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條款及細則：
1. 此推廣(「推廣」)由 2020 年 3 月 2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推廣
期」)。
2. 此推廣只適用於經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DBS Bank (Hong Kong)
Limited （「本行」）投保的客戶(「客戶」)。
3. 此推廣之保障計劃由安達保險香港有限公司（「安達保險」) 承保。安達
保險保留最終批核投保申請的權利。有關保障計劃的承保範圍及其他詳
情，請參閱相關之產品小冊子及保單條款。
4. 所有折扣、獎賞均不可轉換或退款。本行有權以其他獎賞代替而無須事先
通知。
5. 本行及安達保險並非禮品(請參閱第 17 條至 20 條，及第 23 條至 24 條
（「禮品」)的供應商。禮品須按其供應商指定的條款及細則使用，而兌
換方法則須按安達保險指定的條款及細則。如對已換領的禮品或產品或服
務有任何查詢或投訴，請直接與有關供應商聯絡，本行及安達保險對此不
承擔任何責任/法律責任。
6. 所有禮品資料、價值及圖片只供參考，一切以供應商的資料為準。
7. 若客戶取消相關投保申請及/或保單，禮品將作廢代替而無須事先通知或
禮品之價值將從退會保費中扣除。
8. 此推廣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9. 客戶在此推廣中必須不涉及任何濫用/違規，方可參加此推廣，否則本行
會在客戶的戶口內扣除獎賞的等值金額而不事先通知及/或採取行動追討
任何未償付金額。
10.

本行有權修改此條款及細則/或更改/終止此推廣而無須給予通知。

本行的決定為最終定論。
11.

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12.

本行為安達保險授權的保險代理商。本行將從安達保險收取佣金及

獎勵，作為銷售安達產品的報酬。
13.

安達保險可全權決定客戶是否合資格參與此推廣。

14.

DBS 安達保險熱線(電話號碼：3191 6618) 是安達保險特別為客戶

而設的保險查詢熱線。

指定條款及細則：
15.

保費優惠：

客戶在推廣期內成功經本行網站，DBS Omni 應用程式或 DBS 安達保險
熱線 (電話號碼：3191 6618)成功投保以下任何保障計劃(「一般保障計
劃」)，可享相關保費折扣優惠：
a. TravellerShield 單次旅遊保障 – 保費 55 折;
b. TravellerShield 全年旅遊保障 – 首年保費 6 折;
c. HomeShield 家居保障 – 首年保費 75 折;
d. LandlordShield 業主保障 – 首年保費 75 折;
e. MasterShield 危疾保障– 首年保費 75 折;

f. JuniorShield 子女危疾保障– 首年保費 75 折;
g. MyShield 住院現金保障– 首年保費 75 折 (「MyShield 保障計
劃」);
16.

保費優惠 – MobileShield 手機保障

客戶在推廣期內成功經本行網站或 DBS Omni 應用程式投保
MobileShield 手機保障並同時於投保時輸入優惠碼「mobile10」，可享
相關保費折扣優惠：
a. 每月付款 – 首年保費可享有 9 折優惠;
b. 每年付款 – 首年保費可享有 9 折優惠;
17.

禮品 - TravellerShield 單次旅遊保障(金計劃)

客戶在推廣期內成功經本行網站或 DBS Omni 應用程式投保
TravellerShield 單次旅遊保障(金計劃)及乎合以下條件，可享以下相關禮
品優惠：
a. 每保單 2 或 3 個受保人及所選目的地為任何亞洲國家(中國大陸除
外) - HK$100 超市禮券
i.

每張保單即可獲得 HK$50 超市禮券兩(2)張。

ii.

於 2020 年 5 月 31 日前，兌換超市禮券的通知電郵將發送至
合資格客戶在網上投保時登記的電郵地址。

iii.

此推廣不可與 DBS 員工優惠同時使用。

b. 每保單 4 個或以上受保人及所選目的地為為任何亞洲國家(中國大
陸除外) - HK$200 超市禮券
i.

每張保單即可獲得 HK$50 超市禮券肆(4)張。

ii.

於 2020 年 5 月 31 日前，兌換超市禮券的通知電郵將發送至
合資格客戶在網上投保時登記的電郵地址。

iii.
18.

此推廣不可與 DBS 員工優惠同時使用。

禮品 – TravellerShield 全年旅遊保障(金計劃)

客戶在推廣期內成功經本行網站或 DBS Omni 應用程式投保
TravellerShield 全年旅遊保障(金計劃)及乎合以下條件，可享以下相關禮
品優惠：
a. TravellerShield 全年旅遊保障(金計劃) - HK$100 超市禮券
i.

每張保單即可獲得 HK$50 超市禮券兩(2)張。

ii.

於 2020 年 5 月 31 日前，兌換超市禮券的通知電郵將發送至
合資格客戶在網上投保時登記的電郵地址。

iii.
19.

此推廣不可與 DBS 員工優惠同時使用。

禮品 - HomeShield 家居保障計劃

客戶在推廣期內成功經本行網站(不包括 DBS Omni 手機應用程式)投保
HomeShield 家居保障計劃，可享以下相關禮品優惠：
a. HomeShield 家居保障計劃(計劃二)
i.

HK$600 超市禮券 -成功投保任何 HomeShield 家居保障計劃
(計劃二)，每張保單即可獲得 HK$50 超市禮券拾貳(12)張 。

ii.

於 2020 年 5 月 31 日前，兌換超市禮券的通知電郵將發送至
合資格客戶在網上投保時登記的電郵地址。

iii.

優惠只適用於現在及/ 或過去 12 個月內未曾為同一受保物業
持保、續保或取消「HomeShield 家居保障計劃」。

iv.

此推廣不可與 DBS 員工優惠同時使用。

20.

禮品 - PassengerOne 交通意外乘客保障
a. 客戶在推廣期內成功經本行網站或 DBS Omni 應用程式投保
PassengerOne 交通意外乘客保障，可享價值 HK$50「XAB
Taxi」點數：
b. 於 2020 年 5 月 31 日前，「XAB Taxi」點數的通知電郵將發送至
合資格客戶在網上投保時登記的電郵地址。有關「XAB Taxi」點數
的使用詳情﹐請參閱通知電郵及其中有關條款及細則。
c. 此推廣不可與 DBS 員工優惠同時使用。

21.

DBS Omni 應用程式額外折扣優惠(「Omni 優惠」）：
a. Omni 優惠只適用於由本行發出的 DBS 信用卡及聯營卡(不包括貴
賓卡及商務卡) 的主要持卡人 (「適用信用卡」) 。客戶於推廣期內
成功經本行網站，DBS Omni 應用程式或 DBS 安達保險熱線 (電話
號碼：3191 6618) 成功投保一般保障計劃， MyShield 保障計劃除
外(「賬單」），每張保單折扣後保費達:
i.

HK$300 至 HK$999，每保單可享 HK$25 折扣;

ii.

HK$1,000 或以上，每保單可享 HK$200 折扣;

iii.

可於該賬單成功簽賬後，於 DBS Omni 手機應用程式憑紅色
「一扣即享」功能直接扣減（「獎賞」）。

b. 客戶須於簽賬前下載及登記 DBS Omni 手機應用程式再於設定>推
送通知>選擇開啟「一扣即享」以享此優惠。交易誌賬後，客戶須
登入 DBS Omni 及點擊「一扣即享」功能直接扣減。此 Omni 優惠
毋須以 DBS$/ COMPASS Dollar 對銷簽賬。客戶需於 2020 年 4 月
30 日或之前完成扣減步驟，否則視作自行放棄該獎賞而不會另行
通知。

c. 獎賞不可轉讓、兌換現金、信貸額或其他折扣/貨品/服務。
d. 銀行會根據銀行紀錄內的簽賬日期及時間決定任何簽賬是否符合獎
賞資格。如客戶的簽賬存根與銀行的紀錄不符，銀行的紀錄將為最
終及決定性。
22.

iGO 用戶尊享保險 HK$20 額外折扣優惠(「iGO 用戶優惠」)
a. iGO 用戶優惠只適用於適用信用卡 。
b. 客戶須(1) 於推廣期內成功經本行網站，DBS Omni 應用程式或
DBS 安達保險熱線 (電話號碼：3191 6618) 成功投保一般保障計劃
MyShield 保障計劃除外 (「賬單」），每張保單折扣後保費達
HK$100 或以上；及(2) 必須於(1)的簽賬日起計，過往 3 個曆月內
曾以本行信用卡於 iGO Rewards 網站（「iGO 網站」）進行旅遊
產品預訂乙次，方可於推廣期內每個曆月享一次 HK$20 折扣。
c. 客戶須於簽賬前下載及登記 DBS Omni 手機應用程式再於設定>推
送通知>選擇開啟「一扣即享」以享此優惠。交易誌賬後，持卡人
須登入 DBS Omni 及點擊「一扣即享」功能直接扣減。此 Omni 優
惠毋須以 DBS$/ COMPASS Dollar 對銷簽賬。持卡人需於 2020 年
4 月 30 日或之前完成扣減步驟，否則視作自行放棄該獎賞而不會
另行通知。
d. 此優惠不可與 DBS Omni 優惠同時使用。
e. 獎賞不可轉讓、兌換現金、信貸額或其他折扣/貨品/服務。
f. 銀行會根據銀行紀錄內的簽賬日期及時間決定任何簽賬是否符合獎
賞資格。如持卡人的簽賬存根與銀行的紀錄不符，銀行的紀錄將為
最終及決定性。

23.

MyShield 保障計劃優惠適用於非適用信用卡付款

客戶於推廣期內成功經本行網站，成功投保 MyShield 保障計劃並使用非
適用信用卡付款及符合以下條件，可享以下相關禮品優惠：
a. MyShield 住院現金保障(個人計劃) -HK$500 超市禮券
i.

每張保單即可獲得 HK$50 超市禮券拾(10)張。

ii.

於 2020 年 7 月 31 日前，兌換超市禮券的通知電郵將發送至
合資格客戶在網上投保時登記的電郵地址。

iii.

此推廣不可與 DBS 員工優惠同時使用。

b. MyShield 住院現金保障(家庭計劃 (2 成人及 1 小童起)) -HK$1,000
超市禮券
i.

每張保單即可獲得 HK$50 超市禮券貳拾(20)張。

ii.

於 2020 年 7 月 31 日前，兌換超市禮券的通知電郵將發送至
合資格客戶在網上投保時登記的電郵地址。

iii.

24.

此推廣不可與 DBS 員工優惠同時使用。

MyShield 保障計劃優惠適用於使用適用信用卡付款
a. 客戶於推廣期內成功經本行網站，成功投保 MyShield 保障計劃
並以適用信用卡及符合以下條件，可享下列「一扣即享」或超市禮
券：

計劃

「一扣即享」/ 超市禮券

個人計劃

HK$500

家庭計劃

HK$1,000

(2 成人及 1 小童起)
b. 客戶選擇 MyShield 保障計劃「一扣即享」優惠須(1) 於簽賬前
下載及登記 DBS Omni 手機應用程式再於設定>推送通知>選擇開
啟「一扣即享」以享此優惠；及(2) 交易誌賬後，持卡人須登入
DBS Omni 及點擊「一扣即享」功能直接扣減。此 Omni 優惠毋須
以 DBS$/ COMPASS Dollar 對銷簽賬。持卡人需於 2020 年 5 月
15 日或之前完成扣減步驟，否則視作自行放棄該獎賞而不會另行
通知。
c. 客戶符合條款 24b 但未能於 5 月 15 日或之前成功完成「一扣即
享」扣減步驟，於 24a 列表中的相關超市禮券會給予客戶。於
2020 年 7 月 31 日前，兌換超市禮券的通知電郵將發送至合資格客
戶在網上投保時登記的電郵地址。
d. 如客戶取消 MyShield 保障計劃，「一扣即享」優惠會作廢代替
而無須事先通知或「一扣即享」之價值將從客戶之信用卡戶口中扣
除。
e. 於條款 24 之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