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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 Club 消費獎賞活動之條款及細則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 （“活動期間”） 

 

1. 適用活動 

每位參與愉景新城商業服務有限公司（“DPCSL”）舉辦下述第 2 條的活動（“活動”）的參

加者將被視為已閱讀、理解及同意適用於活動的條款及細則。 

 

2. 活動詳情 

(1) 換領 D∙PARK 港幣$100 現金券 

在活動期間，任何 DP Club 會員在推廣期內於 D∙PARK 愉景新城(“D∙PARK 愉景

新城”) 內的指定商戶以電子貨幣消費，累積消費滿港幣$4,000 或以上（活動期間

累積二至六張消費單據）並使用 40,000 積分，即可於憑前述的合格收據向

DPCSL 換領 D∙PARK 港幣$100 現金券一張。 

 

(2) 換領 D∙PARK 港幣$50 現金券 

在活動期間，任何 DP Club 會員在推廣期內於 D∙PARK 愉景新城內的指定商戶以

電子貨幣消費，累積消費滿港幣$2,400 或以上（活動期間累積二至四張消費單

據）並使用 24,000 積分，即可於憑前述的合格收據向 DPCSL 換領 D∙PARK 港幣

$50 現金券一張。 

 

上述提及之D·PARK 港幣$100及$50現金券以下統稱為 (“禮品”)。 

 

3. 適用於活動的特別條款及細則 

(1) 定義 

(a) 電子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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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貨幣”是指信用卡、易辦事、八達通、Apple Pay、拍住賞或支付寶。 

 

(b) 合格收據 

 “合格收據”是指 D∙PARK 愉景新城商戶於登記日就合格交易發出的機印收據

正本一張。合格收據必須清晰印有商戶名稱和地址、收據號碼、銷售之金額(每

張不可少於港幣 100 元)及交易日期。參加者還須出示與合格收據相符之信用卡

或易辦事的支付憑據之持卡人存根部分或八達通上的編號以核對資料。 對於現

時的 DP Club 會員，合格收據上的名字亦必須與其 DP Club 會員卡上的名字相

同。DPCSL 不接受任何影印或手寫的收據。DPCSL 有權拒絕接受任何 DPCSL

懷疑是無效的、偽造的或虛假交易產生等原因的收據，且毋須作出任何解釋。 

 

(c) 合格交易 

“合格交易”是指任何人與 D∙PARK 愉景新城的商戶的交易，但不包括以下任何

一項： 

(i) 任何低於港幣$50 之單一消費； 

(ii) 與非參與商戶之間的交易; 

(iii) 購買任何一種禮券（包括現金券、禮餅卡、禮餅券等）、儲值卡或預付卡； 

(iv) 八達通卡、儲值卡或預付卡充值； 

(v) 餘數未全部支付之消費金額(如收據只是訂金收據) ； 

(vi) 購買會籍； 

(vii) 購買音樂會門票、演出門票或入場券； 

(viii) 任何繳費（包括支付通訊費或水電等公用設施的費用）； 

(ix) 調換商品（但不包括任何額外的付款）； 

(x) 購買郵票； 

(xi) 通過易辦事現金提款；及 

(xii) DPCSL 不時指定的其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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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指定商戶 

“指定商戶”是指以下 D∙PARK 愉景新城的商戶： 

(i) 美容/個人護理/健康產品：759 Kawaiiland、Bioscreen Paris、BubbleBeBe 

Spa、卡萊美、余仁生、Hair Oasis、Happy Fingers、英格蜜兒、匡健藥房、

萬寧、足君好、Watsons Baby、美康、嗎哪有機站 

(ii) 美食(食肆)：大家樂、Chef’s Stage Kitchen、會所1號愉花園、Délifrance、

嚐味、牛陣、今助日本料理、麥當勞、Outback Steakhouse、必勝客、Pokka 

Café Grill Specialist、一粥面、鳥山名、夢見屋、吉野家、味千拉麵、南小

館、元氣壽司、Antoshimo、Cherry Tokyo Cafe、homu by favilla、鳳城

1954 

(iii) 時尚服飾：班尼路、GigaSports、H&M、Maple、Soler、Veeko、Free Running 

(iv) 珠寶/配飾/眼鏡：周大福、茂昌眼鏡、亮視點 

(v) 家居用品及電器：雅芳婷、雅蘭床褥、Ergoboss、日本城、Kids Amor、愛

皇健、maxcare、人気電器店、實惠、SimplyLife、偉明燈飾、Casablanca、

at∙home、NOME、Morris、Bruno、YOURS LIFE CONCEPT STORE、

Food&Style 

(vi) 兒童服飾及玩具：123… by ELLA、Biome、Chickeeduck、mides、奇趣屋、

玩具“反”鬥城、United Colors of Benetton、雞仔嘜、KISSES for kids、千

葉願、Kids Wonderland、Kingkow、Kids Motor Car 

(vii) 鞋履/手袋：Clarks Outlet、K-Swiss、Palladium、IN-WAY 

(viii) 麵包及零售美食：奇華餅家、聖安娜餅屋、恆香餅家、星巴克咖啡、大班麵

包西餅、龍島、良茶隅、台灣禮籃 

(ix) 超級市場/便利店：759阿信屋、優品360、HKTVmall、FRUCA 

(x) D‧PARK多元智能：旅程、課程及活動 

(xi) 娛樂：Candy Park by Cinema City、Play House Play Cafe、HTC 

Viveland、誠品書店 

(xii) 服務：優衣采洗衣便利店 

(xiii) Donut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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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換領地點 

活動換領將於上午 10 時至晚上 10 時內於 D∙PARK 愉景新城二樓 DP Club 會員專

櫃或 DPCSL 隨時指定的其他櫃檯進行。 

 

(3) 換領限制 

(i) 此優惠可以與迎新優惠同時使用，但不可與 D∙PARK 愉景新城的其他推廣

優惠同時使用。 

(ii) 每張合資格單據只可兌換所屬禮品一次。 

(iii) 所有禮品一經兌換，恕不退換。 

 

(4) 換領禮品之來源及品質 

參加者若因該禮品而遭受任何損失，DPCSL 不會就此負上任何責任，參加者須完全

承受該禮品之所有有關風險。參加者領取禮品後，亦不得就該禮品之包裝設計、質素

或用途之適合與否作出任何投訴，若該禮品有任何遺失或被竊，DPCSL 不會補發禮

品給參加者。 

(5) 圖片只供參考 

禮品的圖片只供參考。 

(6) 數量限制 

禮品的數量有限，先到先得，換完即止。 

 

(7) 使用 

禮品的使用受適用的條款及細則限制。 

 

(8) 不可兌換 

禮品不可兌換現金或其他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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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複製合格收據 

DPCSL 有權將每張提交予 DPCSL 以換領的合格收據複製成電子版本，並保留該電

子版本用於審計目的。 

 

(10) 於合格收據上做標記 

DPCSL 有權於每張提交予 DPCSL 以換領的合格收據上做標記。該等已標記的合格

收據不可再次用於活動換領或在 D∙PARK 愉景新城的其他推廣活動中換領任何其他

禮品或優惠(換取 DP Club 積分除外)。 

 

(11) 取消交易 

無論任何原因，若與用於換領的合格收據相關的任何一項交易隨後被取消或撤銷，並

導致合格收據上的總金額不足活動換領的相應金額，參加者應當就活動換領向

DPCSL 支付相應的金額。 

 

(12) 終止活動 

DPCSL 有權隨時暫停、終止或取消活動，而不作另行通知。 

 

(13) 查詢 

更多推廣及換領詳情請向 D∙PARK 愉景新城二樓 DP Club 會員專櫃職員查詢。 

 

4. 適用於活動的一般條款及細則 

(1) 修改 

DPCSL 有權隨時修改本條款及細則，而不作另行通知。 

 

(2)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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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款及細則的解釋權歸 DPCSL。如有任何爭議，以 DPCSL 對相關方作出的最終

決定為準。 

 

(3) 反賄賂 

參加者應嚴格遵守法律法規，嚴禁賄賂或者意圖賄賂 DPCSL 的僱員。參加者或參加

者的僱員(如適用)不得向 DPCSL 的僱員直接或間接得贈送禮金、物品、有價證券或

其他不正當利益，以獲取針對本活動的任何不正當商業利益或特殊的商業待遇，如有

違反，DPCSL 有權在無需對參加者承擔任何責任下即時拒絕參加者參與本活動，並

有權要求參加者承擔違約責任及賠償 DPCSL 的損失。 

 

(4) 以英文版本為準 

本條款及細則的中文版本僅供參考，若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的規定不一致，以英文版

本為準。 

 

(5) 適用法律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 

 

愉景新城商業服務有限公司於 2020 年 1 月 1 日刊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