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園區「Shopping Delights」購物禮遇 

條款及細則 

1. 利園區「Shopping Delights」購物禮遇推廣日期由2020年11月3日起至11月30日(換完即止)。顧客於希慎廣場、利舞臺廣場、

禮頓中心或希慎道壹號I.T HYSAN ONE指定地點透過電子貨幣（即信用卡、借記卡、銀聯卡、易辦事、信用卡Cash Dollar、

支付寶、雲閃付、Apple Pay、Google Pay、Samsung Pay及 WeChat Pay）消費滿指定金額，即可獲得以下指定購物禮遇。

詳情如下： 

利園區指定消費地點 
即日電子貨幣消費 

(單一機印單據正本) 

購物禮遇 

 

希慎廣場/ 利舞臺廣場/ 

禮頓中心/ 希慎道一號 
每滿HK$500 

(上限 HK$5,000) 

HK$100 
DFS 旗下香港 T 廣場美妝世界電子優惠禮券 1 

(須消費滿 HK$200 方可使用 

電子優惠禮券有效期: 1 – 31/12/2020) 

fusion/Market Place 
SaSa Supreme/UNIQLO 

額外獎賞: 

HK$100  

譽宴．星海薈電子餐飲禮券 2 

 

2. 只限單一即日機印消費單據正本連相符之電子貨幣付款存根正本。每張單據的有效消費金額計算以 HK$5,000 為上限，並只

限換領最多 HK1,000 DFS 旗下香港 T 廣場美妝世界電子優惠禮券 / HK$1,000 譽宴．星海薈電子餐飲禮券。 

3. Apple、Van Cleef & Arpels、挑戰者、希慎廣場地下(啟超道入口)、希慎廣場一樓中庭及利舞臺廣場地面正門之期間限定店或

臨時展銷攤位所發出之收據恕不接受。 

4. HK$100 希慎廣場 DFS 旗下香港 T 廣場美妝世界電子優惠禮券有效期為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並須消費滿 HK$200

方可使用，並以扣減禮券或優惠後之實際淨額計算。每次交易最多可使用十張優惠禮券，不可與其他利園區禮券/電子禮券同

時使用 (包括利園區購物禮券、利園區電子購物禮券或利園區電子購物優惠禮券等)，並必須於指定有效期内使用，逾期不作

補發。有關電子優惠禮券不設退款亦不可兌換為現金、DFS 旗下 T 貴賓會積分或其他推廣優惠積分。若顧客進行退款，將以

貨品價格之淨額計算，一次性扣減電子禮券的總值將不作退還。有關優惠禮券的詳細條款及細則，請參閱優惠禮券或向相關

指定商戶查詢。 

5. HK$100 譽宴．星海薈電子餐飲禮券須受有關商戶之使用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向店員查詢。 

6. 每次交易只限使用由同一位 Lee Gardens Club 會員(單一會員號碼)所持有之電子優惠禮券。 

7. 所有禮遇數量有限，先到先得，換罄後換領活動將即時終止而不會另行通知。利園區電子優惠禮券會依指定次序及組合送

出，顧客不可自行選擇。 

8. 每套消費滿港幣指定金額之即日單一正本機印消費單據連相符之電子貨幣付款存根正本，最多可換領禮遇乙次，禮遇換領後

不得更換。希慎市場推廣有限公司有權影印該單據及存根，以作稽核之用。 

9. 以上換領活動只接受電子貨幣消費，即信用卡、借記卡、銀聯卡、易辦事、信用卡 Cash Dollar、支付寶、Apple Pay、Google 

Pay、Samsung Pay 及 WeChat Pay。其他付款方法，包括現金、八達通、現金券、商戶儲值卡或會員積分、商場或商戶優惠券

等一概不接受。希慎市場推廣有限公司有權要求使用支付寶、Apple Pay 、Google Pay，Samsung Pay 及 WeChat Pay 消費之顧

客開啟相關手機應用程式，以作稽核之用。 

10. 每位顧客每次可出示最多1張由希慎廣場、利舞臺廣場、禮頓中心或希慎道壹號I.T HYSAN ONE指定地點之指定零售商戶即日

發出的電子收據及相關的付款存根之正本，於消費當日親臨希慎廣場一樓禮賓部或利舞臺廣場一樓(開放時間: 每日上午11時

正至晚上10時30分) 換領禮遇，逾期恕不接受。(除顧客之消費交易單據於晚上10時15分後印發，顧客可於翌日內帶同該商戶

單據正本及電子貨幣存根正本換領禮遇，最後活動日期除外。) 

11. 每位顧客每次最多可獲處理並換領五套購物禮遇。 

12. 已取消、退款、換貨或因換貨而衍生之額外交易、偽造、欺詐或未誌帳的交易恕不接受。適用的消費並不包括商戶/餐廳小費、

繳交公共事務費用、八達通自動增值金額或交易、寫字樓租戶消費、未誌賬／未經許可之交易、任何沒有信用卡簽賬存根或

商戶購物單據之交易( 如網上購物、郵購／傳真／電話訂購／網上訂購／慈善捐款）、使用／購買商戶代用券或現金券、銀行

服務、電訊服務、停車場、增值卡或任何儲值卡增值服務或交易。手寫收據、單一信用卡存根、重印或影印收據、損毀收據、

按金收據( 包括部份或全數付款 )、購買或使用禮券／贈券的收據及繳費賬單收據恕不接受。 

13. 所有單據在換領以上優惠後，即不可再用於登記換領 Lee Gardens Club 利園區會員積分。 

https://www.leegardens.com.hk/dining/LTP/277/U-Banquet?lang=zh-HK
https://www.leegardens.com.hk/dining/LTP/277/U-Banquet?lang=zh-HK
https://www.leegardens.com.hk/dining/LTP/277/U-Banquet?lang=zh-HK


 
 

14. 顧客必須親身換領購物禮遇，恕不接受商戶員工或其他第三者換領。 

15. 利園一期、利園二期、利園三期、利園五期、利園六期、希慎廣場、利舞臺廣場、禮頓中心、希慎道壹號或利園其他商舖(蘭

芳道25號或白沙道12號)的商戶員工均不得換領購物禮遇。 

16. 在本推廣優惠中，凡由指定商戶直接出售或提供的產品、服務及資訊，其相關義務及責任概由有關指定商戶全力承擔。 

17. 所有購物禮遇不可轉讓，及兌換現金、其他貨品或服務，使用時亦不設找贖或退款。 

18. 電子優惠禮券之金額不可用作登記積分或換領利園區的現金券/禮品/免費泊車優惠。 

19. 以上換領活動不可與利園區其他推廣活動及優惠同時使用 (泊車優惠及童享禮遇電子小豬印章換領除外)。 

20. 電子優惠禮券會通過電話短訊，以電子優惠禮券方式向客人發出。電子優惠禮券需以附有瀏覽互聯網功能及以安裝Lee 

Gardens 手機應用程式的智能手機 (iOS, Android) 開啟。 

21. 顧客必須登記成為Lee Gardens Club會員方可開啟並使用電子優惠禮券。 

22. 顧客須提供正確流動電話號碼，否則希慎市場推廣有限公司將不會為任何資料錯誤導致電子優惠禮券無法送達而負責，而相

關的電子優惠禮券亦不會獲補發。 

23. 有關電子優惠禮券須經希慎市場推廣有限公司驗證簽發方為有效。 

24. 有關電子優惠禮券只可使用一次。 

25. 有關電子優惠禮券不可更改，亦不可兌換或其他任何面值之優惠券，使用時亦不設找贖或退款。 

26. 顧客須退還未經使用的購物禮遇予指定的禮賓部方可辦理商戶的退款服務。指定退還櫃檯為希慎廣場一樓/利舞臺廣場一樓，

開放時間為上午11時至下午10時30分。 

27. 退回購物禮遇手續只會辦理一次，及不可取消。 

28. 退回購物禮遇手續須於推廣活動日期內辦理。 

29. 購物禮遇如有損毀、遺失、被使用、開封或遭盜竊，希慎市場推廣有限公司及商戶均不會接受顧客退還及退款，希慎市場推

廣有限公司概不承擔任何責任。已損毀之購物禮遇及其掃瞄或影印本，和非原裝的購物禮遇亦不會被接納。希慎市場推廣有

限公司保留決定購物禮遇退還的有效性，真實性及認可性的權利。 

30. 顧客必須親身退還購物禮遇，有關禮遇須與換領之禮遇紀錄相符，恕不接受商戶員工或其他第三者退還禮遇。 

31. 希慎市場推廣有限公司並非獎品供應商，任何享用及／或退還購物禮遇（包括但不限於直接或間接）而造成的損失或破壞，

或人身傷害，希慎市場推廣有限公司概不負責，法律規定之責任除外。 

32. 希慎處理退還購物禮遇程序後，退款服務須受商戶的條款及細則約束。希慎市場推廣有限公司將不提供有關退款服務的保證

及安排，請預先與商戶溝通有關安排。詳情請參考商戶的條款及細則或直接與商戶聯繫。 

33. 希慎市場推廣有限公司及有關商戶有權隨時終止或延長上述換領計劃及／或更改／修訂／改變上述任何條款及細則而毋須預

先通知，亦不會對任何一方負上任何責任。如有任何爭議，希慎市場推廣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34. 除客戶和希慎（包括其繼承人和受讓人）外，任何人等均無權根據《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執行或享受此條款及細則中

所列明的任何利益。 

35. 希慎 ( 包括其代理人）或會要求顧客提供身份證明或其他個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個人姓名、提款卡／信用卡號碼，以用作處

理購物禮遇換領及／或退還、核實顧客換領資格或消費單據之有效性或真確性，及／或作內部行政及審核目的。如顧客拒絕

提供有關上述資料，希慎保留權利拒絕為顧客處理購物禮遇換領及／或退還。個人資料只會被保存作上述用途，並會於活動

結 束 後 的 三 個 月 內 銷 毀 。 顧 客 向 希 慎 提 供 個 人 資 料 ， 即 表 示 同 意 希 慎 私 隱 政 策 聲 明

(http://www.leegardens.com.hk/privacy.aspx?lang=zh-HK )。 

36. 顧客有權要求存取其由希慎保存的個人資料，並要求就其不正確的個人資料作出修改；希慎亦有權就處理及遵循顧客存取個

人資料的要求收取合理費用。顧客如欲存取或修改其個人資料，或對希慎在個人資料的政策及實行方面有疑問，請以書面方

式電郵至data.officer@hysan.com.hk。 

37. 上述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http://www.leegardens.com.hk/privacy.aspx?lang=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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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S旗下香港 T廣場美妝世界電子優惠禮券– 使用條款及細則 

 

1. 此電子優惠禮券有效期為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逾期無效。任何逾期、未經兌換或未經使用的電子優惠禮

券恕不延期，亦不可退款或兌換現金 。 

2. 此電子優惠禮券只適用於希慎廣場 DFS 旗下香港 T 廣場美妝世界，並須消費滿 HK$200 方可使用（以扣減禮券或優惠後

之實際淨額計算），以及不可與其他利園區禮券/電子禮券同時使用(包括利園區購物禮券、電子購物禮券或利園區電子餐

飲優惠禮券等)。 

3. 此電子優惠禮券不可更改、轉讓及不設找贖或退款，亦不可兌換為現金、DFS 旗下 T 貴賓會積分、其他推廣優惠積分或

其他任何面值之優惠券。若顧客進行退款，將以貨品價格之淨額計算，一次性扣減電子禮券的總值將不作退還。  

4. 視乎個別商戶而定，本電子禮券或不可與其他推廣優惠同時使用。 

5. 此電子優惠禮券只可使用一次。 

6. 每次交易最多可使用十張電子優惠禮券。 

7. 此電子優惠禮券不可更改及不設找贖或退款，亦不可兌換為現金。若顧客進行退款，將以貨品價格之淨額計算，一次性

扣減電子禮券的總值將不作退還。 

8. 每次交易只限使用由同一位 Lee Gardens Club 會員(單一會員號碼)所持有之電子優惠禮券，並不可要求商戶分單。 

9. 優惠詳情請向有關商戶查詢。對於客戶因電子優惠禮券的有效性或使用而衍生的查詢、申索及投訴，有關指定商戶將承

擔所有責任。 

10. 此電子優惠禮券不適用於購買商戶禮券、現金券、禮品卡或增值商戶儲值卡。 

11. 所有使用電子優惠禮券之交易，商戶將不作退款。 

12. 此電子優惠禮券必須於付款前出示及使用，過後恕不受理。 

13. 所有電子優惠禮券之交易，其扣減電子優惠禮券後之合資格淨額消費，可用作登記積分，或於消費當日換領利園區免費

泊車優惠/推廣活動優惠 (如適用) ，優惠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 

14. 電子優惠禮券會通過電話短訊方式發出。電子優惠禮券需以附有瀏覽互聯網功能及已安裝 Lee Gardens 應用程式的智能

手機 (iOS 或 Android) 開啟。 

15. 顧客須提供正確的流動電話號碼，並確保手機已安裝 Lee Gardens 應用程式及可瀏覽互聯網 。如因資料錯誤、Lee 

Gardens 應用程式失靈、互聯網或任何故障而導致電子優惠禮券無法送達，希慎市場推廣有限公司概不負責，而相關的

電子優惠禮券亦不會獲補發。 

16. 此電子優惠禮券如有遺失、損毀或遭盜竊，概不補發，希慎市場推廣有限公司概不承擔任何責任。指定零售及餐飲商戶

亦不會接納損毀、掃瞄或影印本之電子優惠禮券。 

17. 如有查詢，請致電禮賓部熱線： (852) 2886 7222 (希慎廣場) / (852) 2886 7302 (利舞臺廣場) 

18. 希慎市場推廣有限公司有權隨時終止或延長上述活動及／或更改、修訂或改變任何條款及細則而毋須預先通知，亦不會

對任何一方負上任何責任。如有任何爭議，希慎市場推廣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19. 除顧客和希慎（包括其繼承人和受讓人）外，任何人等均無權根據《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執行或享受此條款及細

則中所列明的任何利益。 

20. 希慎市場推廣有限公司保留修訂各項條款及細則之權利，毋須預先通知。 

21. 上述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譽宴．星海薈電子餐飲禮券– 使用條款及細則 

 

1. 此電子優惠禮券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逾期無效。任何逾期、未經兌換或未經使用的電子優惠禮券恕不延期，

亦不可退款或兌換現金 。 

2. 此電子優惠禮券不適用於任何宴會、貴賓廳、婚宴及節日產品。 

3. 此電子優惠禮券不可更改及不設找贖或退款，亦不可兌換為現金。若顧客進行退款，將以貨品價格之淨額計算，一次性

扣減電子禮券的總值將不作退還。 

4. 此電子優惠禮券只適用於利舞臺譽宴．星海薈 (銅鑼灣)，以及不可與其他利園區禮券/電子禮券同時使用(包括利園區購

物禮券、電子購物禮券或利園區電子餐飲優惠禮券等)。 

5. 視乎個別商戶而定，本電子禮券或不可與其他推廣優惠同時使用。 

6. 此電子優惠禮券只可使用一次。 

7. 每次交易最多可使用十張電子優惠禮券。 

8. 每枱消費只限使用由同一位 Lee Gardens Club 會員(單一會員號碼)所持有之電子優惠禮券，並不可要求商戶分單。 

9. 優惠詳情請向有關商戶查詢。對於客戶因電子優惠禮券的有效性或使用而衍生的查詢、申索及投訴，有關指定商戶將承

擔所有責任。 

10. 此電子優惠禮券不適用於購買商戶禮券、現金券、禮品卡或增值商戶儲值卡。 

11. 所有使用電子優惠禮券之交易，商戶將不作退款。 

12. 此電子優惠禮券必須於付款前出示及使用，過後恕不受理。 

13. 所有電子優惠禮券之交易，其扣減電子優惠禮券後之合資格淨額消費，可用作登記積分，或於消費當日換領利園區免費

泊車優惠/推廣活動優惠 (如適用) ，優惠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 

14. 電子優惠禮券會通過電話短訊方式發出。電子優惠禮券需以附有瀏覽互聯網功能及已安裝 Lee Gardens 應用程式的智能

手機 (iOS 或 Android) 開啟。 

15. 顧客須提供正確的流動電話號碼，並確保手機已安裝 Lee Gardens 應用程式及可瀏覽互聯網 。如因資料錯誤、Lee 

Gardens 應用程式失靈、互聯網或任何故障而導致電子優惠禮券無法送達，希慎市場推廣有限公司概不負責，而相關的

電子優惠禮券亦不會獲補發。 

16. 此電子優惠禮券如有遺失、損毀或遭盜竊，概不補發，希慎市場推廣有限公司概不承擔任何責任。指定零售及餐飲商戶

亦不會接納損毀、掃瞄或影印本之電子優惠禮券。 

17. 如有查詢，請致電禮賓部熱線： (852) 2886 7222 (希慎廣場) / (852) 2886 7302 (利舞臺廣場) 

18. 希慎市場推廣有限公司有權隨時終止或延長上述活動及／或更改、修訂或改變任何條款及細則而毋須預先通知，亦不會

對任何一方負上任何責任。如有任何爭議，希慎市場推廣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19. 除顧客和希慎（包括其繼承人和受讓人）外，任何人等均無權根據《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執行或享受此條款及細

則中所列明的任何利益。 

20. 希慎市場推廣有限公司保留修訂各項條款及細則之權利，毋須預先通知。 

21. 上述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