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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箱推广优惠 

 
推广优惠摘要: 

 
1) 豁免 3 个月保管箱租金优惠 

由即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全新/升级/现有的显卓私人理财/ 显卓理财/ 至尊理财户口客户（定义见下文）于指定

分行选用全新保管箱服务（指定保管箱尺寸），可享豁免 3 个月保管箱租金优惠。 

 
2) 高達 HK$100 信用卡免找数签账额奖赏优惠 

由即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全新或升级的客户（定义见下文）于指定分行同时选用全新保管箱服务（指定保管箱

尺寸）及开立全新或户口升级至显卓私人理财/ 显卓理财/ 至尊理财户口，可享高達 HK$100 信用卡免找数签账额奖赏。 

 
A. 保管箱推广优惠一般条款及细则 

 

1. 除非另有注明，优惠适用于 2021 年 10 月 2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包括首尾两天）（「推广期」）。 

2. 「全新客户」指客户（i）成功新开立显卓私人理财/ 显卓理财/ 至尊理财户口；及（ii）于新开立显卓私人理财/ 显卓

理财/ 至尊理财户口的日期前 12 个月内并没有于东亚银行有限公司（「本行」）以个人或联名方式持有显卓私人理

财/ 显卓理财/ 至尊理财户口。 

3. 「升级客户」指客户（i）为本行现有存款账户客户；及（ii）于升级至显卓私人理财/ 显卓理财/ 至尊理财户口的日

期前 12 个月内并没有于本行以个人或联名方式持有显卓私人理财/显卓理财/至尊理财户口；及（iii）成功将现有账

户升级至显卓私人理财/显卓理财/至尊理财户口。 

4. 「推广优惠」指豁免 3 个月保管箱租金及信用卡免找数签账额奖赏优惠。 

5. 推广优惠适用于以下指定保管箱尺寸： 

号码 保管箱尺寸 

1 3" x 5" x 22" 

2 5" x 5" x 22" 

3 3" x 10" x 22" 

4 5" x 10" x 22" 

 

6. 保管箱尺寸之供应须视乎个别分行当时的情况。详情请参考本行网页有关保管箱最新供应的资料，或向以下指定分

行职员查询。 

分行 地址 

香港区 

轩尼诗道分行 铜锣湾轩尼诗道 395-399 号东区商业大厦地下 

九龙区 

伟业街 133 号分行 观塘伟业街 133 号地下 

青山道分行 长沙湾青山道 305 号 地下及高层地下 1A 号铺 

开源道分行 观塘开源道 54 号丰利中心地下 1 号 

佐敦分行 佐敦弥敦道 241-243 号香港体检中心地下 G-I 号铺及地库 

马头围道分行 红磡马头围道 23-27 号隆基大厦地下 

旺角分行 旺角弥敦道 638-640 号地库至 M 楼层 

新蒲岗分行 新蒲岗崇龄街 65-89 号崇龄大厦地下 A 号铺 

大坑东分行 大坑东窝仔街 13 号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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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福广场分行 九龙湾德福广场 1 期 1 楼 F12B 号 

新界区 

葵芳分行 葵芳兴芳路 223 号新都会广场 1 楼 140-141 号铺 

大埔分行 大埔宝乡街 62-70 号联丰大厦地下 4 号铺 

大围分行 沙田大围道 16-18 号祥丰大楼地下 

天水围分行 天水围天恩路 18 号嘉湖 2 期 1 楼 103 及 103A 号铺 

屯门市广场分行 屯门屯隆街 3 号屯门市广场第 2 期高层地下 2-3 号 

东涌分行 大屿山东涌富东广场地下 10-11 号 

 

7. 若属联名账户，只有第一账户持有人可获享推广优惠。 

8. 每位客户于推广期内只可享有推广奖赏 1 次。 

9. 除非另有注明，所有推广优惠不可兑换现金及转让。 

10. 东亚银行集团成员之雇员不得参加此推广。 

11. 如已获奖赏之客户于开户日起计 1 年内取消保管箱的服务及其开立之户口，本行有权于其户口扣除相等于奖赏价值

之行政费用，而不作事前通知。 

12. 本行保留随时更改或取消此推广优惠及/或修改或修订此等条款及细则之权利，而无须事前通知。如有争议，本行所

作的决定为最终及不可推翻。 

13. 此等条款及细则之中英文版本如有歧异，以英文版本为准。 

 

B. 豁免 3 个月保管箱租金优惠之条款及细则 

 

14. 于推广期内，全新/升级/现有的显卓私人理财/ 显卓理财/ 至尊理财户口客户于指定分行（定义见第 6 条）选用全新

保管箱服务（指定保管箱尺寸请参阅第 5 条），可享豁免 3 个月保管箱租金优惠。 

15. 3 个月免费保管箱服务优惠例子如下： 

保管箱种类 年费 (HK$) 按金 (HK$) 可享用服务时间 

3″ x 10″ x 22″ 

旺角分行 
1,320 1,320 15 个月 (12 个月+豁免 3 个月租金) 

 
 

C. 高達 HK$100 信用卡免找数签账额奖赏优惠之条款及细则 

 

16. 于推广期内，全新或升级的客户于指定分行（定义见第 6 条）同时选用全新保管箱服务(指定保管箱尺寸请参阅第 5

条)及开立全新或户口升级至显卓私人理财/ 显卓理财/ 至尊理财户口可获享信用卡免找数签账额奖赏（「免找数签账

额」）（「合资格客户」）。 

 

合资格客户 信用卡免找数签账额 

开立全新或户口升级至以下户口 

- 显卓私人理财户口 

- 显卓理财户口 

HK$100 

开立全新或户口升级至至尊理财户口 HK$50 

 

17. 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额满即止。 

18. 免找数签账额只适用东亚银行信用卡之主卡持卡人（「持卡人」），客户之东亚银行信用卡账户于免找数签账额存

入期间必须维持有效，方可获得免找数签账额，否则其获得免找数签账额的资格将被取消。 

19. 本行有权接纳或拒绝其信用卡申请，无须提供任何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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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奖赏将于 2022 年 1 月 31 日（当日或之前）存入合资格客户之东亚银行信用卡账户，而本行将不作事前通知。如合

资格客户持有多于 1 张东亚银行信用卡，免找数签账额将根据本行当时之发卡日期记录（由本行全权酌情决定），

存入最新发出的 1 张信用卡。 

21. 为免生疑问，此等条款及细则并不对东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合约（私人账户）（「持卡人合约」）之条款及细则构

成任何损害或影响。此等条款及细则乃为增补及联同持卡人合约之条款及细则而定。持卡人合约之条款及细则与此

等条款如有歧异，应以此等条款为准。 

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