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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 Club 消费奖赏活动之条款及细则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 （“活动期间”） 

 

1. 适用活动 

每位参与愉景新城商业服务有限公司（“DPCSL”）举办下述第 2 条的活动（“活动”）的参

加者将被视为已阅读、理解及同意适用于活动的条款及细则。 

 

2. 活动详情 

(1) 换领 D∙PARK 港币$100 现金券 

在活动期间，任何 DP Club 会员在推广期内于 D∙PARK 愉景新城(“D∙PARK 愉景

新城”) 内的指定商户以电子货币消费，累积消费满港币$4,000 或以上（活动期间

累积二至六张消费单据）并使用 40,000 积分，即可于凭前述的合格收据向

DPCSL 换领 D∙PARK 港币$100 现金券一张。 

 

(2) 换领 D∙PARK 港币$50 现金券 

在活动期间，任何 DP Club 会员在推广期内于 D∙PARK 愉景新城内的指定商户以

电子货币消费，累积消费满港币$2,400 或以上（活动期间累积二至四张消费单

据）并使用 24,000 积分，即可于凭前述的合格收据向 DPCSL 换领 D∙PARK 港币

$50 现金券一张。 

 

上述提及之 D·PARK港币$100及$50现金券以下统称为 (“礼品”)。 

 

3. 适用于活动的特别条款及细则 

(1) 定义 

(a) 电子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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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货币”是指信用卡、易办事、八达通、Apple Pay、拍住赏或支付宝。 

 

(b) 合格收据 

 “合格收据”是指 D∙PARK 愉景新城商户于登记日就合格交易发出的机印收据

正本一张。合格收据必须清晰印有商户名称和地址、收据号码、销售之金额(每

张不可少于港币 100 元)及交易日期。参加者还须出示与合格收据相符之信用卡

或易办事的支付凭据之持卡人存根部分或八达通上的编号以核对资料。 对于现

时的 DP Club 会员，合格收据上的名字亦必须与其 DP Club 会员卡上的名字相

同。DPCSL 不接受任何影印或手写的收据。DPCSL 有权拒绝接受任何 DPCSL

怀疑是无效的、伪造的或虚假交易产生等原因的收据，且毋须作出任何解释。 

 

(c) 合格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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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 

(i) 任何低于港币$50 之单一消费； 

(ii) 与非参与商户之间的交易; 

(iii) 购买任何一种礼券（包括现金券、礼饼卡、礼饼券等）、储值卡或预付卡； 

(iv) 八达通卡、储值卡或预付卡充值； 

(v) 余数未全部支付之消费金额(如收据只是订金收据) ； 

(vi) 购买会籍； 

(vii) 购买音乐会门票、演出门票或入场券； 

(viii) 任何缴费（包括支付通讯费或水电等公用设施的费用）； 

(ix) 调换商品（但不包括任何额外的付款）； 

(x) 购买邮票； 

(xi) 通过易办事现金提款；及 

(xii) DPCSL 不时指定的其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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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指定商户 

“指定商户”是指以下 D∙PARK 愉景新城的商户： 

(i) 美容/个人护理/健康产品：759 Kawaiiland、Bioscreen Paris、BubbleBeBe 

Spa、卡莱美、余仁生、Hair Oasis、Happy Fingers、英格蜜儿、匡健药房、

万宁、足君好、Watsons Baby、美康、吗哪有机站 

(ii) 美食(食肆)：大家乐、Chef’s Stage Kitchen、会所1号愉花园、Délifrance、

尝味、牛阵、今助日本料理、麦当劳、Outback Steakhouse、必胜客、Pokka 

Café Grill Specialist、一粥面、鸟山名、梦见屋、吉野家、味千拉面、南小

馆、元气寿司、Antoshimo、Cherry Tokyo Cafe、homu by favilla、凤城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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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珠宝/配饰/眼镜：周大福、茂昌眼镜、亮视点 

(v) 家居用品及电器：雅芳婷、雅兰床褥、Ergoboss、日本城、Kids Amor、爱

皇健、maxcare、人気电器店、实惠、SimplyLife、伟明灯饰、Casabla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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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d&Style 

(vi) 儿童服饰及玩具：123… by ELLA、Biome、Chickeeduck、mides、奇趣屋、

玩具“反”斗城、United Colors of Benetton、鸡仔唛、KISSES for kids、千

叶愿、Kids Wonderland、Kingkow、Kids Motor 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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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i) 面包及零售美食：奇华饼家、圣安娜饼屋、恒香饼家、星巴克咖啡、大班面

包西饼、龙岛、良茶隅、台湾礼篮 

(ix) 超级市场/便利店：759阿信屋、优品360、HKTVmall、FRUCA 

(x) D‧PARK多元智能：旅程、课程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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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veland、诚品书店 

(xii) 服务：优衣采洗衣便利店 

(xiii) Donut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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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换领地点 

活动换领将于上午 10 时至晚上 10 时内于 D∙PARK 愉景新城二楼 DP Club 会员专

柜或 DPCSL 随时指定的其他柜台进行。 

 

(3) 换领限制 

(i) 此优惠可以与迎新优惠同时使用，但不可与 D∙PARK 愉景新城的其他推广

优惠同时使用。 

(ii) 每张合资格单据只可兑换所属礼品一次。 

(iii) 所有礼品一经兑换，恕不退换。 

 

(4) 换领礼品之来源及质量 

参加者若因该礼品而遭受任何损失，DPCSL 不会就此负上任何责任，参加者须完全

承受该礼品之所有有关风险。参加者领取礼品后，亦不得就该礼品之包装设计、质素

或用途之适合与否作出任何投诉，若该礼品有任何遗失或被窃，DPCSL 不会补发礼

品给参加者。 

(5) 图片只供参考 

礼品的图片只供参考。 

(6) 数量限制 

礼品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换完即止。 

 

(7) 使用 

礼品的使用受适用的条款及细则限制。 

 

(8) 不可兑换 

礼品不可兑换现金或其他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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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复制合格收据 

DPCSL 有权将每张提交予 DPCSL 以换领的合格收据复制成电子版本，并保留该电

子版本用于审计目的。 

 

(10) 于合格收据上做标记 

DPCSL 有权于每张提交予 DPCSL 以换领的合格收据上做标记。该等已标记的合格

收据不可再次用于活动换领或在 D∙PARK 愉景新城的其他推广活动中换领任何其他

礼品或优惠(换取 DP Club 积分除外)。 

 

(11) 取消交易 

无论任何原因，若与用于换领的合格收据相关的任何一项交易随后被取消或撤销，并

导致合格收据上的总金额不足活动换领的相应金额，参加者应当就活动换领向

DPCSL 支付相应的金额。 

 

(12) 终止活动 

DPCSL 有权随时暂停、终止或取消活动，而不作另行通知。 

 

(13) 查询 

更多推广及换领详情请向 D∙PARK 愉景新城二楼 DP Club 会员专柜职员查询。 

 

4. 适用于活动的一般条款及细则 

(1) 修改 

DPCSL 有权随时修改本条款及细则，而不作另行通知。 

 

(2)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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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款及细则的解释权归 DPCSL。如有任何争议，以 DPCSL 对相关方作出的最终

决定为准。 

 

(3) 反贿赂 

参加者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禁贿赂或者意图贿赂 DPCSL 的雇员。参加者或参加

者的雇员(如适用)不得向 DPCSL 的雇员直接或间接得赠送礼金、物品、有价证券或

其他不正当利益，以获取针对本活动的任何不正当商业利益或特殊的商业待遇，如有

违反，DPCSL 有权在无需对参加者承担任何责任下实时拒绝参加者参与本活动，并

有权要求参加者承担违约责任及赔偿 DPCSL 的损失。 

 

(4) 以英文版本为准 

本条款及细则的中文版本仅供参考，若英文版本与中文版本的规定不一致，以英文版

本为准。 

 

(5) 适用法律 

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管辖。 

 

愉景新城商业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