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新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迎新優惠只適用於由2017年12月28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間（包括首尾兩日）（「推
廣期」）成功申請星旅銀聯鑽石卡（「安信信用卡」）之客戶。客戶如於現在或過往6 個
月內曾持有任何由安信發行之信用卡，將不獲贈任何迎新優惠。每位合資格之客戶只可
獲享迎新優惠一次。
2. 簽賬要求之合資格交易金額包括所有已誌賬之本地及 / 或海外零售簽賬金額及 / 或八
達通自動增值金額及 / 或網上消費金額，但不包括現金透支、任何金錢 / 電子貨幣轉
賬(包括但不只限於個人對個人(P2P)支付服務或流動裝置 / 應用程式 / 電子轉賬平台)
/ 充值電子錢包（「零售購物」）。
3. 合資格客戶之迎新優惠HK$300 現金回贈，須於發卡後首90天內憑新卡零售購物3次或
以上，方可獲享HK$300 現金回贈，該金額將於已誌賬金額達到指定零售購物要求後4
個月內，以現金回贈方式存入合資格客戶之安信信用卡賬戶內。
星旅現金回贈計劃條款及細則
1. 星旅現金回贈計劃適用於有效之星旅銀聯鑽石卡客戶。
2. 客戶憑指定有效之星旅銀聯鑽石卡零售購物即可獲取星旅現金回贈（「現金回贈」），
現金回贈以每單零售購物交易金額計算，詳情如下︰

指定商戶類別之合

可獲之星旅現金回贈

資格簽賬
於香港中國旅行社

基本港幣 1 元現金回贈（「基本現金回贈」）及額外港幣 11.5 元

每消費港幣 250 元

現金回贈（「額外現金回贈」），合共港幣 12.5 元現金回贈

其他商戶類別每消
費港幣 250 元

基本港幣 1 元現金回贈

3. 於香港中國旅行社之合資格簽賬：
以港幣誌賬於星旅銀聯鑽石卡戶口並根據安信/銀聯國際不時界定之商戶編號為香港
中國旅行社之簽賬。
4. 安信保留決定指定商戶類別的權利。如同一交易屬於多於一個本條款定義的類別，該
則交易只會以一個由安信決定的類別計算所得現金回贈。
5. 不足港幣250 元之零售購物金額亦會按回贈比率計算，並折算至2 個小數位。安信保
留權利更改憑星旅銀聯鑽石卡簽賬獲取現金回贈的比率，惟安信會事先通知客戶。
6. 現金回贈將以零售購物之誌賬日計算並根據每月月結單期結算。每月可獲贈之現金回
贈將於下一期月結單存入有關信用卡戶口，並顯示於月結單上。每月可獲贈之基本現
金回贈金額並無上限，亦不計算在額外現金回贈內。額外現金回贈上限為由開戶日翌
日起計每年港幣1,500 元。

7. 客戶獲取現金回贈後，如用作計算現金回贈之有關零售購物交易被取消或退回，安信
有權從有關信用卡戶口扣除該交易可獲贈之現金回贈金額而毋須另行通知。
8. 如因任何理由取消星旅銀聯鑽石卡戶口，所有未存入之現金回贈及戶口原有之現金回
贈餘額將被即時取消。
迎新優惠及星旅現金回贈計劃之一般條款及細則
1. 迎新優惠、星旅現金回贈計劃之合資格零售購物簽賬金額只包括所有已誌賬之零售購
物金額，並不包括（但不限於）現金透支金額、信用卡費用（包括年費、利息 / 財務
費用、逾期費用、超逾信用額手續費、現金透支手續費及其他費用）、賭場交易金額、
任何金錢 / 電子貨幣轉賬( 包括但不只限於個人對個人(P2P) 支付服務或流動裝置 /
應用程式 / 電子轉賬平台) / 充值電子錢包、優惠套現金額、現金分期、分期金額、
未誌賬 / 取消 / 退回 / 偽造之交易金額及所有未經授權之交易金額，所有認可交易
概以安信記錄為準。所有合資格零售簽賬概以安信/ 銀聯國際組織不時界定之商戶編
號釐定，並且不時作出修訂，而不作另行通知。安信對合資格零售簽賬有絕對酌情權
及最終決定權。
2. 客戶之安信信用卡戶口於存入任何現金回贈金額時，須仍然有效及信貸狀況良好。如
因任何理由取消安信信用卡戶口，所有未存入之現金回贈及戶口原有之現金回贈餘額
將被即時取消。
3. 如客戶於發卡後12 個月內取消安信信用卡，安信保留就每張被取消的安信信用卡，向
有關客戶收取港幣600 元迎新優惠行政費用的權利。
4. 迎新優惠及星旅現金回贈計劃均不可轉贈、轉讓、退換或兌換現金。
5. 若客戶所提供的資料無效及 / 或於交易過程中涉及任何不被認可之交易 / 欺詐或不
誠實行為及 / 或安信認為不合乎規定或不當之下獲享現金回贈，安信有權取消已存入
的有關現金回贈予客戶或保留於其有關戶口內扣除已獲取之現金回贈，而毋須作出任
何通知。
6. 安信保留隨時取消迎新優惠、星旅現金回贈計劃及其他優惠及權益及 / 或修改有關條
款及細則之權利而毋須作出任何通知。如有任何爭議，安信擁有最終決定權。
星旅全年簽賬優惠條款及細則
1. 星旅全年簽賬優惠（「全年簽賬優惠」）只適用於由2017 年12 月28 日至2018 年12
月31 日期間（包括首尾兩日）（「推廣期」）成功申請星旅銀聯鑽石卡（「安信信用
卡」）之客戶。
2. 簽賬要求之合資格零售簽賬金額只包括所有已誌賬之零售購物金額， 包括所有已誌賬
之本地及/ 或海外零售簽賬金額及 / 或八達通自動增值金額及 / 或網上消費金額，但
並不包括（但不限於）現金透支金額、信用卡費用（包括年費、利息 / 財務費用、逾期
費用、超逾信用額手續費、現金透支手續費及其他費用）、賭場交易金額、任何金錢 / 電

子貨幣轉賬（包括但不只限於個人對個人（P2P）支付服務或流動裝置 / 應用程式 / 電
子轉賬平台）/ 充值電子錢包、優惠套現金額、現金分期、分期金額、未誌賬 / 取消 /
退回 / 偽造之交易金額及所有未經授權之交易金額，及不包括於香港中國旅行社之簽賬
（「零售簽賬」）。所有認可交易概以安信記錄為準。所有合資格零售簽賬概以安信 /
銀聯國際組織不時界定之商戶編號釐定，並且不時作出修訂，而不作另行通知。安信對
合資格零售簽賬有絕對酌情權及最終決定權。
3. 合資格客戶須符合指定之簽賬要求，方可獲享以下全年簽賬優惠：
全年簽賬優惠

指定簽賬要求

HK$1,000 現金回贈
由開戶日起計 12 個月(「簽賬期」)
提升中旅星賞會會員級別：
由原有的金星會員提升至鉑星會員

累積零售簽賬達 HK$50,000
(不包括香港中國旅行社之簽賬)

(「中旅星賞會級別提升」)
4. 全年簽賬優惠之HK$1,000 現金回贈將於已誌賬金額達到指定簽賬要求後及在12 個月
簽賬期完結後的4 個月內，以現金回贈方式存入合資格客戶之安信信用卡賬戶內。每位
合資格之客戶於簽賬期只可獲享HK$1,000 現金回贈一次。
5. 全年簽賬優惠之中旅星賞會級別提升將於已誌賬金額達到指定簽賬要求後及在12 個月
簽賬期完結後的4 個月內獲得提升至中旅星賞會鉑星會員。每位合資格之客戶於簽賬期
只可獲享中旅星賞會級別提升一次。安信將通過安信手機應用程式通知成功晉升成為中
旅星賞會鉑星會員的合資格客戶。如客戶於獲享中旅星賞會級別提升前已成為中旅星賞
會鉑星會員或有效級別高於鉑星會員，合資格客戶將不能再獲享中旅星賞會級別提升。
中國旅遊集團公司為中旅星賞會之服務供應商，如對中旅星賞會之服務或宣傳單張內任
何上述資料的準確性有任何查詢、申索或投訴，應直接向有關服務供應商提出。安信對
此不承擔任何責任。有關中旅星賞會級別詳情，請瀏覽中旅星賞會網頁
http://www.ctssr.com/startour-rewards/terms-andcondition_tc
6. 客戶之安信信用卡戶口於存入任何現金回贈金額或提升中旅星賞會會員級別時，須仍然
有效及信貸狀況良好。如因任何理由取消安信信用卡戶口，所有未存入之現金回贈及戶
口原有之現金回贈餘額及將會提升的鉑星會員級別將被即時取消，但客戶可繼續保留中
旅星賞會會員的資格及當時的會員級別。
7. 客戶獲取HK$1,000 現金回贈後，如用作計算現金回贈之有關零售簽賬交易被取消或退
回，安信有權從有關信用卡戶口扣除該交易可獲贈之現金回贈金額而毋須另行通知。
8. 在客戶提升中旅星賞會會員級別前或後，如用作計算全年簽賬優惠之有關零售簽賬交易
被取消或退回，安信有權取消將獲提升或已獲提升之中旅星賞會會員級別而毋須另行通
知。
9. 安信保留隨時修改或取消以上計劃及/ 或修改有關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毋須另行通知。
如有任何爭議，安信保留最終決定權。
安信信用卡申請之條款及細則

1. 本人明白安信信貸有限公司（下稱「安信」）負責發行安信信用卡及批核及提供安信信
用卡之信用限額。本人向安信確認、保證及聲明（1）本申請表所填寫之資料及隨附本
申請之文件乃屬正確及完整，並授權安信向任何方面查證。（2）本人為年滿十八歲之
香港居民。本人同意遵守安信信用卡持卡人協議（「持卡人協議」，重要條款亦已包括
在此申請表內）及其他有關服務之所有條款及細則。此等條款及細則將會於申請獲成功
批核後與新卡一併寄予本人。本人亦可於任何安信分行或透過安信信用卡客戶服務熱線
索取或於安信網站下載︰www.primecredit.com。
2. 本人明白可透過安信信用卡申請熱線2269 8822 查詢本申請之申請情況，及於本人之申
請獲批准後，可致電安信信用卡新卡確認熱線2269 8812 確認收妥新卡。
3. 本人明白透過書面或以電話申請安信信用卡及 / 或安信信用卡「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
本人即被視作已接受申請表格、隨附之宣傳單張上（如適用）、安信網頁，以及持卡人
協議內之所有條款及細則。
4. 實際年利率（「客戶實際年利率」）是一個參考利率，以年化利率展出包括產品的基本
利率及其他費用與收費。實際年利率亦將根據每位客戶之個人信貸狀況釐定而有所不同。
客戶之零售購物及現金透支實際年利率（連現金透支手續費計算在內），將列明於新卡
附隨之郵柬上及於申請獲批核後與新卡一併寄予客戶。惟安信可不時全權酌情（在符合
有關法律及規例限制之情況下）決定訂立不同之客戶實際年利率。
5. 安信在申請批核時，可能曾參考由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所提供有關客戶的信貸報告，用作
是次及日後審核用途。假如客戶有意索取有關報告，可要求安信提供有關信貸資料服務
機構的聯絡詳情。
6. 信用卡之批核須視乎安信之最終決定。獲批之信用限額將由本人名下之所有安信信用卡
共同使用。
7. 安信銀聯鑽石卡年費為港幣800 元。本人明白年費將於申請獲成功批核後按年記入本人
之安信信用卡戶口；而首2 年之年費將獲豁免。安信信用卡之免息還款期長達53 天（不
包括現金透支）。
8. 倘若本人獲轉介予安信或安信將本人轉介他人（在法例規定的情況下，先經本人同意轉
介），安信可向有關第三方支付或收取費用或佣金。本人可要求安信提供有關安排的詳
情。
9. 安信保留隨時取消迎新優惠及 / 或修改其有關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毋須作出任何通知。
如有任何爭議，安信擁有最終決定權。
10. 持卡人協議與本申請表內任何部份所概述的條款及細則如有任何不相符之處，應以前者
為準。
重要提示
閣下宜仔細閱讀以下主要條款及細則，並請注意安信信用卡持卡人協議（「持卡人協議」）
全文，詳情可參閱“ www.primecredit.com”︰

1. 本人在收到安信發出的安信信用卡後須立刻在卡上簽署。
2. 本人須小心處理安信信用卡及自動櫃員機密碼（「私人密碼」），及將該私人密碼安全放
置及保密，不容許任何人士使用該信用卡和私人密碼，不應選用易於猜測的數字作為私人
密碼（例如香港身分證號碼、出生日期、電話號碼或其他容易獲取的個人資料），不應將
私人密碼接駁其他服務（如接連互聯網或其他網址）。安信不會因本人私人密碼外洩產生
之任何損失或損害作出賠償。
3. 本人須對使用信用卡或有關信用卡的卡號進行的所有交易負責。
4. 本人可拒絕超出信用限額的交易。如本人未有表明不接受臨時信用限額（如適用），本人
將視作同意安信為信用卡給予臨時信用限額。當信用卡賬戶之現有結欠超出信用額，本人
便須就該款額支付超逾信用額手續費。即使安信接納本人拒絕超出信用限額信貸的要求，
某些超出信用限額的信用卡交易仍可能被容許，包括並非被安信即時處理或無需安信授權
而可進行的信用卡交易如 (i) 八達通自動增值交易；(ii) 流動或非接觸式付款交易；(iii)
獲批核但延遲誌賬的交易；(iv) 外幣交易因兌換匯率波動而引致超出交易金額；(v) 未能
即時執行的代授權指示。本人須對超出信用限額的交易負責。如欲查詢上述安排及現行之
超逾信用額手續費，本人可致電安信信用卡客戶服務熱線。
5. 倘若在任何月結單上所列明的最低付款額並未在到期繳款日期前繳付，則本人須繳付逾期
費用。儘管月結單上訂明最低付款額及到期繳款日期，安信可隨時要求本人立即償還信用
卡賬戶的所有欠款或暫停信用卡的使用。
6. 倘安信在月結單截數日起計60 天內並無收到本人的通知說明月結單有錯誤或任何交易
未經授權，則該月結單將被視為確證。
7. 本人若不接受安信提出任何對持卡人協議的修訂，可終止信用卡服務。
8. 本人須負責全數彌償安信因追收債項及執行持卡人協議合理地引起的合理費用，包括但不
限於追討代理人費用及按彌償基準計算的律師費及有關支出。
9. 本人的信用卡或私人密碼如遺失、被竊、外洩或遭未經授權使用，本人應從速報告。如身
處海外，本人應通知卡機構（按情況適用）的任何成員，則本人就未經授權的交易（但不
包括現金透支）須承擔的責任最高為每張卡港幣500 元。此最高責任款額不適用於本人
在知情的情況下容許任何人士使用本人的信用卡或私人密碼，或使用或保管信用卡或私人
密碼時有欺詐行為或嚴重疏忽，或未有採取安信不時建議的安全防範措施，本人需負責所
有交易須承擔的金額。
10. 有關港中旅集團忠誠客戶獎勵計劃的條款與細則(包括當中載列之個人資料收集的條款與
細則及直接促銷)之詳情，請瀏覽中旅星賞會網頁。
http://www.ctssr.com/startour-rewards/terms-and-condition_tc
11. 若本人需更改個人資料或直接促銷途徑，本人須同時分別向中旅及安信提供更新的資料。
12. 中旅星賞會的會籍將於信用卡成功申請後的3 個月內生效。中旅星賞會的會籍或港中旅
集團忠誠客戶獎勵計劃的條款與細則可隨時更改而毋須事先通知，有關條款及細則之詳情，
請瀏覽中旅星賞會網頁
http://www.ctssr.com/startour-rewards/terms-and-condition_tc。無論本人現在是否
中旅星賞會會員，當星旅銀聯鑽石卡獲批後，客戶將獲提供新的中旅星賞會會員號碼，該

號碼將會列印在星旅卡上(若閣下是現有中旅星賞會會員，現有之有效會員號碼仍可並存
使用)。
安信星旅銀聯鑽石卡重要收費撮要
（生效日期：2017年12月20日）
利息及財務費
零售購物實際

41.45%，安信會不時對持卡人之零售購物實際年利率作出檢討。如持卡人的月

年利率

結單之總結欠於到期繳款日或之前尚未全數清還，持卡人便須按以下項目繳付
財務費用：（i）未償還之月結單結欠將由到期繳款日前一個月結單截數日期起，
按每日計算直至全數清還為止；及（ii）所有在到期繳款日前一個月結單截數日
期後誌賬的新交易，從誌賬日起計算財務費用直至全數清還為止。

現金透支實際

47.90%，安信會不時對持卡人之現金透支實際年利率作出檢討。利息將按照每

年利率

次現金透支的未付清餘額，由有關的交易指示日期開始按日計息，直至全數付
清之日為止。

拖欠實際年利

不適用

率
免息還款期

長達 53 天

最低付款額

為港幣 50 元或以下所有項目之總額（以較高者為準）：
（i）已發單的全數財務費用以及其他利息與收費總額；（ii）月結單總結欠的
1%（不包括全數財務費用以及其他利息與收費總額）；（iii）逾期款項（如適
用）；（iv）超逾信用額之全數金額（如適用）
收費項目

年費

港幣 800 元

現金透支手續

現金透支交易額之 3.5%或港幣 100 元(以較高者為準)

費
外幣簽賬費用

豁免外幣簽賬手續費

逾期費用

最低付款額或港幣 250 元（以較低者為準）

超逾信用額費

每期港幣 180 元

退回授權直接

每項港幣 150 元

轉賬費

安信保留根據客戶之戶口記錄並不時發出通知更改利率及收費的權利。安信可不時通知客戶修改
上述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