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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nJoy 卡之全年折扣優惠
憑enJoy卡可於下列「特約商戶」獨享全年折扣優惠。
7-Eleven

於每月8號及18號購物，可獲95折

宜家家居

於每月第1個及第3個星期三於門市訂購傢俬滿HKD3,500或以上，可享免費送貨服務（不包括離島
地區及澳門）

萬寧
Mannings Plus
Mannings Baby
GNC

於每月1號及20號購物，可獲95折

惠康
Market Place by Jasons
3hreesixty
Oliver's The Delicatessen
Jasons • Food & Living
Jasons ichiba
惠康為您送
Market Place Delivers

於每月3號、13號及23號單一簽賬淨值滿HKD100或以上，可獲92折

Pizza Hut必勝客

• 堂食單點主餐牌9折（適用於星期一至日，公眾假期除外）
• 外賣自取單點主餐牌9折（適用於星期一至日，公眾假期除外）

PHD薄餅博士

凡惠顧外送速遞滿HKD180+或外賣自取滿HKD150+可獲贈蜜糖BBQ雞翼4件（適用於星期一至日，
公眾假期除外）
以折扣後之金額計算（不包括加一服務費、送遞費及小費）

KFC

•堂食及外賣自取95折（適用於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KFC好味速遞9折（適用於星期一至日）

美心中菜食府#

• 逢星期一至四惠顧晚市主餐牌堂食散座，可獲9折（指定日子除外，詳情請向店員查詢）
• 惠顧婚宴12席或以上，可享12個月免息分期（只適用於指定美心中菜食府^）

m.a.x. concepts國際食府#

逢星期一至四惠顧晚市主餐牌堂食散座，可獲9折（指定日子除外，詳情請向店員查詢）

元気壽司

星期一至四（公眾假期除外），凡惠顧堂食每滿HKD150，可獲贈HKD15餐飲禮券1張，
於下次惠顧使用

千

惠顧堂食每滿HKD500（以加一前計算），可獲贈HKD40餐飲禮券1張，於下次惠顧使用

OBIHIRO HAGETEN

惠顧堂食每滿HKD500（以加一前計算），可獲贈HKD40餐飲禮券1張，於下次惠顧使用

燒肉火蔵

惠顧堂食每滿HKD500（以加一前計算），可獲贈HKD40餐飲禮券1張，於下次惠顧使用

魚治

惠顧堂食每滿HKD500（以加一前計算），可獲贈HKD40餐飲禮券1張，於下次惠顧使用

丼丼屋

惠顧堂食淨價每滿HKD200，可獲贈HKD20餐飲禮券1張，於下次惠顧使用

一風堂

惠顧堂食折實每滿HKD200，可獲贈HKD20餐飲禮券1張，於下次惠顧使用

魚尚

星期一至四（公眾假期除外），凡惠顧滿HKD100或以上，可獲9折

美心MX
MX

惠顧正價派對外賣美食可獲88折

can.teen

逢星期一至四（公眾假期除外）惠顧HKD150或以上，可獲9折

Deli-O

逢星期一至四（公眾假期除外）惠顧 HKD150或以上，可獲9折

生銀行有限公司

PPL605SC-R26 (12/2018) (LT) PDF

+

第2頁

生 enJoy 卡之全年折扣優惠
憑enJoy卡可於下列「特約商戶」獨享全年折扣優惠。
香港地
#OMG

惠顧滿HKD200或以上，可獲9折

美心Food2

逢星期一至四（公眾假期除外）惠顧HKD150或以上，可獲9折

葡點

逢星期一至四（公眾假期除外）惠顧HKD150或以上，可獲9折

la terrazza bar & grill

逢星期一至四（2019年2月14日；2019年12月24日；2019年12月31日及公眾假期除外）惠顧
HKD300或以上，可獲9折

美心西餅
Maxim's Cake Lab
Bakery Café by Maxim's
Cakes

惠顧原價HKD198或以上之鮮忌廉蛋糕，可獲88折（優惠同時適用於網上訂購）

URBAN

凡於堂食消費滿HKD300或以上可享9折優惠（另收加一服務費（以原價計算））

Paper Stone Bakery

凡惠顧滿HKD200或以上，可獲9折

arome 東海堂

惠顧零售價HKD198或以上之鮮忌廉蛋糕，可獲88折（優惠同時適用於網上訂購）

COVA Caffè-Ristorante

堂食晚膳消費滿HKD400可獲95折（不適用於服務費、公眾假期、2019年12月24、25及31日）

Starbucks

於任何香港星巴克分店用enJoy卡為已登記之星巴克卡增值HKD100或以上，可即時獲享1個中杯
裝（354毫升）或以上之手調飲品免費升級優惠1次

除上述商戶優惠外， 生 enJoy 卡客戶亦可享有 生信用卡之全年折扣優惠，
詳情請致電2998 6899或瀏覽hangseng.com/enjoy
#

^

美心中菜食府包括：美心皇宮、翠韻軒、翠園、翠玉軒、紫玉蘭（交易廣場）、怡翠軒、海逸軒、八月花、八月居、八月小品，潮江春、
潮庭、北京樓、紫玉蘭（和記大廈）、川淮居、美中．鴨子、魚塘鴨子、城中鴨子及美心．翠園；m.a.x. concepts 國際食府包括：
CAFE LANDMARK、Lawry's The Prime Rib、Wildfire pizzabar & grill、LUMI、open kitchen*、simplylife BAKERY CAFÉ*、
simplylife THE EAST THE WEST*、simplylife FOODPLACE、simplylife CAFÉ、the petit café、DELI AND WINE、THAI BASIL、MARKET SEA、
MINH & KOK、miso、KOKOMI、kikusan、EXP、Maxim's Café及MAXIM'S AND YOU。
* 不適用於半自助區之消費
指定美心中菜食府包括：翠園（旺角、沙田及大埔太和分店除外）、翠玉軒、紫玉蘭（交易廣場）、怡翠軒、海逸軒、八月花及八月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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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上述優惠有效期為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 以enJoy卡簽賬支付之款項方可獲享上述優惠（部份優惠須以實體卡支付方可享有；流動支付服務須為 生銀行有限公司所認可（詳情請
瀏覽hangseng.com/mobilepayment）
）。
— 上述所有優惠須受有關之條款及細則所約束，詳情請參閱下頁。

生銀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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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折扣優惠條款及細則
有關7-Eleven全年折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此優惠不適用於購買香煙、奶粉、尿片、禮券、網上遊戲電子券、流動電話儲值咭 / 電子增值券、網上遊戲咭、八達通產品、禮物咭、預付咭、電子門
券、車票、郵票、指定換購產品及其他服務項目包括但不限於網上預付、賬單繳費、 匯款、捐款、八達通增值/最後10次紀錄列印、傳真、影印、充電、
自助售賣機之貨品、速遞、提件、預訂服務、相片沖曬、儲物櫃、補鞋、配匙、洗衣服務、迪欣湖活動及充氣服務。
2. 所有指定印花派發、折扣券及7-Fans會員計劃所賺取之積分，將以折扣後之消費金額計算。
3.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包括但不限於手機支付之其他信用卡優惠及電子錢包優惠）同時使用。
4. 此優惠只適用於香港7-Eleven分店。
有關香港宜家家居全年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簽賬要求（即HKD3,500）只適用於門市購買訂購傢俬；於宜家家居餐廳、瑞典美食廊、美食站及IKEA FiKET咖啡廊之消費、購買非宜家家居之廚房電器及
爐具、門市家飾用品、自助貨倉貨品、陳列貨品、特價部貨品、宜家家居禮品卡、網上購物及所有服務消費均不計算在內。
2. 免費送貨服務包括樓梯搬運費（上限八層）。
3. 若送貨地址距離卸貨點超出100米，送貨隊將額外收取搬運費。
4. 免費送貨服務不適用於離島或澳門送貨，有關服務之收費及詳情，請參閱有關之宜家家居宣傳單張。
有關萬寧 / Mannings Plus / Mannings Baby全年折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此優惠不適用於購買萬寧禮券、嬰兒及兒童奶粉、紙尿片、電話卡、化妝專櫃、醫學美容專櫃、保健專櫃產品、處方藥物、出位價產品、無折扣產品、
實價產品、 短期推廣產品、換購品、會員及印花活動換購品、八達通增值服務及塑膠購物袋收費。
2.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推廣優惠、折扣或優惠券同時使用。
有關GNC專門店全年折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此優惠不適用於購買只限今天優惠產品、今天精選產品、實價產品、無折扣產品、換購品、八達通增值服務及塑膠購物袋收費。
2.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推廣優惠、折扣或優惠券同時使用。
有關惠康全年折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客戶必須於落單前 / 付款前出示enJoy卡，並以enJoy卡簽賬之最終金額方可享有優惠。
2. 客戶必須以enJoy卡單一簽賬淨值滿HKD100或以上（扣除所有折扣優惠）方可享有優惠。
3. 此優惠不適用於八達通增值或購買禮券、嬰幼兒奶粉、嬰幼兒紙尿片 / 褲、燕窩及雞精。
4. 所有指定印花派發，將以折扣後之消費金額計算。
5. 此優惠不可與折扣優惠券及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6. 折扣後之賬單餘額必須為HKD500或以上方可享免費送貨服務。
7. 此優惠不適用於電話、電郵及傳真之交易。
8. 此優惠不適用於塑膠購物袋收費（如適用）、送貨費用（如適用）及「網購店取」服務費（如適用）。送貨費用及「網購店取」服務費會以折扣後之最終簽賬金額
計算。

有關3hreesixty全年折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客戶必須於落單前 / 付款前出示enJoy卡，並以enJoy卡簽賬之最終金額方可享有優惠。
2. 客戶必須以enJoy卡單一簽賬淨值滿HKD100或以上（扣除所有折扣優惠）方可享有優惠。
3. 此優惠不適用於八達通增值或購買禮券、嬰幼兒奶粉、嬰幼兒紙尿片 / 褲、燕窩及雞精。
4. 所有指定印花派發，將以折扣後之消費金額計算。
5. 此優惠不可與折扣優惠券及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6. 折扣後之賬單餘額必須為HKD500或以上方可享免費送貨服務。
7. 此優惠不適用於電話、電郵及傳真之交易。
8. 此優惠不適用於塑膠購物袋收費（如適用）、送貨費用（如適用）及「網購店取」服務費（如適用）。送貨費用及「網購店取」服務費會以折扣後之最終簽賬金額
計算。

生銀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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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Market Place by Jasons全年折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客戶必須於落單前 / 付款前出示enJoy卡，並以enJoy卡簽賬之最終金額方可享有優惠。
2. 客戶必須以enJoy卡單一簽賬淨值滿HKD100或以上（扣除所有折扣優惠）方可享有優惠。
3. 此優惠不適用於八達通增值或購買禮券、嬰幼兒奶粉、嬰幼兒紙尿片 / 褲、燕窩及雞精。
4. 所有指定印花派發，將以折扣後之消費金額計算。
5. 此優惠不可與折扣優惠券及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6. 折扣後之賬單餘額必須為HKD500或以上方可享免費送貨服務。
7. 此優惠不適用於電話、電郵及傳真之交易。
8. 此優惠不適用於塑膠購物袋收費（如適用）、送貨費用（如適用）及「網購店取」服務費（如適用）。送貨費用及「網購店取」服務費會以折扣後之最終簽賬金額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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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Oliver's the Delicatessen全年折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客戶必須於落單前 / 付款前出示enJoy卡，並以enJoy卡簽賬之最終金額方可享有優惠。
2. 客戶必須以enJoy卡單一簽賬淨值滿HKD100或以上（扣除所有折扣優惠）方可享有優惠。
3. 此優惠不適用於八達通增值或購買禮券、嬰幼兒奶粉、嬰幼兒紙尿片 / 褲、燕窩及雞精。
4. 所有指定印花派發，將以折扣後之消費金額計算。
5. 此優惠不可與折扣優惠券及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6. 折扣後之賬單餘額必須為HKD500或以上方可享免費送貨服務。
7. 此優惠不適用於電話、電郵及傳真之交易。
8. 此優惠不適用於塑膠購物袋收費（如適用）、送貨費用（如適用）及「網購店取」服務費（如適用）。送貨費用及「網購店取」服務費會以折扣後之最終簽賬金額
計算。
有關Jasons • Food & Living全年折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客戶必須於落單前 / 付款前出示enJoy卡，並以enJoy卡簽賬之最終金額方可享有優惠。
2. 客戶必須以enJoy卡單一簽賬淨值滿HKD100或以上（扣除所有折扣優惠）方可享有優惠。
3. 此優惠不適用於八達通增值或購買禮券、嬰幼兒奶粉、嬰幼兒紙尿片 / 褲、燕窩及雞精。
4. 所有指定印花派發，將以折扣後之消費金額計算。
5. 此優惠不可與折扣優惠券及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6. 折扣後之賬單餘額必須為HKD500或以上方可享免費送貨服務。
7. 此優惠不適用於電話、電郵及傳真之交易。
8. 此優惠不適用於塑膠購物袋收費（如適用）、送貨費用（如適用）及「網購店取」服務費（如適用）。送貨費用及「網購店取」服務費會以折扣後之最終簽賬金額
計算。
有關Jasons ichiba全年折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客戶必須於落單前 / 付款前出示enJoy卡，並以enJoy卡簽賬之最終金額方可享有優惠。
2. 客戶必須以enJoy卡單一簽賬淨值滿HKD100或以上（扣除所有折扣優惠）方可享有優惠。
3. 此優惠不適用於八達通增值或購買禮券、嬰幼兒奶粉、嬰幼兒紙尿片 / 褲、燕窩及雞精。
4. 所有指定印花派發，將以折扣後之消費金額計算。
5. 此優惠不可與折扣優惠券及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6. 折扣後之賬單餘額必須為HKD500或以上方可享免費送貨服務。
7. 此優惠不適用於電話、電郵及傳真之交易。
8. 此優惠不適用於塑膠購物袋收費（如適用）、送貨費用（如適用）及「網購店取」服務費（如適用）。送貨費用及「網購店取」服務費會以折扣後之最終簽賬金額
計算。
有關惠康為您送全年折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客戶必須於3號、13號及23號零時零分後或當日晚上11時59分或之前成功進入惠康為您送網頁，方可獲享此優惠。
2. 客戶必須以enJoy卡簽賬方可享有優惠。
3. 客戶必須以enJoy卡單一簽賬淨值滿HKD100或以上（扣除所有折扣優惠）方可享有優惠。
4. 此優惠不適用於購買嬰幼兒奶粉、嬰幼兒紙尿片 / 褲、燕窩及雞精。
5.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6. 此優惠不適用於送貨服務收費（如適用）。送貨服務收費按折扣後之貨品價錢計算。
7. 折扣後之賬單餘額必須為HKD500或以上方可享免費送貨服務。
8. 優惠詳情須視乎貨品供應情況而定。如有任何更改，將以優惠時之優惠詳情為準。
9. 此優惠不適用於電話、電郵及傳真之交易。
10.有關此優惠之條款及細則，將以惠顧惠康為您送網上購物時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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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Market Place Delivers全年折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客戶必須於3號、13號及23號零時零分後或當日晚上11時59分或之前成功進入Market Place Delivers網頁，方可獲享此優惠。
2. 客戶必須以enJoy卡簽賬方可享有優惠。
3. 客戶必須以enJoy卡單一簽賬淨值滿HKD100或以上（扣除所有折扣優惠）方可享有優惠。
4. 此優惠不適用於購買嬰幼兒奶粉、嬰幼兒紙尿片 / 褲、燕窩及雞精。
5.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6. 此優惠不適用於送貨服務收費（如適用）。送貨服務收費按折扣後之貨品價錢計算。
7. 折扣後之賬單餘額必須為HKD500或以上方可享免費送貨服務。
8. 優惠詳情須視乎貨品供應情況而定。如有任何更改，將以優惠時之優惠詳情為準。
9. 此優惠不適用於電話、電郵及傳真之交易。
10.有關此優惠之條款及細則，將以惠顧Market Place Delivers時為準。

生銀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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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必勝客全年折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堂食單點主餐牌9折
• 此優惠只適用於堂食。
• 堂食另收加一服務費。
• 只適用於香港必勝客分店。
• 堂食優惠不適用於屯門寶怡花園、友愛 、蝴蝶 、鴨 洲村、石籬、元朗朗屏 、何文田廣場、apm、青衣翠怡商場、峻巒及活@KCC分店。
• 優惠適用於星期一至星期日（不適用於公眾假期、2019年1月1日、2月5日至7日、4月5日及19日至22日、5月1 日及12至13日、6月7日及16日、
7月1日、9月13日至14日、10月1日及7日、12月22日至26日及31日）。
• 請於落單前聲明使用此優惠。
•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包括折實價產品、Pizza Card、長者卡及必勝客員工証折扣優惠。
• 此優惠不適用於生日派對、兒童開心之旅、Pizza體驗派對及購買現金券。
• 此優惠券不可兌換現金或其他產品。
• 此優惠須以enJoy卡實體卡付款方可享有。
• 香港必勝客保留最終決定權。
2. 外賣自取單點主餐牌9折
• 此優惠只適用於外賣自取。
• 只適用於香港必勝客分店。
• 外賣自取優惠不適用於apm、峻巒及活@KCC分店。
• 優惠適用於星期一至星期日（不適用於公眾假期、2019年1月1日、2月5日至7日、4月5日及19日至22日、5月1 日及12至13日、6月7日及16日、
7月1日、9月13日至14日、10月1日及7日、12月22日至26日及31日）。
• 優惠不適用於網上訂購。
• 請於落單前聲明使用此優惠。
• 此優惠不適用於盤裝派對美食及購買現金券。
•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包括折實價產品、Pizza Card、長者卡及必勝客員工証折扣優惠。
• 此優惠不可兌換現金或其他產品。
• 此優惠須以enJoy卡實體卡付款方可享有。
• 香港必勝客保留最終決定權。
有關PHD薄餅博士全年折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適用於星期一至日，不適用於公眾假期、2019年4月21日、5月12日、6月16日、9月13日、12月22至24日及31日。
2. 不適用於任何網上訂購。
3. 請於落單時聲明使用此優惠。外送服務範圍有限。
4. 此優惠不可兌換現金或其他產品。
5. 每張賬單只提供一次優惠。
6.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用，星級追加除外。
7. 香港PHD保留對此優惠使用的最終決定權。

有關美心中菜食府之全年折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美心中菜食府優惠不適用於2019年1月1日、1月29至31日、2月1至8日、2月14日、5月1日、5月4至5日、5月11至12日、6月8至9日及15至16日、
7月1日、9月7至8日、9月11至14日、10月1日、12月7至8日、12月14至15日、12月21至25日及12月31日。
2. 另收加一服務費（以原價計算）、茶位費及前菜費。
3. 此優惠不適用於外賣、節日產品、酒席、宴會、廳房及購買任何禮券。
4. 此優惠不適用於美心中菜食府之3席（30人）或以上之私人 / 公司聚會。
5. 此優惠只適用於自選主餐牌食品，優惠不包括一般飲品及酒類，茶位費、前菜費、10%服務費、主餐牌內之其他收費、節慶食品、套餐及特價食品。
6.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折扣優惠、現金券、任何優惠 / 指定套餐、信用卡推廣、減價項目、特價菜式 / 飲品或分店註明之優惠同時及一併使用。
7. 此優惠內容可隨時作出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生銀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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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KFC全年折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堂食及外賣自取95折
• 有效期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 只適用於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 優惠只適用於堂食及外賣自取，並需於店內收銀處點餐方可享有。不適用於自助點餐機、網上及流動應用程式之交易。
• 必須於落單時表明使用此優惠並以 生enJoy卡簽賬。
• 優惠券不可與其他優惠（包括優惠券）同時使用。
• 如有任何爭議，Birdland (Hong Kong) Limited保留最終決定權。
2. KFC好味速遞9折
• 有效期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 優惠只適用於外賣速遞，不適用於外賣速遞自取。
• 必須於落單時表明使用此優惠並以 生enJoy卡簽賬。
• 優惠券不可與其他優惠（包括優惠券）同時使用。
• 如有任何爭議，Birdland (Hong Kong) Limited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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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指定美心中菜食府12個月免息分期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客戶必須於婚宴當日以enJoy卡簽賬支付所有婚宴消費（以單一簽賬存根計算，不適用於繳付訂金），方可享優惠。
2. 客戶必須惠顧婚宴12席或以上，方可享有上述優惠（海逸軒須10席或以上）。
3. 此優惠只適用於惠顧每席HKD7,198或以上之菜譜。
4. 此優惠不可與「敬送華麗禮堂佈置」一同使用。
5. 優惠只適用於指定美心中菜食府分店：翠園（九龍灣、荃灣、銅鑼灣、大埔超級城、尖沙咀、太古城、葵芳、元朗、將軍澳Popcorn、將軍澳新都城及
黃大仙分店）、怡翠軒、翠玉軒、海逸軒、八月花、八月居及紫玉蘭（交易廣場）。
6. 優惠不適用於翠園（旺角）、翠園（沙田）及翠園（大埔太和）分店。
7. 上述優惠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向分店查詢。
8. 免息分期付款額上限將根據個別客戶信用卡之信用額而定。
9. 以免息分期付款消費交易恕不能取消，並不能退款，轉讓或兌換現金。
10.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及一併使用。
有關m.a.x. concepts國際食府之全年折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m.a.x. concepts國際食府優惠只適用於星期一至四之晚膳堂食散座；並不適用於2019年1月1日、2月4日至7日、13日至14日、4月4日、18日、22日、
30日、5月1日、13日、6月6日、7月1日、9月12日、30日、10月1日、7日、12月24日至26日及31日。
2. 另收加一服務費（以原價計算）。
3. 此優惠不適用於外賣、節日產品、宴會及購買任何禮券。
4. 此優惠不適用於m.a.x. concepts國際食府之20人或以上之私人 / 公司聚會。
5. 此優惠不可與現金券、其他折扣及優惠一併使用（包括優惠套餐、減價項目、特價菜式）。
6. 每 每次限用優惠1次。
7. 此優惠內容可隨時作出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有關元気壽司全年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只適用於香港元気壽司分店。
2. 不適用於星期五、六、日及公眾假期。
3. 只適用於結賬時以enJoy卡付款之簽賬。
4. 只適用於堂食（午餐、茶餐、外賣自取、外賣自取網上訂購、Deliveroo外賣速遞及節日外賣盛除外）；堂食另收加一服務費，並以原價計算。
5. 惠顧堂食滿HKD150可獲HKD15餐飲禮券1張；滿HKD300可獲HKD15餐飲禮券2張，如此類推；並只適用於下次惠顧時使用。
6. 消費金額以原價加一服務費並扣除其他優惠或折扣後及使用「元気の賞分」前之單一發票總額計算。
7. 如選擇使用元気卡賺取「元気の賞分」，不可以同時獲取HKD15餐飲禮券。
8. 獲取或使用HKD15餐飲禮券時可使用「元気の賞分」，但全單消費金額將不獲「元気の賞分」。
9. 不可與元気壽司優惠券、電子優惠券、其他現金券、其他優惠或折扣及元気會員生日優惠同時使用。
10.有關優惠券的詳情及使用條款，請依據優惠券所列明的條款及細則為準。
11.元氣壽司（香港）有限公司保留隨時更改使用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無需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爭議，元氣壽司（香港）有限公司保留最終之決定權。

有關OBIHIRO HAGETEN全年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只適用於香港OBIHIRO HAGETEN分店。
2. 只適用於結賬時以enJoy卡付款之簽賬。
3. 只適用於堂食（包括平日及假日午市餐目、時令餐目及晚市套餐）；堂食另收加一服務費，並以原價計算。
4. 惠顧堂食每滿HKD500（以加一前計算），可獲贈HKD40餐飲禮券1張；滿HKD1,000可獲贈HKD40餐飲禮券2張，如此類推；並只適用於下次惠顧時使用。
5. 惠顧堂食每滿HKD500（以加一前計算），可使用HKD40餐飲禮券1張；滿HKD1,000可使用HKD40餐飲禮券2張，如此類推。
6. 請於結賬時出示餐飲禮券，影印本無效。
7. 餐飲禮券不可兌換現金，並恕不找贖。
8. 餐飲禮券只可使用一次，如有遺失或破爛均不獲補發。
9. 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券、禮券、現金券或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10.OBIHIRO HAGETEN保留隨時修訂此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無須事先通知。如有任何爭議，OBIHIRO HAGETEN保留最終之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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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千 全年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只適用於香港千 分店。
2. 只適用於結賬時以enJoy卡付款之簽賬。
3. 只適用於堂食（包括平日及假日午市餐目、時令餐目及當店限定餐目）；堂食另收加一服務費，並以原價計算。
4. 惠顧堂食每滿HKD500（以加一前計算），可獲贈HKD40餐飲禮券1張；滿HKD1,000可獲贈HKD40餐飲禮券2張，如此類推；並只適用於下次惠顧時使用。
5. 惠顧堂食每滿HKD500（以加一前計算），可使用HKD40餐飲禮券1張；滿HKD1,000可使用HKD40餐飲禮券2張，如此類推。
6. 消費金額以加一服務費及使用「千 積分」前，並扣除其他優惠或折扣後之單一發票總額計算。
7. 如選擇使用千 卡賺取「千 積分」，不可以同時獲取HKD40餐飲禮券。
8. 獲取或使用HKD40餐飲禮券時可使用「千 積分」，但全單消費金額將不獲「千 積分」；消費金額可計算於「千 累計卡」之累積消費內。
9. 請於結賬時出示餐飲禮券，影印本無效。
10.餐飲禮券不可兌換現金，並恕不找贖。
11.餐飲禮券只可使用一次，如有遺失或破爛均不獲補發。
12.優惠不可與千 優惠券、其他禮券、現金券或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13.千 由元氣壽司（香港）有限公司經營（
“千 ”
）。千 保留隨時修訂此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無須事先通知。如有任何爭議，千 保留最終之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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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燒肉火蔵全年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只適用於香港燒肉火蔵分店。
2. 只適用於結賬時以enJoy卡付款之簽賬。
3. 只適用於堂食（包括平日及假日午市餐目、時令餐目及晚市套餐）；堂食另收加一服務費，並以原價計算。
4. 惠顧堂食每滿HKD500（以加一前計算），可獲贈HKD40餐飲禮券1張；滿HKD1,000可獲贈HKD40餐飲禮券2張，如此類推；並只適用於下次惠顧時使用。
5. 惠顧堂食每滿HKD500（以加一前計算），可使用HKD40餐飲禮券1張；滿HKD1,000可使用HKD40餐飲禮券2張，如此類推。
6. 請於結賬時出示餐飲禮券，影印本無效。
7. 餐飲禮券不可兌換現金，並恕不找贖。
8. 餐飲禮券只可使用一次，如有遺失或破爛均不獲補發。
9. 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券、禮券、現金券或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10.燒肉火蔵保留隨時修訂此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無須事先通知。如有任何爭議，燒肉火蔵保留最終之決定權。
有關魚治全年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只適用於香港魚治分店。
2. 只適用於結賬時以enJoy卡付款之簽賬。
3. 只適用於堂食（包括平日及假日午市餐目、時令餐目及晚市套餐）；堂食另收加一服務費，並以原價計算。
4. 惠顧堂食每滿HKD500（以加一前計算），可獲贈HKD40餐飲禮券1張；滿HKD1,000可獲贈HKD40餐飲禮券2張，如此類推；並只適用於下次惠顧時使用。
5. 惠顧堂食每滿HKD500（以加一前計算），可使用HKD40餐飲禮券1張；滿HKD1,000可使用HKD40餐飲禮券2張，如此類推。
6. 請於結賬時出示餐飲禮券，影印本無效。
7. 餐飲禮券不可兌換現金，並恕不找贖。
8. 餐飲禮券只可使用一次，如有遺失或破爛均不獲補發。
9. 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券、禮券、現金券或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10.魚治保留隨時修訂此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無須事先通知。如有任何爭議，魚治保留最終之決定權。
有關丼丼屋全年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丼丼屋HKD20餐飲禮券只適用於星期一至日下次惠顧堂食滿淨價HKD200或以上時使用。
2. 餐飲禮券須於有效期或之前使用，逾期無效。
3. 只適用於香港丼丼屋*分店。
4. 只適用於惠顧堂食。
5. 請於結帳時出示餐飲禮券，影印本無效。
6. 餐飲禮券不可兌換現金或貨品，並恕不找贖。
7. 餐飲禮券只可使用一次，每次惠顧只可使用一張，每次惠顧只可使用一張，如有遺失或破爛均不獲補發。恕不接受分單。
8. 此券不可與其他現金禮券、餐飲禮券、優惠或折扣（包括任何信用卡或員工折扣）同時使用。
9. 丼丼屋*保留隨時修訂此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無須事先通知。
10.如有任何爭議，丼丼屋*保留最終之決議權。
* 丼丼屋由美心食品有限公司經營
有關一風堂全年折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一風堂HKD20餐飲禮券適用於星期一至日於下次惠顧堂食折實淨價HKD200或以上時使用。
2. 餐飲禮券適用於一風堂*香港分店。
3. 只適用於惠顧堂食。
4. 請於結賬時出示餐飲禮券，影印本無效。
5. 餐飲禮券不可兌換現金，並恕不找贖。
6. 餐飲禮券只可使用一次，每次惠顧只可使用一張，恕不接受分單。如有遺失或破爛均不獲補發。
7. 餐飲禮券不可與一風堂所有套餐優惠、一風堂 Bari Card電子優惠券、其他優惠券、現金券或其他折扣優惠同時使用。
8. 一風堂保留隨時修訂此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無須事先通知。
9. 如有任何爭議，一風堂保留最終之決議權。
* 一風堂由Ramen Concepts Limited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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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魚尚全年折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此優惠只適用於：逢星期一至四（公眾假期除外），凡惠顧魚尚滿HKD100或以上（以原價計算）。
2. 此優惠不可與魚尚® 現金券、優惠券或其他折扣優惠同時使用。
3. 魚尚® 保留隨時修改優惠條款及細則之權利，恕不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爭議，魚尚® 保留最終決議權。

生銀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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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美心MX / MX正價派對外賣美食之全年折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此優惠只適用於惠顧美心MX / MX正價派對外賣美食。
2. 客戶於訂購美心MX / MX派對外賣美食時須以enJoy卡實體卡支付全部款項。
3. 美心MX / MX派對外賣美食優惠只適用於美心MX（德福Market Place by Jasons除外）及MX（機場中場MX除外）。
4. 此優惠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參閱美心MX / MX店內宣傳單張及訂購表格。
5. 於取貨日期最少3個工作天的下午3時前於網上（www.maximsmx.com.hk/tc/order）訂購或親臨本港美心MX / MX分店訂購。
6. 訂購一經接納，恕不能取消或更改。所需金額將從指定enJoy卡戶口扣除。
7. 若客戶未能於已確認日期內提取已訂購之美心MX / MX派對外賣美食，將被當作自動放棄論，所繳付之金額概不退換。
8. 如遇八號風球或以上及黑色暴雨警告，不設取貨服務。客人可於取貨當日致電分店更改取貨日期，而更改之日期必須為原來取貨日之翌日。如客人沒有
在上述的時間內更改取貨日期，其訂購貨品將當作自行放棄論，而所繳付之金額將不退還。
9. 優惠不能與美心飲食禮券、美心MX / MX禮券、現金券、其他折扣及推廣優惠（包括及並不限於任何優惠/特價套餐、特價食品/飲品、任何信用卡及折扣
卡、或分店註明之優惠）一併使用。
有關can.teen / Deli-O / 香港地 / #OMG / 葡點 / 美心Food2 / la terrazza bar & grill之全年折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此優惠只適用於：
逢星期一至四（公眾假期除外）惠顧can.teen滿HKD150或以上；
逢星期一至四（公眾假期除外）惠顧Deli-O滿HKD150或以上；
惠顧香港地滿HKD200或以上；
惠顧#OMG滿HKD200或以上；
逢星期一至四（公眾假期除外）惠顧美心Food2滿HKD150或以上；
逢星期一至四（公眾假期除外）惠顧葡點滿HKD150或以上；
逢星期一至四（2019年2月14日；2019年12月24日；2019年12月31日及公眾假期除外）惠顧la terrazza bar & grill滿HKD300或以上。
2. 客戶於惠顧時須以enJoy卡實體卡支付全部款項。
3. 優惠只適用於can.teen（太子大廈、海富中心、長江中心及香港站分店）/ Deli-O（信德、康怡及新都城分店）/ 香港地 / #OMG / 葡點 / 美心Food2 / la terrazza
bar & grill。
4. 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包括及並不限於任何優惠 / 特價套餐、特價食品 / 飲品、任何信用卡及折扣卡、或分店註明之優惠）一併使用。所有優惠不適用於
派對 / 節日外賣美食、八達通日日賞計劃及八達通增值服務；亦不適用於購買美心飲食禮券、美心MX / MX禮券、現金券、燒味禮券、節日產品及食品。
有關美心西餅 / Maxim's Cake Lab / Bakery Café by Maxim's Cakes全年折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優惠只適用於所有香港的美心西餅，Maxim's Cake Lab及Bakery Café by Maxim's Cakes分店及網上訂購。
2. 客戶須於現售或訂餅時以enJoy卡實體卡支付全部款項。
3. 此優惠只適用於惠顧HKD198或以上之鮮忌廉蛋糕，並須以產品之原價計算，另不適用於節日及推廣蛋糕。
4. 此優惠不適用於其他美心產品。
5. 此優惠適用於網上訂購。
6. 訂購一經接納，恕不能取消或更改。所須金額將從指定enJoy卡戶口扣除。
7. 8號或以下熱帶氣旋警告、紅色及黑色暴雨警告下照常營業，如遇9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不設取餅及送貨服務，客戶可於恢復營業後改期取蛋糕，可
致電取蛋糕分店或訂購熱線查詢。如客人沒有在上述的時間內更改取貨日期，其訂購貨品將當作自行放棄論，而所繳付之金額將不退還。
8. 此優惠不能與美心西餅禮餅券、美心嫁囍禮餅咭、現金券、其他折扣及推廣優惠一併使用。
9. 優惠期由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以取餅日計）。
10.若客戶未能在訂購表格上的指定日期提取蛋糕，將被當作自動放棄論，所繳之金額概不退還。
11.產品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12.如有任何爭議，美心西餅保留最終決定權。

有關Paper Stone Bakery全年折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客戶須以enJoy卡實體卡支付全部款項。
2. 此優惠適用於惠顧任何產品，並須以產品之原價計算。
3. 此優惠不能與商場優惠券、其他折扣或推廣優惠一併使用。
4. 優惠期由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以取貨日計算）。
5. 如有任何爭議，Paper Stone Bakery 保留最終決定權。
6. 優惠不適用於太古城中心分店。

生銀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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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URBAN全年折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優惠只適用於惠顧堂食消費滿HKD300或以上，並須以產品之原價計算。
2. 優惠只適用於中環置地廣場、MOKO新世紀廣場、YOHO MALL形點、沙田迎城市廣場、屯門市廣場及東薈城URBAN分店。
3. 客戶須以enJoy卡實體卡支付全部款項，方可享有優惠。
4. 另收加一服務費（以原價計算）。
5. 優惠並不適用於2019年1月1日、2月14日、12月24日、12月25日及12月31日。
6. 此優惠不能與商場優惠券、其他折扣或推廣優惠一併使用。
7. 如有任何爭議，URBAN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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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arome東海堂全年折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優惠期由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以取餅日計）。
2. 折扣優惠以產品之零售價計算。
3. 優惠只適用於零售價HKD198或以上之蛋糕，另不適用於節日及推廣蛋糕。
4. 客戶須以enJoy卡實體卡簽賬並全數支付款項，方可享有優惠。
5. 優惠只適用於香港全線arome東海堂分店。優惠適用於網上訂購。
6. 優惠不可以兌換現金、其他產品及折扣或與arome東海堂禮餅券、八達通日日賞計劃、現金券或其他推廣優惠同時使用（除特別聲明外）。
7. 訂購一經接納，恕不接受取消或更改。總金額將以客戶指定信用卡戶口扣除。
8. 若客戶未能在訂購表格上的指定日期提取蛋糕，將被當作自動放棄論，所繳付之金額概不退還。
9. 如遇八號風球或以上及黑色暴雨警告，不設取貨服務。客人可於取貨當日致電分店或訂購熱線更改取貨日期，而更改之日期必須為原來取餅日之翌日。
如客人沒有在上述的時間內更改取貨日期，其訂購貨品將當作自行放棄論，而所繳付之金額將不退還。
10.產品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11.如有任何爭議，東海堂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有關COVA Caffè-Ristorante全年折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晚餐時段由6:30pm開始。
2. 顧客必須以enJoy卡實體卡付款，才可享有以上優惠。
3. 折扣優惠不適用於服務費。
4. 不適用於預訂宴會、到會餐飲服務、外賣或於COVA餅店購物。
5. 不適用於節日或指定推廣餐牌。
6. 不適用於公眾假期，2019年12月24至25及31日。
7. 此優惠不能與COVA會員卡或其他推廣優惠一同使用。
8. COVA保留隨時更改或終止各項優惠及不時修改有關優惠及服務之條款、細則之權利，而不作另行通知。
9. 如有任何則爭議，COVA保留最終決定權。
有關Starbucks全年折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優惠不適用於增值一張未曾登記之星巴克卡。
2. 需用已登記之星巴克卡付款，方可獲享免費升級優惠。
3. 優惠只適用於香港星巴克分店。
4. 優惠不可兌換現金及與其他推廣優惠同時使用。
5. 如有任何爭議，Coffee Concepts (HK) Ltd.及Coffee Concepts (Macau) Ltd.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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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條款及細則：
1. 上述優惠有效期為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2. 客戶必須於點菜前 / 落單前 / 付款前出示enJoy卡，並以enJoy卡全數簽賬方可享有優惠（除另有訂明外）。部份優惠須以enJoy卡實體卡付款方可享有，有
關優惠詳情，請與商戶店員查詢。
3. 優惠只適用於標準價貨品 / 服務 / 食品，而不適用於無折扣貨品、特價、寄售、推廣、節日及指定貨品 / 服務 / 食品（除另有訂明外）。
4. 優惠不得轉讓，亦不可兌換現金、其他貨品或折扣，或與其他推廣優惠、折扣、優惠券、現金券或商戶之會員優惠 / 貴賓卡 / 貴賓積分計劃同時使用
（除另有訂明外）。
5. 此優惠只適用於指定產品。貨品數量有限，部份貨品只限指定店舖提供，售 / 送 / 換完即止。請向店舖查詢店舖地址、貨品及其他信息。所有價格以店
舖為準。
6. 環保徵費為政府稅項，不計算為購物金額。此優惠不可與指定優惠券及優惠同時及一併使用、不能兌換現金、不設找贖及不接受分單付款。此優惠不適
用於及不可與任何其他全店推廣優惠同時使用。
7. 此優惠只適用於有關商戶之香港各分店。
8. 優惠須視乎供應情況而定。如有任何更改，將以惠顧時之優惠詳情為準。 生銀行有限公司（「 生」
）概不承擔任何有關是項更改的責任，亦恕不另行通
知客戶。
9. 所有貨品、服務及資訊均由有關商戶直接售賣及提供給客戶。因此，貨品、服務及資訊的提供和售賣的有關責任亦由有關商戶全權負責。
10. 生及有關商戶保留隨時更改或終止優惠及不時修改有關優惠條款及細則之權利。如有任何爭議， 生及有關商戶保留最終決定權。
11.除客戶及 生（包括其繼承人及受讓人）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的
任何條文下的利益。
12.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所管轄，並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詮釋。
13.本條款及細則受現行監管規定約束。

生銀行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