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yMe 消费券登记活动条款及细则：
活动时间
1. 除另有指明外，PayMe 消费券登记活动（“活动”）的活动期为 2022 年 6 月 23 日至 2022
年 7 月 23 日（“活动期”）。
活动对象
2. 此活动仅限完成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登记以 PayMe 领取 2022 年（第二阶段）消费券
计划下的消费券的 PayMe 客户（各自称为“合资格用户”）参加。
PayMe 登记优惠券
3. 在本条款及细则规限下，合资格用户凡成功完成登记 2022 年（第二阶段）消费券计划，
即可通过 PayMe 钱包获得价值 25 港元的 PayMe 登记优惠券（“优惠券”）。
4. PayMe 会在收到政府的有关登记确认后 1 个工作日内发放优惠券，但前提是：
a. 活动期间仅限发放待定张优惠券，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b. 合资格用户在活动期内获得的优惠券不得超过一张；以及
c. 合资格用户的 PayMe 钱包并未被暂停或终止使用。
5. 活动期内，PayMe 可酌情决定增加所发放的优惠券数量。
6. 每张优惠券均须受本条款及细则约束。
7. 如合资格用户在活动期内改用 PayMe 以外的储值支付工具来登记领取消费券，本行将保
留权利取消发出优惠券。
8. 合资格用户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方可在 PayMe 交易中使用优惠券：
a. 交易金额必须达到 50 港元或以上；
b. 在 2022 年 8 月 7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兑换期内使用优惠券；
c. 合资格用户的 PayMe 钱包尚未达到余额限制（而加入优惠券后亦不会超出此限
制）；以及
d. 合资格用户的 PayMe 钱包并未被暂停或终止使用。
（“合资格交易”）
优惠券会自动适用于任何合资格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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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顾客可在每笔合资格交易中使用一张优惠券。
10. 合资格用户可通过 PayMe 应用程序的“转赠”功能，将优惠券转让给其他 PayMe 用户。优
惠券一经与其他 PayMe 用户分享，本行即无须承担任何相关责任。
11. 如顾客或商户就已使用优惠券的交易提出退款（不论全部或部分），本行保留权利撤回优
惠券，或将通过优惠券存入 PayMe 钱包的款项扣除。
参加本活动前需阅读的其他重要条款
12. 所有合资格用户需同时接受 PayMe 消费券条款及细则约束1。
13. 在整个或相关（视具体情况而定）活动期内，合资格用户在本行的个人信息记录必须保持
正确及有效，方可获取优惠券。
14. 如有任何源自或有关本条款及细则的争议，本行保留最终决定权。
15. 本行保留权利随时更改本条款及细则并终止活动，而不作事先通知。请浏览 PayMe 网站
以查看有关变动。本行对于任何更改或终止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16. 合资格用户如违反本条款及细则，干扰此活动，就此活动作出具有滥用、舞弊或欺诈成分
的行为，作出虚假声明或陈述或违反适用的法律或法规，本行保留权利取消该合资格用户
的参加资格，其后亦可能会撤销优惠及追讨任何损失。
17. 合资格用户有责任遵照法例而（自行）支付因获得有关折扣而牵涉的一切税款、关税、征
费或类似税项，本行对此概不负责。
18. 此活动受现行监管规定约束。
19. 此活动于香港境内举行。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法例所管辖，并按照香港法例解释，每位合
资格用户同意接受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辖权。
20. 如本条款及细则的英文版本和中文版本之间有任何差异或不一致，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词汇定义
“本行” 指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由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刊发
储值支付工具牌照号码：SVFB002

1

https://payme.hsbc.com.hk/files/Consumption-Voucher-Scheme-2022-SC.pdf

PUBLIC

PayMe 消费券登记抽奖条款及细则：
活动时间
1. 除另有指明外，PayMe 消费券登记抽奖（“抽奖活动”）的活动期为 2022 年 6 月 23 日至
2022 年 7 月 23 日（“活动期”）。
抽奖活动的参加资格
2. 抽奖活动仅限完成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登记以 PayMe 领取 2022 年（第二阶段）消费
券计划下的消费券的 PayMe 客户（各自称为“合资格用户”）参加。
抽奖活动
3. 合资格用户凡成功以 PayMe 领取 2022 年（第二阶段）消费券计划下的消费券，即可自
动参加抽奖活动。
4. 活动期内，合资格用户最多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
5. 电脑将于活动期结束后 30 日内随机抽出抽奖活动的获奖者（“获奖者”）。获奖者将可赢
取 Tesla Model 3 一台（“奖品”）。
6. 活动期结束后 30 日内，本行将通过获奖者的 PayMe 注册电子邮箱（“兑奖电子邮箱”）通
知有关获奖者所获得的奖品。
7. 获奖者须自行承担因领奖及使用奖品而须支付的任何及一切额外费用。
8.

获奖者必须根据兑奖电子邮箱内的指示和时间表兑换奖品，否则奖品将被视为没收。

9. 本行可能会要求为获奖者拍照，以供 PayMe 的社交媒体帖子或公告使用。为领取奖品，
获胜者必须填妥必需的文件，允许本行使用获奖者的图像供 PayMe 作社交媒体帖子或公
告用途。 本行会将获奖者的 PayMe ID 及部分遮盖的姓名发送给 Tesla Motors HK
Limited，以安排领奖。
10. 本行保留权利在社交媒体或其他市场推广或宣传材料上刊登获奖者的姓名及／或附有其样
貌的照片和视频，并可能在本行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提供有关信息作宣传之用。获奖者领取
奖品，即表示同意有关信息的使用。
11. 获奖者不得同时是 PayMe 推荐大奖的获奖者。如有 PayMe 客户同时在本抽奖活动及
PayMe 推荐大奖中获奖，本行保留权利重新抽出获奖者。
12. 获奖者必须确保在兑换奖品时，其 PayMe 钱包并未被暂停或终止使用。
13. 本行有权以任何礼品取代奖品而不作事先通知。
参加本活动前需阅读的其他重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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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所有合资格用户需同时接受 PayMe 消费券条款及细则约束2。
15. 在整个或相关（视具体情况而定）活动期内，合资格用户在本行的个人信息记录必须保持
正确及有效，方可获取优惠券。
16. 如有任何源自或有关本条款及细则的争议，本行保留最终决定权。
17. 本行保留权利随时更改本条款及细则并终止活动，而不作事先通知。请浏览 PayMe 网站
以查看有关变动。本行对于任何更改或终止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18. 合资格用户如违反本条款及细则，干扰此活动，就此抽奖活动作出具有滥用、舞弊或欺诈
成分的行为，作出虚假声明或陈述或违反适用的法律或法规，本行保留权利取消该合资格
用户的参加资格，其后亦可能会撤销优惠及追讨任何损失。
19. 合资格用户有责任遵照法例而（自行）支付因获得有关折扣而牵涉的一切税款、关税、征
费或类似税项，本行对此概不负责。
20. 此抽奖活动受现行监管规定约束。
21. 此抽奖活动于香港境内举行。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法例所管辖，并按照香港法例解释，每
位合资格用户同意接受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辖权。
22. 如本条款及细则的英文版本和中文版本之间有任何差异或不一致，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词汇定义
“本行” 指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由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刊发
储值支付工具牌照号码：SVFB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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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Me 消费券推荐计划条款及细则：
活动时间
1. 除另有指明外， PayMe 消费券推荐计划（“活动”）的活动期为 2022 年 6 月 23 日至
2022 年 7 月 23 日（“活动期”）。
活动对象
2. 活动仅限符合以下条件的 PayMe 客户参加：
a) 推荐朋友（称为“推荐人”）以 PayMe 领取 2022 年（第二阶段）消费券计划下
的消费券；或
b) 接受朋友推荐（称为“被推荐人”）并完成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登记以 PayMe
领取 2022 年（第二阶段）消费券计划下的消费券；
（各自称为“合资格用户”）。
PayMe 推荐优惠券
3. 在本条款及细则规限下，合资格用户在活动期内成功完成以下条件（“条件”），将可通
过 PayMe 钱包获得价值 15 港元的 PayMe 推荐优惠券（“优惠券”）：
a. 如为推荐人，则须使用 PayMe 推荐链接并分享给被推荐人；以及
b. 如为被推荐人，则须接受推荐人推荐，并完成登记以 PayMe 领取 2022 年（第二
阶段）消费券计划下的消费券。
4. 符合条件后，PayMe 会在收到政府的有关登记确认后 1 个工作日内发放优惠券，但前提
是：
a. 活动期间仅限发放 320,000 张优惠券，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b. 每位合资格用户在活动期内获得的优惠券合计不超过十张；以及
c. 每位合资格用户的 PayMe 钱包并未被暂停或终止使用。
5. 活动期内，PayMe 可酌情决定增加所发放的优惠券数量。
6. 每张优惠券均须受本条款及细则约束。
7. 合资格用户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方可在 PayMe 交易中使用优惠券：
a. 交易金额必须达到 25 港元或以上；
b. 在 2022 年 8 月 7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兑换期内使用优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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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合资格用户的 PayMe 钱包尚未达到余额限制（而加入优惠券后亦不会超出此限
制）；以及
d. 合资格用户的 PayMe 钱包并未被暂停或终止使用。
（“合资格交易”）
优惠券会自动适用于任何合资格交易。
8. 顾客可在每笔合资格交易中使用一张优惠券。
9. 合资格用户可通过 PayMe 应用程序的“分享”功能，将优惠券转让给其他 PayMe 用户。优
惠券一经与其他 PayMe 用户分享，本行即无须承担任何相关责任。
10. 如顾客或商户就已使用优惠券的交易提出退款（不论全部或部分），本行保留权利撤回优
惠券，或将通过优惠券存入 PayMe 钱包的款项扣除。
11. 如合资格用户（包括“推荐人”及“被推荐人”）在活动期内改用 PayMe 以外的储值支
付工具来登记领取消费券，本行将保留权利取消发出优惠券。
参加本活动前需阅读的其他重要条款
12. 所有合资格用户需同时接受 PayMe 消费券条款及细则约束3。
13. 在整个或相关（视具体情况而定）活动期内，合资格用户在本行的个人信息记录必须保持
正确及有效，方可获取优惠券。
14. 如有任何源自或有关本条款及细则的争议，本行保留最终决定权。
15. 本行保留权利随时更改本条款及细则并终止活动，而不作事先通知。请浏览 PayMe 网站
以查看有关变动。本行对于任何更改或终止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16. 合资格用户如违反本条款及细则，干扰此活动，就此活动作出具有滥用、舞弊或欺诈成分
的行为，作出虚假声明或陈述或违反适用的法律或法规，本行保留权利取消该合资格用户
的参加资格，其后亦可能会撤销优惠及追讨任何损失。
17. 合资格用户有责任遵照法例而（自行）支付因获得有关折扣而牵涉的一切税款、关税、征
费或类似税项，本行对此概不负责。
18. 此活动受现行监管规定约束。
19. 此活动于香港境内举行。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法例所管辖，并按照香港法例解释，每位合
资格用户同意接受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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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如本条款及细则的英文版本和中文版本之间有任何差异或不一致，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词汇定义
“本行” 指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由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刊发
储值支付工具牌照号码：SVFB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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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Me 推荐大奖活动条款及细则：
活动时间
1. 除另有指明外，PayMe 推荐大奖（“有奖比赛”）的活动期为 2022 年 6 月 23 日至 2022
年 7 月 23 日（“活动期”）。
有奖比赛的参加资格
2. 抽奖活动仅限符合以下条件的 PayMe 客户参加：
a) 完成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登记以 PayMe 领取 2022 年（第二阶段）消费券计划
下的消费券；以及
b) 推荐朋友以 PayMe 领取 2022 年（第二阶段）消费券计划下的消费券（“推
荐”）；
（各自称为“合资格用户”）。
PayMe 推荐大奖
3. 合资格用户在活动期内成功完成 50 次或以上的 PayMe 推荐，即可自动参加有奖比赛。
4. 在活动期结束后：
a. 在活动期内，推荐次数最多的合资格用户将可赢取 Tesla Model 3 一台；以及
b. 在活动期内，接下来 8 位推荐次数最多的合资格用户（即在有奖比赛中排名第 2
位至第 9 位的合资格用户）将各获得一部 iPhone 13 Pro 智能手机；
（各自称为“奖品”）。
5. 如有两位或以上合资格用户的推荐次数相同，本行将视最早达到该推荐数量的参赛者为获
奖者。
6. 本行将于活动期结束后 30 日内通过获奖者的 PayMe 注册电子邮箱（“兑奖电子邮箱”）分
别通知有关获奖者所获得的奖品。
7. 获奖者须自行承担因领奖及使用奖品而须支付的任何及一切额外费用。
8.

获奖者须根据兑奖电子邮箱的指示和时间表兑换奖品，否则奖品将被视为没收。

9. 本行可能会要求为获奖者拍照，以供 PayMe 的社交媒体帖子或公告使用。为领取奖品，
获胜者必须填妥必需的文件，允许本行使用获奖者的图像供 PayMe 作社交媒体帖子或公
告用途。本行会将获奖者的 PayMe ID 及部分遮盖的姓名发送给 Tesla Motors HK Limited
（如为推荐次数最多的获奖者）或兑奖电子邮箱内所列的 PayMe 特选兑换中心（如为其
他获奖者），以安排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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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行保留权利在社交媒体或其他市场推广或宣传材料上刊登获奖者的姓名及／或附有其样
貌的照片和视频，并可能在本行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提供有关信息作宣传之用。获奖者参加
有奖比赛，即表示同意有关信息的使用。
11. 有奖比赛获奖者不得同时是 PayMe 消费券登记抽奖的获奖者。
12. 获奖者必须确保在兑换奖品时，其 PayMe 钱包并未被暂停或终止使用。
13. 本行有权以任何礼品取代奖品而不作事先通知。
参加本活动前需阅读的其他重要条款
14. 所有合资格用户需同时接受 PayMe 消费券条款及细则约束4。
15. 在整个或相关（视具体情况而定）活动期内，合资格用户在本行的个人信息记录必须保持
正确及有效，方可获取优惠券。
16. 如有任何源自或有关本条款及细则的争议，本行保留最终决定权。
17. 本行保留权利随时更改本条款及细则并终止活动，而不作事先通知。请浏览 PayMe 网站
以查看有关变动。本行对于任何更改或终止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18. 合资格用户如违反本条款及细则，干扰此活动，就此有奖比赛作出具有滥用、舞弊或欺诈
成分的行为，作出虚假声明或陈述或违反适用的法律或法规，本行保留权利取消该合资格
用户的参加资格，其后亦可能会撤销优惠及追讨任何损失。
19. 合资格用户有责任遵照法例而（自行）支付因获得有关折扣而牵涉的一切税款、关税、征
费或类似税项，本行对此概不负责。
20. 此有奖比赛受现行监管规定约束。
21. 此有奖比赛于香港境内举行。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法例所管辖，并按照香港法例解释，每
位合资格用户同意接受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辖权。
22. 如本条款及细则的英文版本和中文版本之间有任何差异或不一致，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词汇定义
“本行” 指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由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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