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關 Flexi Shopping「先簽賬後分期」的產品資料概要，請按此。 

推廣期內透過 AlipayHK 手機應用程式、於淘寶（taobao.com）/天貓 （tmall.com / tmall.hk）及/

或其手機應用程式簽賬及成功申請 Flexi Shopping「先簽賬後分期」計劃 (「Flexi Shopping」)，
更享精彩優惠！ 

  

免費體驗收取一次性手續費的 Flexi Shopping 計劃 6 個月分期 

以 DBS 信用卡於 AlipayHK 手機應用程式、於淘寶（taobao.com）/天貓 （tmall.com / tmall.hk）

及/或其手機應用程式單一簽賬滿 HK$500，並經 DBS Card+ app 成功申請收取一次性手續費

的 Flexi Shopping 計劃並選擇 6 個月分期，首項成功申請中最高單一合資格簽賬可享全額一次性
手續費回贈高達 HK$3,000*！ 

 
例子 1: 透過 AlipayHK 手機應用程式單一簽賬 HK$1,000並申請 Flexi Shopping 6 個月分期，可享

HK$50 一次性手續費回贈 

 商戶 簽賬金額 (HK$) 

申請分

期金額 
(HK$) 

分期期數 
一次性手續
費 (HK$) 

手續費回贈
金額* (HK$) 

首項合資格
分期申請 

AlipayHK $1,000 
$ 1,000 

6 $         50 $                50 

 

  

https://www.dbs.com.hk/iwov-resources/pdf/creditcards/key_facts_statement_instalment_loan_flexi_zh.pdf


例子 2: 於淘寶單一簽賬 HK$1,000並與其他簽賬一同申請 Flexi Shopping 6 個月分期，一次性手續

費回贈將以於淘寶簽賬的 HK$1,000 計算，可享淘寶簽賬的 HK$50 一次性手續費回贈 

 商戶 簽賬金額 (HK$) 

申請分期

金額  

(HK$) 

分期期數 
一次性手續

費 (HK$) 
手續費回贈金額

* (HK$) 

首項合資格

分期申請 

淘寶 $ 1,000  

 
$16,000 6 $       150 $50 

ABC Company $10,000 

Supermarket.com  $5,000  

 

例子 3: 於天貓及淘寶分別簽賬 HK$2,000及 HK$29,000並與其他簽賬一同申請 Flexi Shopping 6 

個月分期，一次性手續費回贈以淘寶 HK$29,000 (首項合資格分期申請中最高單的一合資格簽賬) 

計算，可享淘寶簽賬的 HK$250 一次性手續費回贈  

 商戶 簽賬金額 (HK$) 
申請分期

金額 (HK$) 
分期期數 

一次性手

續費 (HK$) 

手續費回贈金額* 

(HK$) 

首項合資

格分期申
請 

天貓 $2,000  

$41,000 
6 $500 $250 

淘寶 $29,000 

Supermarket.com  $10,000  

 
*註: 收費回贈只適用於推廣期內首項成功合資格分期申請中最高的單一合資格簽賬。本行將於
2022 年 8月 31 日或之前至發放收費回贈到合資格分期申請的信用卡戶口內，並顯示於月結單之

上。請注意合資格分期申請的第一期供款的誌賬日期必須在推廣期內，方合資格獲得收費回贈。 

 

一次性手續費收費詳情 

合資格單一分期申請

(HK$) 

6 個月供款期一次性手續

費 ^ (HK$) 

$500 至 $5,000 $50 

$5,000 以上至 $10,000 $100 

$10,000 以上至 

$20,000 

$150 



$20,000 以上至 

$30,000 

$250 

$30,000 以上至 

$40,000 

$400 

$40,000 以上至 

$50,000 

$500 

$50,000 以上至 

$60,000 

$600 

$60,000 以上至 

$100,000 

$900 

$100,000 以上至 

$150,000 

$1,300 

$150,000 以上至 

$200,000 

$1,900 

$200,000 以上 

$250,000 

$2,500 

$250,000 以上至 

$300,000 

$3,000 

 

^ 一次性手續費將於第 1期供款時一併於信用卡戶口扣除。 

 

 

2. AlipayHK/淘寶/天貓 100%簽賬現金回贈大抽獎 

將 AlipayHK 手機應用程式、於淘寶（taobao.com）/天貓 （tmall.com / tmall.hk）及/或其手機應

用程式簽賬及成功申請 Flexi Shopping 即可享大抽獎機會 1次，有機會贏取指定簽賬 100%現金回

贈 (每位得獎者可獲高達 HK$5,000 現金回贈, 共 3名得獎者)#！申請次數越多，機會越大，無須登
記！ 

 



#大抽獎獎品為 AlipayHK/淘寶/天貓 100%簽賬現金回贈 (名額：3名得獎者) 。如合資格客戶於推
廣期內有多於一項合資格分期交易，獎品將以每位得獎者於推廣期內金額最高之單一合資格分期

交易之 1倍作計算，並以 HK$5,000現金回贈為上限。 

 

 

 

 

 

 

推廣期: 

• 1/5/2022至 30/6/2022 

 

優惠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按此。 

更多 Flexi Shopping 優惠，詳情請按此。 

 

如何經 DBS Card+ 申請 Flexi Shopping「先簽賬後分期」計劃 

  
 

Step 1: 選擇你需要申請分期的簽賬 

Step: 選擇 6個月分期付款計劃，並點擊「確認」 

完成！  

立即申請 Flexi Shopping 

https://www.dbs.com.hk/iwov-resources/tnc/fs_taobao2022.pdf
https://www.dbs.com.hk/personal-zh/credit-cards/card-loans/flexi
https://cards.dbs.com.hk/b5/flexishopping/application.html


有關收取一次性手續費的 Flexi Shopping 的注意事項： 

1. 只適用於單一或合併的簽賬金額介乎 HK$500 至 HK$300,000 (以單一申請計算)。 

2. 所有申請必須於簽賬的到期繳款日前 6個工作天完成。否則，你必須於到期繳款日前先全

數繳付有關簽賬的款項。若 Flexi Shopping 的申請獲成功批核，有關簽賬將於下一個月轉

換為分期交易，而你已繳付有關簽賬的款項，可用以抵消下期月結單上的簽賬。 

3. 透過 DBS Card+ app 申請 Flexi Shopping 單一申請最多可合併 500項簽賬交易。  

4. 如你透過 DBS Card+ app 申請 DBS Black American Express® Card 的合資格簽賬轉換為

分期付款交易，該 Flexi Shopping 的申請只適用於單一簽賬交易，而該單一簽賬交易金額

必須為 HK$500 或以上 (申請一次性手續的 Flexi Shopping)(登入 DBS Card+ app > 選擇

「簽賬」頁面 > 選擇合資格交易以進行申請)。 

5. 如你申請 Flexi Shopping 的簽賬未能於月結單發出前成功轉換為分期交易，而你的信用卡

戶口安排了「自動轉賬」繳付月結單，你可於到期繳款日前致電客戶服務熱線 2290 8888

查詢可否安排更改付款指示 。 

6. 成功網上遞交申請後，你將會收到本行發出的回覆電郵。如你於申請時所輸入的簽賬資料

與本行記錄不符，本行將於有關簽賬的到期繳款日之前致電跟進。 

7. 優惠不合適用於 DBS Live Fresh 信用卡、商務卡及貴賓卡。 

8. 推廣受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按此。 

 

條款及細則 

「先簽賬後分期」計劃之產品資料概要及有關之條款及細則 

 

 

有用連結 

DBS Card+手機應用程式立即下載 

  

 

關於負責任借貸的提示 

• 客戶應清楚了解自己的財務狀況、日常開支及實際貸款需要。 

• 客戶應評估自己的還款能力，避免過度借貸。 

• 客戶應按時償還貸款，以免被收取逾期還款費用及額外罰息。 

•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https://www.dbs.com.hk/iwov-resources/tnc/fs_taobao2022.pdf
https://www.dbs.com.hk/iwov-resources/pdf/creditcards/key_facts_statement_instalment_loan_flexi_zh.pdf
https://www.dbs.com.hk/iwov-resources/pdf/creditcards/key_facts_statement_instalment_loan_flexi_zh.pdf
https://cards.dbs.com.hk/omni/ch/download/
https://cards.dbs.com.hk/omni/ch/downlo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