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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期：2011.3.1 — 2011.4.10 (以取餅日計) 詳情請向美心西餅查詢：2743 3311

美心mini系列78折
用MANHATTAN信用卡可以優惠價HK$68 (原價HK$88) 選購美心mini系列，4款口味，份量剛剛好， 

最 2-4人齊齊分享 !

芒果脆脆mini
美心首創皇牌之選

石板街mini
濃厚黑朱古力加上榛子、
棉花糖及脆珠

法國千層mini
經典法式蛋糕選用 
優質Valrhona朱古力

藍莓芝士mini
澳洲忌廉芝士焗製 

滿佈粒粒鮮藍莓

MANHATTAN信用卡全年生活消閒優惠
MANHATTAN Credit Card Year-round  
Lifestyle Offers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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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你選擇不接收本行發出的任何宣傳推廣資料，請以書面提供 
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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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hattan Card -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轄下部門
Manhattan Card - a division of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Hong Kong) Limited

www.manhattancard.com

一般條款及細則︰

1. 客戶必須以MANHATTAN信用卡或MANHATTAN聯營卡 
簽賬，方可享有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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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圖片、產品資料及價格只供參考。

4. 優惠產品數量有限，售/送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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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優惠及修訂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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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visit www.manhattancard.com for details.

To be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he contents are only 
printed in Chinese. If you would like to get an English copy, 
please call 2881 0888 or visit www.manhattancard.com. We 
apologize for any inconvenience caused and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support.

澳門全年優惠旅遊及消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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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戲院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只適用於星期一至星期五，不適用於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2 .不適用於網上/電話訂票。3. 不適用於3D電影、與片主有特別

協議之電影及不適用於所有IMAX影院、UA太古城中心之Director’s Club及UA iSQUARE之鳳凰影院。4. 折後最低票價為HK$35。 

5. 娛藝院線有限公司保留隨時更改參與戲院之決定權，而不作另行通知。

莎莎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不可與Sa Sa VIP咭、優惠券及其他優惠一併使用。2. 只適用於全線香港及澳門分店。

SK-II概念店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數量有限，送完即止。2. 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3. SK-II保留更改服務細則之權利，恕不作通知。4. Pitera®重組護理及SK-II

概念店獨家引入的BIS皮膚測試，敬請預約。5. Pitera®重組護理不能於購買當日使用。

SK-II BeautiQue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必須電話預約。2. 只適用於新客戶。3. 不可與其他優惠及現金套票同時使用。

MANHATTAN信用卡全年折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除特別註明外，優惠期至2011年12月31日。2. 客戶必須於結賬前/點菜前(如享用飲食優惠)/訂房時(如享用酒店住宿優惠)出示

MANHATTAN信用卡或MANHATTAN聯營卡(「MANHATTAN信用卡」)，並以MANHATTAN信用卡簽賬，方可享有優惠。3. 客戶必

須於報名時(如享用旅遊優惠)出示MANHATTAN信用卡，並以MANHATTAN信用卡簽賬，方可享有優惠，出發後恕不受理。4. 除特

別註明外，優惠只適用於有關商戶之香港分店。5. 享用美容/健康/頭髮護理服務/瑜珈優惠必須預約，並須視乎有關服務之供應情況

而定。6. 享用酒店住宿優惠必須預訂，並須視乎有關商戶之房間供應及酒店入住情況而定。於登記入住時，請先出示MANHATTAN

信用卡。7. 除特別註明外，飲食優惠不適用於外賣、套餐、特價菜式、私人派對、宴會酒席、到會服務、歡樂時光時段、茶芥及加一

服務費。8. 除特別註明外，酒店住宿優惠不包括任何當時適用之服務費及政府稅；亦不適用於租用宴會廳、會議室及長期租賃。 

9. 優惠不適用於公眾假期、公眾假期前夕、節日、節日前夕及指定日期，詳情請致電有關商戶查詢。10. 除特別註明外，優惠只適用

於正價貨品/菜式，而不適用於公價、特價、寄售、推廣、節日及指定貨品/服務。11. 除特別註明外，贈品數量/免費服務/免費菜式名

額/數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位客戶只限獲享該優惠乙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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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個別優惠附有由商戶訂定之額外條款及細則，詳情請致電有關商戶查詢。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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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如參與商戶停止營業，有關優惠將會停止。

更多旅遊及消閒優惠

快圖美
•	 沖晒、數碼影像及專業 

沖晒服務9折

– 只適用於香港快圖美分店

– 優惠以正價計算

雅蘭床褥
•	 額外95折

•	 惠顧床褥送贈品

– 不適用於9001及熊仔 
系列

南北行參茸葯材有限公司
•	 印尼燕窩正價75折

•	 惠顧滿HK$2,500 (折扣後
金額) 送HK$100現金券 
1張

– 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OTO
•	 正價貨品9折

SINOMAX
•	 正價貨品額外95折

– 只適用於專門店 2549 4611 
全線分店

 2796 0918 
全線分店

 2723 9932 
全線分店

1010
•	淨手機95折

•	手機配件9折

– 優惠只適用於購買正價
手機產品 
(Apple iPhone 除外 )

– 手機配件優惠不適用於
Apple產品及Element 
Case

 2988 1010

 8228 8832 
全線分店

 3189 1648 
全線分店

 2206 3388 
全線分店

 2742 9811 
全線分店

專業旅運
•	 惠顧指定機票及酒店自由行

產品滿HK$2,500或以上享
HK$100現金折扣

MCL院線
•	 正價戲票8折

 2418 8841
全線分店

The Grand
•	 正價戲票及3D電影戲票8折

•	 購買每4張戲票即可獲贈 
爆谷1客

•	 The Grand 優先購票*

•	 The Grand 附設餐廳野姜正
價餐牌9折

 2196 8170 
圓方

UA戲院
•	 正價戲票9折

裕華國貨
•	 9折

– 不適用於公價、特價貨品、
食品部、超市及合作專櫃

 3516 8811
全線分店

 3511 2222
全線分店

* 只適用於MANHATTAN白金及Titanium信用卡。

通利琴行
•	 惠顧指定鋼琴、 

電子琴或數碼鋼琴滿 
淨價HK$30,000或以上 
享HK$500現金折扣

•	 音樂書籍9折

•	 首次報讀Club Keyboard
流行數碼鋼琴速成班， 
並1次過繳交12堂學費， 
即可節省HK$100及豁免
繳交HK$30登記費

– 優惠2不適用於特價及 
指定貨品

美心西餅推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推廣期由2011年3月1日至4月10日(以取餅日計)。2. 客戶須以MANHATTAN信用卡或MANHATTAN聯營卡(「適用信用卡」)簽賬，並於
訂購mini系列時以全數支付款項方可以優惠價HK$68購買美心mini系列(原價HK$88)。3. 除特別註明外，優惠不可與任何其他推廣優
惠、折扣、美心西餅禮餅券、美心嫁囍禮餅咭、美心西餅Party Card或現金券同時使用。4. 此優惠不適用於購買其他美心產品。5. 美心
mini蛋糕優惠只適用於香港全線美心西餅分店及不適用於網上訂購。6. 訂購一經接納，客戶不可取消或更改訂單。7. 客戶須於指定取貨 
日期提取mini蛋糕，否則，其mini蛋糕將當作自動放棄論，而所繳付之金額將不獲退還。8. 如特殊情況需更改取貨日期，請於原定之取貨日期前
不少於36小時通知取貨分店。9. 所有相片、產品資料及價格只供參考，並以美心西餅為準，如有任何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You can enjoy a special price of HK$68 (original price: HK$88) for a Maxim’s 
mini cake with your MANHATTAN Credit Card.



兒童天地及寵物服務美容健康

 2310 6251 
全線分店

 2310 6251 
全線分店

 2797 2111 
全線分店

 2786 2832 
全線分店

 2971 2222 
全線分店

 2739 2333 
全線分店

2%
•	 正價貨品9折

– 不適用於指定貨品

MaBelle
•	 惠顧正價貨品滿

HK$1,500或以上 
享95折

– 不適用於裸粒鑽石、 
證書及品牌鑽石貨品

– 只限於單一交易

太子珠寶鐘錶公司
•	 95折及惠顧送精美 

禮品1份

– 不適用於指定貨品

時尚服飾獨家及精選優惠

CHICCO
•	正價貨品9折
– 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 

使用

荷花親子
•	申請荷花普通會籍一年

送3個月會籍
•	訂閱Pregnancy、 

Ours、Pre-school或
Parents 12期享8折，
訂閱24期享75折

– 優惠1只適用於新會員及
不適用於VIP會籍

– 以上各項優惠只限享用1次

FABLES AZ
•	正價貨品9折/指定特價

貨品95折
– 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 

使用

– 不適用於半價或以下之 
產品

 2810 7896 
全線分店

 3180 1647 
全線分店

ginger bread
•	惠顧滿折實價

HK$2,000或以上送VIP
會員

莎莎
•	 惠顧14個指定品牌# 

產品滿HK$500或以上 
享額外95折

 3571 7138 
全線分店

 2505 5023 
全線分店

童裝天地
•	惠顧正價服裝滿

HK$200或以上享9折

Skinfood
•	 惠顧滿HK$300或以上

享95折

OshKosh B’gosh
•	正價9折

SK-II BeautiQue
•	 以優惠價HK$445享用

SK-II四季之花肌護理 
(價值HK$890)

POPI
•	正價服裝85折

 2426 8168 
全線分店

 2942 6665 
全線分店

 2730 0986 
全線分店

 2573 9921 
銅鑼灣

 2741 2211 
全線分店

QQ優兒學會
•	首次報讀任何課程享

HK$100現金折扣
•	惠顧主題派對服務享

HK$500現金折扣
– 優惠1只適用於首次 

報讀QQ優兒學會課程
之客戶

– 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 
使用

 2234 6616 
全線分店

 2320 2600 
全線分店

 800 969 633 
全線SK-II概念店

 3676 1013 
跑馬地

 2789 1161 
全線分店

 2811 4522 
全線分店

 2712 6221 
全線分店

Sanrio Kids
•	正價服飾9折
– 不適用於購買禮券、 

公價及特價貨品

SK-II概念店
•	 免費體驗30-45分鐘

SK-II概念店獨家引入的
BIS皮膚測試及專業 
護膚指導，完成後更可
獲贈護膚精華10毫升及
全效活能再生素2.5克

•	 於SK-II概念店 
購買任何產品滿 
HK$2,000，即可額外獲
Pitera®重組護理1次 
(價值HK$680)

狗狗地寵物店
•	沖涼美容6折 

(原價HK$180)
– 只適用於20磅以下之 

狗隻

– 必須3日前電話預約

時代寵物美容學院
•	首次惠顧寵物美容及 

剪毛服務享7折及送 
牙齒一般護理

•	惠顧美國高級品牌
ISLE OF DOGS洗毛
及護毛系列2枝享85折

•	報讀「寵物美容理論 
及程序」(課程 
編號︰ST01H)享5折

– 必須電話預約

更多兒童天地及寵物服務優惠

更多美容健康優惠更多時尚服飾優惠

L’Oréal Paris
•	 惠顧正價貨品滿HK$150

或以上享9折

# 包括Bergman、BRTC、Caudalie、Collistar、Dr. G、Dr. Jart、Elizabeth Arden、La Colline、Methode SWISS、Negoence、NUXE、 
Suisse Programme、Swiss Balance及Transvital。

^只適用於指定分店。

GigaSports
•	 正價貨品9折

– 不適用於公價及寄售 
貨品

馬拉松
•	 正價貨品9折

– 不適用於公價及寄售 
貨品

Twist
•	 正價83折

– 不適用於指定貨品及 
減價貨品

3香港
•	購買指定3G手機上台(HK$0機價除外)

可獲HK$100折扣

•	購買指定3G手機可獲95折

– 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 優惠附帶有關條款及細則，請向3Shop
店員查詢

 3166 2222 
銷售熱線

SmarTone-Vodafone
•	購買指定智能手機/3G手機可享95折

•	購買手機配件可享9折

– 只適用於正價貨品

 2880 2688 
全線分店

屈臣氏
•	高露潔Total全效12系列單支產品9折

•	Tsubaki單支裝產品9折

•	Olay深層淨白系列產品9折

•	「營養及飲食諮詢服務」跟進計劃^9折

•	指定ESDlife健康檢查服務^45折

 2608 8383 
全線分店

豐澤
•	購買豐澤牌、輕井 或山形正價產品9折

•	購買單一正價產品滿HK$2,000即享
HK$100折扣

– 指定產品除外

– 不適用於香港機場分店

 2555 5788 
全線分店

著數優惠  全年勁賞 
MANHATTAN信用卡畀你更優質生活享受！憑卡即享全港超過2,000個消閒購物熱點 全年禮遇， 

由潮流服飾、健康及美容護理、兒童用品、寵物服務、旅遊以至消閒優惠等全面搜羅，幾時都咁驚喜！ 

更多優惠隨時送到，即上www.manhattancard.com。

MANHATTAN Credit Card brings you an array of exciting privileges all year round at over 2,000 
shopping and entertainment hot spots in town, including fashion, beauty and health, kids and 
pets, leisure and lifestyle benefits. More wonderful surprises are awaiting you, please visit  
www.manhattancard.com!

0預繳    0息分期    0機價*

月費$398，包無限數據任用、Wi-Fi、Tethering、 
3,900通話分鐘，仲送高清娛樂台！

立即上SmarTone-Vodafone出iPhone 4，體驗至穩至順 網絡同多項超卓  
獨家服務，更盡享客戶應有 尊重，唯有至強勢網絡先畀到你！

憑MANHATTAN信用卡上台出機，更可享：

●  額外4x積分獎賞*    ●  24個月免息分期*

* 優惠期至2011年4月30日。額外4倍積分獎賞只適用於 iPhone 4 預繳供款全額之簽賬。

註：以MANHATTAN信用卡簽賬，可免現金預繳。信用卡分期總金額將於信用卡之可用信用額減除。HK$0 機價
優惠只適用於 iPhone 4 (16GB) ● 以上優惠須憑指定信用卡簽賬及簽約24個月。以信用卡簽賬之機價供款為
HK$4,480 (16GB) / HK$5,280 (32GB)，將於合約期內之月費中扣減 ● 以上優惠須同時選用HK$36或以上服務組
合 ● HK$398月費計劃包括2,400基本及1,500網內通話分鐘 ● Wi-Fi及高清娛樂台於合約期內免費使用 ● 數據用
量只限手機及Tethering功能之本地使用 ● 客戶須遵守公平使用政策 ● 條款及細則適用 ● TM and © 2010 Appl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優惠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 www.manhattancar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