information in English, please call 2886 4111 or visit www.sc.com/hk for 
Standard Chartered Credit Cardholders; Call 2881 0888 or visit www.manhattancard.com for MANHATTAN Credit Card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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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ents only).

由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刊發   Issued by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Hong Kong) Limited

* 優惠期至2017年6月30日。優惠由MasterCard Asia/Pacific (Hong Kong) Limited提供，詳情請瀏覽MasterCard網頁mastercard.com.hk/world。 
# 優惠期至2016年12月31日。優惠由MasterCard Asia/Pacific (Hong Kong) Limited提供，詳情請瀏覽MasterCard網頁priceless.com。 
^ 優惠由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提供，詳情請瀏覽「亞洲萬里通」網頁asiamiles.com。註：以上所有服務/優惠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 
瀏覽sc.com/hk及參閱有關條款及細則。優惠由有關商戶提供，如對優惠有任何爭議，本行毋須負上任何責任。

*須視乎英格蘭超級聯賽之最新賽程及利物浦球會之最終決定權。註：相片只供參考。所有優惠須受詳盡版之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
sc.com/hk/liverpoolluckydraw。

「360°全面賞」網上換領平台 — 
利物浦夢想之旅大抽獎 

由即日起至2016年11月30日，您可以500積分換取「利物浦夢想之旅大抽獎」

抽獎機會一次，有機會贏取以下豐富獎品：

頭獎(得獎者1名)— 利物浦3日2夜雙人遊，包括：

 • 雙人來回經濟客位機票、酒店住宿及接送

 • 2張利物浦主場賽事Executive Box門票 

(利物浦對車路士，球賽暫定日期 : 2017年2月1日)*

 • 參觀晏菲路球場及與利物浦名宿進行足球訓練

二獎(得獎者10名)— 利物浦2016/17球星親筆簽名球衣一件

三獎(得獎者10名)— 利物浦2016/17球衣一件

立即上sc.com/hk/liverpoolluckydraw換領。• 於全線HABITU分店購買手調飲品可享買一送一優惠* • 惠 顧 主 菜 一 客 及 兒 童 餐 一 客 即 可 免 費 參 與 由
Jamie’s Italian舉辦的小童薄餅製作班#

• 於指定「亞洲萬里通」夥伴餐廳結賬時出示渣打亞洲

萬里通萬事達卡主卡，可享第二重消費獎賞HK$2= 1^

• 近400間夥伴餐廳，當中包括：

此宣傳推廣之一般條款及細則：1. 客戶必須以渣打/MANHATTAN信用卡或其聯營卡簽賬，方可享有優惠。渣打銀聯雙幣白金信用卡或渣打
WorldMiles卡客戶只可於接受該卡簽賬之商戶方可享有優惠。2. 除特別註明外，優惠或折扣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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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戶的產品/服務並非由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所提供。因此，有關商戶、其員工及其供應
商於推廣計劃提供的各項產品/服務的各方面(包括但不只限於質素、供應量、商戶的產品說明及/或其服務、虛假商品說明、不實的陳述、誤導、
遺漏、未經授權的陳述、不良營商手法或誘導)，本行理應毋須負上任何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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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有優惠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sc.com/hk。

Enjoy up to HK$3,000 coupon rewards and more exciting privileges 
at Harbour City. Please visit sc.com/hk/harbourcity for details.

貴為渣打亞洲萬里通萬事達卡客戶，您可憑卡於食肆簽賬尊享全年HK$4= 1 及一系列精選 

餐饗禮遇。

渣打亞洲萬里通萬事達卡

優惠 優惠

優惠

1 2

3

HABITU 無價香港餐飲優惠

「亞洲萬里通」夥伴餐廳獎勵

註：1. 於GAP、MARKS & SPENCER、MASSIMO DUTTI及ZARA之簽賬均不適用於此推廣。2.「高達HK$3,000現金券獎賞」根據以下例子 
計算：客戶於2016年8月份單一簽賬HK$10,000共6次，透過抽獎獲隨機分配共6次價值HK$500指定現金券，即HK$3,000現金券回贈。每次
抽獎之現金券獎賞金額包括HK$500或HK$1,000。3. 客戶單一簽賬滿HK$500至HK$1,999只可享星巴克現金券或Facesss禮券。單一簽賬滿
HK$2,000至HK$9,999，可享HK$50 Facesss禮券及抽獎贏取之現金券餘額(HK$50或HK$150，並可選擇星巴克現金券、city’super購物禮券或
Facesss禮券)。單一簽賬滿HK$10,000或以上，可享HK$250 Facesss禮券及抽獎贏取之現金券餘額(HK$250或HK$750，並可選擇星巴克現金
券、city’super購物禮券或Facesss禮券)。每位客戶以同一合資格信用卡每月最多可換領6次(以簽賬日之月份內計算)。4. 須單一簽賬滿HK$500
或以上，可享高達HK$340 Esso Synergy汽油券及額外1小時免費泊車。Esso Synergy汽油券之換領日期由2016年9月1日至11月20日。5. 有關個
別商戶優惠推廣期，請瀏覽sc.com/hk/harbourcity。6. 港威商場換領處至11月2日止。

海港城推廣之部份條款及細則：除特別註明外，推廣期由2016年7月15日至11月30日。優惠視乎供應情況而定，先到先得，送/售完即止。所有優惠須
受詳盡版之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sc.com/hk/harbourcity。

由即日起至2016年11月30日，憑卡於海港城簽賬1滿HK$500，保證有賞：

海港城購物賞

優惠

優惠

1

2

高達HK$3,000現金券獎賞2

高達HK$340 Esso Synergy 
汽油券及額外1小時免費泊車4

HK$10,000或以上

HK$2,000 - $9,999

HK$500 - $1,999

HK$500或有機會贏取HK$1,000

HK$100或有機會贏取HK$200

HK$25

現金券價值3單一簽賬金額

優惠3 精選商戶優惠低至
85折5

渣打信用卡禮品換領處：港威商場3階 或 海洋中心2階全新 香港港麗酒店
低至5折美饌禮遇

尚有更多優惠，詳情請瀏覽sc.com/hk/amcard。



Good Life美食賞 Pamper your taste buds with up to 50% discount at designated restaurants in Conrad Hong Kong. Please visit sc.com/hk/conradhk for details. Good Life旅遊賞
Enjoy luxurious accommodation and fabulous dining offers with 
up to 15% off at JW Marriott Hotel Macau and The Ritz Carlton, 
Macau. Please visit sc.com/hk for details.Good Life美食賞 Enjoy delicacies with up to 25% off at Marco Polo Hotels -  

Hong Kong. Please visit sc.com/hk for details.

香港港麗酒店低至5折獨家美饌禮遇

註：1. 網上預訂優惠只適用於推廣期內指定日子及時間，不適用於2016年11月1日；每次預訂只適用於至少2位及最多4位食客。客戶須於24小時前透過ConradDining.HungryTuesday.com揀選指定之「Hungry Tuesday」優惠作預訂並預繳全數款項，即只可於2016年10月4日至10月30日作2016年10月5日至
10月31日的預訂，及於2016年11月1日至11月29日作2016年11月2日至11月30日的預訂。2. 所有優惠並不適用於加一服務費、開瓶費、外賣、特別推廣、特別設計菜單、香煙/雪茄/煙草、特價菜式/菜單、私人聚會、到會服務、宴會、會議、婚宴、客房送餐服務、節慶食品、購票禮券、須憑票惠顧之活動、8樓週日
自助早午餐、各煙花匯演夜及餐廳需持入場券入座之日子，亦不可與卓越俱樂部、Conrad VIP卡、禮券、現金券及其他特別優惠/折扣同時使用。3. 所有優惠視乎供應情況而定，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所有優惠須受詳盡版之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sc.com/hk/conradhk。

澳門JW萬豪酒店

優惠 優惠

優惠

1 1

2

住宿套票9折

餐饗85折 優惠2

住宿套票9折

餐饗9折

澳門麗思卡爾頓酒店

澳門JW萬豪酒店優惠部份之條款及細則：1. 優惠1適用於「家庭住宿套票」及「『怡世寶水療』住宿套票」。2. 優惠1之「家庭住宿套票」適用
於2016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並須於2016年12月14日或之前預訂及於2016年9月27日至12月15日期間入住酒店房間；「『怡世寶水療』住宿
套票」適用於2016年9月26日至12月30日，並須於2016年12月29日或之前預訂及於2016年9月27日至12月30日期間入住酒店房間。3. 優惠2適
用於2016年9月26日至2017年4月30日。澳門麗思卡爾頓酒店優惠部份之條款及細則：1. 優惠1適用於「『麗思兒童原野探奇之夜』住宿套票」 
及「『怡世寶水療』住宿套票」。2.優惠1之「『麗思兒童原野探奇之夜』住宿套票」適用於2016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並須於2016年12月14日
或之前預訂及於2016年9月27日至12月15日期間入住酒店房間；「『怡世寶水療』住宿套票」適用於2016年9月26日至12月30日，並須於2016年 
12月29日或之前預訂及於2016年9月27日至12月30日期間入住酒店房間。3. 優惠2適用於2016年9月26日至2017年4月30日。註：客戶必須於預
訂網頁輸入優惠代碼SNK以享優惠1。所有優惠須受詳盡版之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及不適用日子請瀏覽sc.com/hk或向店員查詢。

馬哥孛羅酒店 — 香港

 馬哥孛羅咖啡廳 Cucina 
  2113 3912  2113 0808

add@Prince

 2113 6046

Three on Canton

 2113 7828

馬哥孛羅酒店 — 香港 優惠部份之條款及細則：1. 優惠1、2及3只適用於馬哥孛羅咖啡廳、Three on Canton及add@Prince。2. 優惠4只適
用於Cucina。3. 所有優惠不適用於渣打銀聯雙幣白金信用卡。4. 優惠期由2016年9月1日起至11月30日，並只適用於指定日子。相片只供參
考。所有優惠須受詳盡版之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sc.com/hk或向店員查詢。

自助午餐75折及 
自助晚餐8折1

下午茶自助餐75折1

(適用於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食品及飲品8折2

以優惠價HK$70購買1磅
藍莓芝士餅1

(須惠顧優惠1或2)優惠

優惠 優惠

優惠1

2 4

3

萬豪中菜廳
• 午市及晚市 

單點食品85折

麗思咖啡廳
• 午市及晚市 

單點食品9折

名廚都匯
• 午市自助餐 

85折

麗軒
• 午市及晚市 

單點食品9折

大堂酒廊
• 單點食品及 

下午茶套餐85折

麗思酒廊
• 單點食品及 

雞尾酒9折

指定訂票網站：www.marriott.com   優惠代碼：SNK 指定訂票網站：www.marriott.com   優惠代碼：SNK

優惠1 精選餐廳8折優惠
由即日起至2016年11月30日，憑卡於以下精選餐廳可享食品及自助餐8折

優惠。

由2016年10月5日至2016年11月30日，惠顧以下晚餐/歡樂時光體驗，可享獨家 

折扣1。優惠名額有限，須提前24小時於ConradDining.HungryTuesday.com

預訂，售完即止。

<期間限定> 客席澳洲名廚Luke Mangan限定菜譜只於2016年10月13日 

至23日供應，憑卡惠顧/預訂可享以下優惠。

優惠 優惠2 3網上預訂低至5折優惠 客席澳洲名廚美饌禮遇

尚有更多星級大廚獨家禮遇，密切留意sc.com/hk/conradhk。

意寧谷
 2822 8801

寶絲吧
 2822 8816

懷歐敘
 2822 8803

樂聚廊
 2822 8891

咖啡園
 2822 8890

餅店
 2521 3838

懷歐敘四道菜法式晚餐6折
以優惠價格品味一系列精緻法式美食，盡享 

秋收當造收成。

優惠價：HK$498
原價：HK$850

懷歐敘客席澳洲名廚限定菜譜8折
來自澳洲的客席名廚Luke Mangan及其星級 

團隊首度來港獻技，薈聚餐廳招牌菜式，呈獻 

澳洲當地時令海鮮及食材之美。

咖啡園池畔酒吧 - 歡樂時光體驗5折
於池畔酒吧體驗都市時尚魅力，您可尊享 

熱烘燒烤拼盤及暢飲美酒。

優惠價：HK$238
原價：HK$488

網上預訂優惠1 - 客席澳洲名廚六道菜嚐味晚餐 
8折及免費獲贈特級初榨橄欖油乙枝

預訂期：4/10 - 22/10/2016

優惠價：HK$790
原價：HK$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