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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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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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院消費日日50%回贈」推廣計劃之條款及細則：
1. 推廣期由2012年7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推廣期」)。2. 客戶於推廣期登入www.manhattancard.com，登記適用信用卡戶口(定義見 
下列條款3)，登記當日之月份至2012年12月31日之合資格戲院消費(定義見下列條款7及8)方可獲50%現金回贈。如客戶於2012年6月30日或
以前已成功登記(推廣期由2012年1月16日至2012年6月30日之「戲院消費日日50%回贈」推廣計劃)，則無須再次登記此推廣計劃。3. 客戶須
以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發行之MANHATTAN Platinum信用卡(「適用信用卡」)簽賬方可享有優惠。4. 每張適用信用卡只須登記
一次。如該信用卡進行多於一次登記，獲本行確認的第一次登記紀錄將會被採用。成功登記之客戶於完成登記時將獲發一個參考編號。5. 客戶
於推廣期內以適用信用卡作合資格零售簽賬或現金透支(定義見下列條款7)，於一個月內(定義見下列條款6)簽賬滿HK$2,500或以上，該月內 
所作之合資格戲院消費方可獲50%現金回贈。客戶之適用信用卡賬戶於每月最多可獲HK$200戲院消費回贈。6. 一個月內指每月之首日至 
同月之尾日，並不根據月結單之截數日計算。7. 合資格之零售簽賬或現金透支包括於推廣期內已誌賬之「MANHATTAN免息分期計劃」之每月
供款、已誌賬之本地及海外簽賬交易、網上購物及現金透支(以顯示於月結單上交易日期計算)。其他交易均不適用於此推廣計劃，包括但不只
限於郵購、電話購物、自動轉賬、繳交公共事務費用、保費、八達通自動增值、手續費、年費、逾期費用、超額費用、利息/財務費用、結餘轉賬
之金額及利息、 MANHATTAN信用額自由使」計劃之金額及利息/手續費、「MANHATTAN免息分期」或「MANHATTAN乜都得分期」計劃
之供款及利息/手續費、網上繳款、兌換籌碼及繳稅金額。所有未誌賬/取消/退款/偽造/未經許可的交易均不適用於此推廣計劃。8. 合資格戲院
消費包括以適用信用卡於推廣期內(顯示於月結單上之交易日期計算)於本地所有戲院院線所作之戲院消費(包括網上購票)。其他戲院消費交易
均不適用於此推廣計劃，包括但不只限於海外戲票簽賬或其他由本行或根據Visa國際組織/MasterCard Asia/Pacific (Hong Kong) Limited
之商戶編號不時界定為非戲院商戶及其他未經許可之簽賬。9. 有關簽賬及適用信用卡戶口獲本行核實後及確認為合資格之交易，獲贈之現金
回贈將於適用信用卡所作之戲院消費交易日起三個月內，自動存入信用卡戶口並顯示於月結單上。10. 有關之適用信用卡賬戶必須於獲取現金
回贈時仍為有效以及信用狀況良好，方可享有關現金回贈；否則，本行有權取消有關現金回贈。11. 本行將經電腦核實客戶之信用卡交易紀錄，
以確定客戶於此推廣計劃可獲享之現金回贈。若簽賬存根印載的資料與本行存檔紀錄不符，將以本行存檔紀錄為準。12. 如客戶於獲取現金 
回贈後取消用作計算此推廣計劃的任何有關簽賬，本行有權從客戶之適用信用卡賬戶內扣除客戶所獲享之現金回贈相等價值的行政費用，而毋須
另行通知。

星巴克咖啡升級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優惠只適用於由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發行之MANHATTAN Platinum/MANHATTAN Titanium/MANHATTAN Gold/ 
MANHATTAN Classic信用卡持有人(「適用信用卡」)，優惠期至2012年12月31日。2. 客戶須憑適用信用卡於星巴克咖啡簽賬購買任何杯裝 
手調飲品（冷/熱飲），可尊享升級：由中(12安士)至大/大(16安士)至特大(20安士)杯裝(樽裝飲品除外)。3. 此優惠只適用於香港之星巴克 
咖啡分店。4. 此優惠只適用於手調咖啡飲品包括滴濾咖啡、特濃咖啡飲品、星冰樂®、泰舒®茶、鮮奶茶、冰搖茶、朱古力及熱鮮奶。5. 此優惠 
不適用於樽裝飲品包括樽裝水、果汁及樽裝星冰樂®。6. 優惠不能兌換現金及不能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一般條款及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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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HATTAN信用卡及MANHATTAN聯營卡(「適用信用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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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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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有相片及產品資料只供參考。5. 參與商戶所提供之優惠可能 
須受其有關條款及細則所限，詳情請向參與商戶查詢。6. 客戶明白及接納所有產品/服務並非由本行所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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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中英文條款有所差異，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名店坊、食街及 隆中心食肆全年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除特別註明外，優惠期由2011年11月10日至2012年12月31日(「優惠期」)。2. 客戶須於訂座時或點菜前出示認可信用卡，並以認可信用卡 
全數簽賬方可享優惠。3. 除特別註明外，優惠只適用於正價貨品，而不適用於公價、特價、推廣、節日及指定貨品。4. 部份優惠須視乎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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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個別優惠附有額外MANHATTAN信用卡全年折扣優惠之條款及 
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www.manhattancard.com。

海港城推廣優惠之一般條款及細則：
1. 客戶須以合資格信用卡於海港城內商戶簽賬(「合資格簽賬」)方可享有優惠。有關海港城內合資格商戶請參閱海港城印製之商場 
指南。2. 合資格簽賬不包括現金透支、郵購/傳真/電話或網上購物、購買任何現金券、禮券、現金儲值、增值服務、保險費用、繳交公共 
事務費用或其他繳費服務費。所有未誌賬/取消/退款/偽造/未經許可的交易及沒有商戶購物單據或簽賬存根正本的交易均不適用於 
此推廣計劃。3. 優惠、禮品或現金券須視乎供應情況而定，先到先得，送/售完即止。如有任何更改，將以惠顧時優惠詳情為準。

海港城「即賞高達10%現金券回贈」之條款及細則：1. 推廣期由2012年7月16日至10月31日(「推廣期」)，客戶須憑同一合資格信用卡，於 
海港城商戶簽賬滿指定金額，即可於海港城內之渣打信用卡禮品換領處換領指定現金券。2. 客戶須親自於簽賬日起計算之7日內於渣打 
信用卡禮品換領處換領現金券(須於2012年10月31日晚上10時前換領)。每張簽賬存根只可換領現金券一次。先到先得，換完即止。 
3. 海港城「即賞高達10%現金券回贈」以簽賬HK$500計算，送HK$50指定現金券作為回贈之例子。4. 每位客戶以同一合資格信用卡每日 
最多可換領3次(以簽賬日計算)。分單交易恕不接受。5. 客戶每次換領只可選擇1款現金券。6. 客戶簽賬滿HK$20,000或以上，最多可累積2
張以上同一指定信用卡之同日合資格簽賬存根，每張簽賬存根須達HK$500，方可參加抽獎。7. 客戶簽賬滿HK$1,500除可參加大抽獎贏取
現金券外，更可參加額外抽獎有機會贏取每小時「寵愛大禮」，每小時送出其中一份，如該小時內沒有得獎者中獎，該獎品將自動順延至下1
小時送出。詳情如下：i) 香港迪士尼酒店 - 國賓廳客房住宿(唯Visa卡尊享)；ii) 香港迪士尼樂園 - 樂園一日門票(唯Visa卡尊享)；iii) La Prairie - 
眼部護理；iv) L’Occitane - 橙花滋潤精露；v) OTO ﹣足感PX-1300；vi) 太子珠寶鐘錶 - 名貴腕錶；vii) 其他禮品。8. 客戶須帶備及保留完整 
機印之同日簽賬存根及海港城商戶單據正本以作核對之用，其必須清楚列明相關之合資格簽賬金額，並親自前往海港城海洋中心2階之 
換領處換領現金券(中午12時至晚上10時)。所有逾期換領將不獲受理。經塗改或複印副本之簽賬存根及單據恕不接受。9. 所有現金券須根據 
現金券上所列之條款及細則所約束。10. 本行保留最終詮釋合資格存根之權利。如有任何爭議，本行的決定將為最終決定。11. 本行將經電
腦核實客戶之信用卡交易紀錄，以確定客戶於此推廣計劃可獲享之現金券。若簽賬存根印載的資料與本行存檔紀錄不符，將以本行存檔紀錄
為準。12. 如客戶於獲取現金券後取消用作計算此推廣計劃的任何有關簽賬，本行有權從客戶之適用信用卡賬戶內扣除客戶所獲享之現金券 
相同等價值的行政費用，而無須另行通知。13. 所有現金券或禮品或須根據現金券或禮品上所列之條款及細則所約束。

海港城「寵愛大禮」終極大抽獎之條款及細則：1. 於推廣期內，客戶須於海港城商戶單一簽賬滿HK$1,500，並登入manhattancard.com登記 
其合資格信用卡及有關資料方可參加「寵愛大禮」終極大抽獎(「抽獎」)，獲得抽獎機會1次。2. 1位得獎者將獲贈NISSAN JUKE破格SUV 
名車一部(2012年7月參考價值HK$243,800)。3. 每張合資格簽賬存根只可登記1次。重複登記相同資料將不會獲得額外抽獎機會，而該重複
之登記將會被取消。4. 已登記的資料被本行核實後，並由電腦隨機抽出1位得獎者，得獎結果將於2013年1月內於manhattancard.com公佈 
及獲專人通知領獎事宜。5. 客戶有關之適用信用卡賬戶必須於獲贈禮品時仍為有效及信用狀況良好；否則，本行有權取消有關禮品。6. 客戶 
必須保留有關之簽賬存根及海港城商戶單據正本以作核對之用。如有任何爭議，客戶必須提供有關之簽賬存根及單據正本，以便本行作 
進一步調查。所有已遞交之有關文件將不獲發還。

免費泊車優惠」之條款及細則：1. 由2012年7月16日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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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券
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海港城多重優惠

^只適用於銅鑼灣食街分店                                    #優惠期至2012年9月30日                                    +優惠期至2013年3月31日

全年滋味優惠

正價貨品9折
 2895 6300

惠顧主餐牌滿HK$300送餐酒一枝 
(價值HK$250)
(不適用於情人節、公眾假期及前夕)

 2367 2710

· 星期一至四晚膳主餐牌85折#

· 星期五至日及公眾假期晚市6時後 
甜品8折#

 2701 9800

餐酒買一送一 (原價HK$45/杯) 

(不適用於金鐘分店)
 2576 1302

· 晚膳惠顧滿HK$200可享9折
· 晚膳惠顧滿HK$300 
 送合桃香蕉班戟雪糕一客

 2868 0363

· 法國星級和牛海鮮晚膳套餐5折#^

· 歡樂時光下午5時至8時惠顧可享 
 小食5折及特色飲品買一送一^+ 

 (不適用於12月23日-27日、情人節及 
 前夕、公眾假期及前夕)

 2802 1128

· 蛋糕及曲奇買四送一#

· 惠顧滿HK$120可享9折
  2577 3898

惠顧即送茅根馬蹄竹蔗水
 2398 9959

惠顧日本A3或A5和牛火鍋送清酒一枝#

(不適用於12月23日-27日、情人節及 
前夕、公眾假期及前夕)

 2895 5677



MANHATTAN信用卡於海港城內多達500間商戶送上多重獎賞，消費至驚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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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電影，愛咖啡，愛勁賞...... 更愛MANHATTAN Platinum信用卡的Live Smart生活態度！精彩優惠不斷登場，讓你一邊精明消費，一邊品味生活，發掘精彩！

2 優惠期至2012年12月31日。

每月累積零售簽賬或現金透支滿HK$2,500或以上，該月 

於全港任何戲院 之所有戲院消費均可享高達50 % 現金 

回贈1！讓你隨時隨地，日日盡情explore電影世界，生活 

樂趣隨時加倍！

全港戲院消費日日50%回贈 星巴克咖啡免費升級優惠

立即登記：www.manhattancard.com

反應熱烈，繼續加推！

優惠1：即賞高達10%現金券回贈3

1 優惠延期至2012年12月31日。客戶須於上述網址成功登記方可獲 
 現金回贈。每位客戶每月最多可獲HK$200戲院消費回贈。如客戶於 
 2012年6月30日或以前已成功登記，則無須再次登記此推廣計劃。

於全線香港星巴克分店簽賬購買任何手調

飲品，可獲享免費升級：由中(12安士)

至大(16安士)或大(16安士)至特大(20安士) 

杯裝(樽裝及罐裝飲品除外)2。

星巴克全年免費升級 

名店坊、食街及 隆中心食肆優惠

50% cASH rebATe oN cINeMA SPeNDING, free coffee uPGrADe AT STArbucKS AND More excITING offerS IN HArbour cITy — exPLore every joy of LIfe wITH your MANHATTAN PLATINuM creDIT cArD!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PLeASe See overLeAf or vISIT www.MANHATTANcArD.coM for DeTAIL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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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HATT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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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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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500 / HK$2,000

抽獎有機會贏取：

抽獎有機會贏取：

優惠2：「寵愛大禮」贏取名車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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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泊車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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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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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有其他優惠未能盡錄，請瀏覽www.manhattancard.com。

juKe破格Suv名車1部 (價值HK$243,800)

MANHATTAN Visa 
尊享禮品：

大獎：

其他：
立即登記 
掃描此Qr code或透過網站 
manhattancard.com

酒店住宿及樂園門票

©Disn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