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關 D∙PARK免費泊車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適用活動 

每位參與 Discovery Park Commercial Services Limited（“DPCSL”）舉辦下述第 2 條的活動

（“活動”）的參加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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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款及細則”）。 

 

       2.   活動詳情 

(1) D∙PARK免費泊車優惠 

2023 年 3 月 1 日起，憑八達通卡或信用卡進入 D∙PARK 停車場 （“停車場”） 的參

加者於 D ∙PARK 即日電子消費滿指定金額，即可享以下免費泊車優惠（“免費泊車

優惠”）:  

 

同日累積電子簽賬

金額（一至兩張合

資格收據）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日及香港公眾假

期 

                                   免費泊車時數 

港幣 100 元 1 小時 1 小時 

港幣 200 元 2 小時 2 小時 

港幣 300 元 3 小時（DP Club 會員

專享） 

3 小時（DP Club 會員專

享） 

港幣 400 元 4 小時（DP Club 會員

專享） 

/ 

港幣 500 元 5 小時（DP Club 會員

專享） 

/ 

 

                             同日電子簽賬是根據 D∙PARK 內之商戶發出不多於 2 張的合資格收據計算。每張合

資格收據金額不可少於港幣 50 元，  以 K Dollar 及/或 D·PARK 實體或電子禮                                             

券及/或商戶的實體或電子禮券消費之金額除外。如需使用兩張合資格收據，該收

據須由 2 間不同的商戶發出。 



                             如欲換領免費泊車優惠，參加者必須在合資格交易當日親臨條款 3(2)列明的        

登記地點出示進入停車場的相應八達通或信用卡和合資格收據和相應電子貨幣付款

存根登記消費 (“登記手續”)。 

             非 DP Club 會員的參加者最多可享 2 小時免費泊車優惠。DP Club 會員星期一至五 

             最多可享 5 小時免費泊車優惠；星期六、日及香港公眾假期最多可享 3 小時免費泊 

             車優惠。                                                   

             DP Club 會員於辦理登記手續時須出示其有效之電子會員卡，以核實身份才可享用                                

會員專享之免費泊車優惠。 

 

(2) 只適用於私人汽車 

免費泊車優惠只適用於根據 DPCSL 記錄駛進停車場的私人汽車，但不適用於 DPCSL  

認為一般用於商業用途的車輛（例如的士及客貨車）。 

 

(3) 超過免費泊車時限泊車費 

(a) 星期一至五 

如參加者泊車超過適用的泊車優惠時限，則須繳付每小時港幣 15 元的泊車費用。 

(b) 星期六、日及香港公眾假期 

如參加者泊車超過適用的泊車優惠時限，則須繳付每小時港幣 25 元的泊車費用。 

 

 

          3. 適用於活動的特別條款及細則 

(1) 定義 

(a) DP 商戶  

指經 DPCSL 確認或將確認的任何 D·PARK 商戶, 而會員能夠根據 DP Club 在

該商戶賺取 K 積分,、登記其支出、 獲得優惠及/或獎勵以及使用 K Dollar 

(視情況而定), 但須受 DPCSL 認為適當的適用條款及細則所規限。DP 商戶名

單可由 DPCSL 不時更改及更新，恕不事先通知。  

 

為免生疑問，DP 商戶不包括: 

 



i. 任何酒店、銀行、金融機構、證券經紀行、外幣兌換店、物業代

理、旅行社、展櫃、郵局、聯合醫務牙科中心/聯合醫務醫療中

心、停車場營運商、汽車經銷商或汽車服務中心； 

ii. 任何不出具機印收據的商戶； 

iii. 任何未經授權在 D·PARK 經營的商戶；及 

iv. 任何以短期租約形式經營的寄售店，不論其是否依附於 DP 商戶

（DPCSL 明確指定的寄售店除外）。 

 

(b) 合資格收據 

“合資格收據”是指 D∙PARK 商戶於辦理登記手續之日就合資格交易發出的機

印收據正本一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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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資格交易 

“合資格交易”是指任何人與 D∙PARK 的商戶的交易，但不包括以下任何一

項： 

(a) 任何現金消費; 

(b) 任何低於港幣 50 元之單一消費； 

(c) 與非 DP 商戶之間的交易； 

(d) 於任何 DP 商戶的網上平台進行的交易 (網上購買戲院門票及其他指

定商戶除外)； 

(e) 使用 K Dollar 及/或 D·PARK 實體或電子禮券進行的付款； 

(f) 購買禮品券或禮品卡 (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券、禮餅券或糕點券)、任

何形式的儲值卡或預付卡； 

(g) 使用節日禮券換領節日食品，例如使用月餅券換領月餅、使用稯券

換領稯子、使用糕點券換領糕點； 

(h) 為八達通卡、儲值卡或預付卡增值； 

(i) 餘數未全部支付之消費金額 (如訂金收據上顯示的已付金額)； 



(j) 珠寶會之供款； 

(k) 購買商戶的任何形式的會籍； 

(l) 購買音樂會門票、演出門票或入場券； 

(m) 任何帳單繳費（如繳付通訊或公用設施的帳單）； 

(n) 更換商品（但不包括任何額外的付款）； 

(o) 購買郵票； 

(p) 通過易辦事現金提款； 

(q) 收據上的持卡人姓名與 DP Club 會籍申請表上之姓名不相同；  

(r) 重複的收據； 

(s) 小費； 

(t) 折扣； 

(u) 使用現金券、優惠券、優惠代碼及任何其他推廣/會員計劃之奬賞/

積分/購物金額所扣除之金額； 

(v) 於任何車展或樓宇展銷會所作之任何交易；及 

(w) DPCSL 不時指定的任何其他交易。 

 

(d) 電子貨幣 

“電子貨幣” 是指信用卡、借記卡、易辦事﹑Android Pay﹑Apple Pay﹑

Samsung Pay﹑PayMe﹑WeChat Pay﹑拍住賞﹑支付寶﹑銀聯閃付的支付憑

據及八達通卡簽賬。 

 

(e) 其他條款及細則 

參加者必須嚴格遵守關於使用 停車場之所有其他條款及細則。 

 

(2) 登記時間及地點 

a) 一樓停車場繳費處 

以上登記手續可於一樓的 24 小時停車場繳費處進行。 



b) 二樓 DP Club 會員專櫃 

以上登記手續可於中午 12 時至晚上 9 時於 D∙PARK 二樓的會員專櫃進行。 

 

(3) 換領限制 

每位參加者每次到訪只可換領泊車優惠一次。 

 

(4) 複製合資格收據 

DPCSL 有權將每張提交予 DPCSL 以辦理登記手續的合資格收據複製成電子版本，並

保留該電子版本用於審計目的。 

 

(5) 於合資格收據上做標記 

DPCSL 有權於每張提交予 DPCSL 以辦理登記手續的合資格收據上做標記。已被

DPCSL 標記的合資格收據不可再次用於辦理登記手續。 

 

(6) 核實身份 

每位 DP Club 會員於辦理登記手續時須出示其有效之電子會員卡，以核實身份才可

享用會員專享之免費泊車優惠。 

 

(7) 租戶職員 

D∙PARK 租戶之職員不可享用免費泊車優惠。 

 

(8) 不可兌換 

免費泊車優惠不可兌換現金或其他禮品。 

 

(9) 取消交易 

無論任何原因，若與用於辦理登記手續的合資格收據相關的任何一項交易隨後被

取消或撤銷，並導致合資格收據上的總金額不足辦理登記手續的相應金額，參加

者應當就其所享的泊車優惠向 DPCSL 支付相應的泊車費用。支付地點為(a)D∙PARK 

一樓停車場繳費處或(b)二樓 DPClub 會員專櫃。有關商戶在該參加者向 DPCSL 支付

相應的泊車費用之前，有權拒絕向其返還任何款項。 

 

(10)  終止活動 

DPCSL 有權隨時終止或取消活動，而毋須事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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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毋須事先通知。 

 

(2)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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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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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適用法律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 

 

Discovery Park Commercial Services Limited 於 2023 年 2 月 24 日發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