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建行（亞洲）信用卡24小時客戶服務熱線：317 95533

若閣下日後不欲收到本行的宣傳推廣，請致函香港七姊妹道郵政信箱60126號，並表明閣下選擇不收取的（i）宣傳推廣產品類別（即信用卡產品或其
他銀行產品）；及（ii）宣傳推廣種類（即郵件、電郵、電話短訊或來電）。If you do not wish to receive our promotional materials, please mail to P.O.Box 
60126, Tsat Tsz Mui Post Of�ce, Hong Kong and specify the (i) type of promotional products (ie. Credit Card products or other banking products) ; and 
(ii) type of promotional materials (ie. direct mail, email, SMS or telephone calls) that you would like to stop receiving.

請於2018年1月23日或之前填妥並傳真或郵寄此表格以
積分換購（建行（亞洲）銀聯雙幣信用卡、公司信用卡及商務卡除外）。
禮券將郵寄至閣下的通訊地址。（切勿重複傳真或郵寄表格，
否則作重複換購處理）

主卡會員姓名 日間聯絡電話

請從本人之建行（亞洲）信用卡賬戶扣除換領/換購此表格指定產品之積分及金額（如適用） 主卡會員簽署#

日期 

X

積分換領 傳  真：3111 6105或郵  寄：香港鰂魚涌七姊妺道郵政信箱60126號

註：以上個人資料只作禮品換購及內部核對用途   # 簽署必須與信用卡上之簽名相符

積分換領 數量

5,000積分+ HKD135

38,000積分
或

愛的故事-浪漫紫醉版禮券1張（75件）
‧上層：藍莓酥x1、 鳳梨酥x1、 原味曲奇x5、 黃金南瓜子曲奇x5、
 榛子味朱古力x1、 阿薩姆茶曲奇x5、 雙色芝麻曲奇x3、 椰奶曲奇x3
 中層：咖啡杏仁曲奇x4、 芝士薄餅x4、 伯爵茶法式薄燒x12、 朱古力脆圈x2、 
 椰絲朱古力曲奇x4、 雲呢拿味薄餅x4、 雲呢拿味芝麻曲奇x4
 下層：腰果雙色曲奇x1、 乳酪脆米條x2、 海苔脆曲奇x2、 朱古力杏仁薄餅x3、 
 咖啡酥x2、 朱古力藍莓小蛋糕x1、 綜合水果糖(青蘋果、橙或士多啤梨味)x6

零售價：HKD248

5,000積分+ HKD45

15,000積分
或

迎風新歲禮券1張（28件）
‧阿薩姆茶曲奇x4、 原味曲奇x4、黃金南瓜子曲奇x4、 朱古力杏仁薄餅x4、 
 鳳梨酥x2、 焦糖杏仁船x4、 乳酪朱古力x1、 
 綜合水果糖(青蘋果、橙或士多啤梨味)x4、 榛子味朱古力x1

零售價：HKD98

607F

607P

編號

608F

608P

609F

609P 5,000積分+ HKD90

27,000積分
或

旋轉木馬(圓-單層)禮券1張（29件）
‧鳳梨酥x2、 榛子味朱古力x1、 雲呢拿味薄餅x8、 雲呢拿味芝麻曲奇x3、 
 芝士薄餅x8、 阿薩姆茶曲奇x3、 椰絲朱古力曲奇x4

零售價：HKD168

Isabelle曲奇禮盒禮券積分換購優惠(供應有限，換完即止)
積分換領優惠期：由即日起至2018年1月23日  

曲奇禮盒換領期：2018年1月26日至2018年2月14日

積分換領 數量

5,000積分+ HKD50

17,000積分
或

5,000積分+ HKD70

22,000積分
或

5,000積分+ HKD70

22,000積分
或

610F

610P

612F

612P

編號

611F

611P

鴻福堂賀年糕品禮券門市購買/積分換購優惠
積分換領優惠期：由即日起至2018年1月23日

賀年糕品換領期：2018年2月6日至2018年2月10日（全線分店） / 
 2018年2月11日至2018年2月14日（指定分店）

鴻運年糕禮券1張
零售價：HKD138

門市優惠價：HKD79

金腿瑤柱蘿蔔糕禮券1張
零售價：HKD175

門市優惠價：HKD99

燕窩楊枝甘露糕禮券1張劵
零售價：HKD175

門市優惠價：HKD99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建行（亞洲）信用卡24小時客戶服務熱線：317 95533

Isabelle曲奇禮盒、鴻福堂及聖安娜餅屋賀年糕品禮券積分換領／換購計劃（「此計劃」）條款及細則：1. 只適用於由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所發的信用卡
（「信用卡」）（建行（亞洲）銀聯雙幣信用卡、公司信用卡及商務卡除外）的信用卡主卡會員（「閣下」）。2. 會員必須以建行（亞洲）信用卡付款或以其戶口中之積分換購，方可享
此優惠。3. 此計劃之產品/服務由Isabelle、生活良方產品有限公司（鴻福堂集團全資附屬公司）及聖安娜餅屋（「商戶」）提供，對於有關之質素，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
公司（「本行」）概不負責。4. 所有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5. 會員須於2018年1月23日或之前（以本行紀錄為準），把換購表格寄往換購表格上所列之地址或傳真至
3111 6105，逾期恕不接納。6. 換領禮券將於本行收妥閣下之換購表格10個工作天內郵寄到閣下的通訊地址，如換領禮券之價值達HKD300或以上（以原價計算），換領
禮券將以掛號郵件寄至閣下的通訊地址。換領詳情請參閱禮券之背頁，逾期作廢。7. 此計劃受已寄予閣下之建行（亞洲）信用卡「積分優惠計劃」及此網頁所列之「商戶推廣
優惠」計劃之條款及細則約束。8. 換領/換購申請一經接納，恕不能更改或取消。因換領/換購而扣除之積分及/金額概不予取消或退還。9. 如會員之賬戶積分不足，將會
收到由本行發出之換領／換購無效通知信件。10. 以上優惠供應有限，售/換完即止。11. 以上圖片及資料以商戶之店內最新公佈為準，詳情請與商戶查詢。
鴻福堂賀年糕品門市購買優惠條款及細則：1. 只適用於建行（亞洲）信用卡會員而並不適用於銀聯雙幣信用卡、商務卡及公司信用卡。2. 會員必須以建行（亞洲）信用卡
付款，方可享此優惠。
「商戶推廣優惠」（「計劃」）條款及細則：1. 除特別註明外，本計劃只適用於由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所發的信用卡（「信用卡」）（建行（亞洲）銀聯雙幣信用卡、
公司信用卡及商務卡除外）的信用卡主卡會員（「閣下」）。本計劃只適用於推廣宣傳物品上訂明之優惠日期。2. 會員必須以建行（亞洲）信用卡付款或以其戶口中之積分換購，
方可享此推廣宣傳物品所列之優惠（「優惠」），並不得以任何方式兌換為現金。優惠不可與其他推廣優惠同時使用。3. 優惠之供應須視乎供應量而定。所有圖片及資料
只供參考，詳情請向有關商戶查詢。4. 若優惠未能供應或已被代替，本行將不作另行通知。5. 本計劃之產品/服務由有關商戶提供，對於有關產品及服務之質素，本行
概不負責。本計劃中之任何有關優惠的貨品及服務之有效性及使用均受於供應商指定的有關使用指示及條款及細則所規限。6. 本行不會充當，或負上任何產品/服務
供應商（或其代理）的責任，任何有關貨品及服務的申索、投訴或糾紛，閣下應向有關的供應商反映，並跟有關的供應商解決。任何閣下向供應商所作的申索將不會
解除該信用卡持有人對本行所承擔的付款責任或其他責任。7. 本行、商戶及供應商保留可隨時酌情
更改本計劃及/或本條款及細則，或取消本計劃而不須事先通知閣下之權利。8. 本行及商戶保留
就所有本計劃的分歧或糾紛的最終決定權。9. 本文之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for English version. 

請於2018年1月23日或之前填妥並傳真或郵寄此表格以
積分換購（建行（亞洲）銀聯雙幣信用卡、公司信用卡及商務卡除外）。
禮券將郵寄至閣下的通訊地址。（切勿重複傳真或郵寄表格，
否則作重複換購處理）

聖安娜餅屋賀年糕品禮券積分換購優惠
積分換領優惠期：由即日起至2018年1月23日  

賀年糕品換領期：2018年1月27日至2018年2月10日（全線分店） / 2018年2月11日至2018年2月13日（指定分店）

數量

5,000積分+ HKD65

21,000積分
或

瑤柱芋頭糕券1張
‧瑤柱芋頭糕1件

零售價：HKD123

5,000積分+ HKD55

18,000積分
或

至尊年糕券1張
‧至尊年糕1件

零售價：HKD103

601F

601P

編號

602F

602P

603F

603P 5,000積分+ HKD55

18,000積分
或

至尊馬蹄糕券1張
‧至尊馬蹄糕1件

零售價：HKD103

604F

604P 5,000積分+ HKD65 

21,000積分
或

瑤柱蘿蔔糕券1張
‧瑤柱蘿蔔糕1件

零售價：HKD123

605F

605P 5,000積分+ HKD65

20,000積分
或

尊貴黃金糕券1張
‧尊貴黃金糕1件

零售價：HKD118

606F

606P 5,000積分+ HKD65

20,000積分
或

手工全蛋蛋卷禮盒券1張
‧手工全蛋蛋卷1罐

零售價：HKD113

積分換領

主卡會員姓名 日間聯絡電話

請從本人之建行（亞洲）信用卡賬戶扣除換領/換購此表格指定產品之積分及金額（如適用） 主卡會員簽署#

日期 

積分換領 傳  真：3111 6105或郵  寄：香港鰂魚涌七姊妺道郵政信箱60126號

X
註：以上個人資料只作禮品換購及內部核對用途   # 簽署必須與信用卡上之簽名相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