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易積分計劃」條款及細則

i. 有關優易積分計劃條款及細則的修訂通知
	 由2020年1月1日起，本行優易綜合理財戶口下有關優易積分

計劃條款及細則將會作出調整及修訂。有關修訂詳情，請參閱
節錄如下之修訂版本（新增內容以底線列明，刪除之內容以	
劃掉方式列明）。

	 以下為修訂要點：

1.	 有關每個曆月可獲之優易積分上限之修訂；

2.	 新增每月經各種合資格交易種類最多可賺取之優易積分的	
上限；及

3.	 有關優易積分兌換現金獎賞的獎賞兌換率之修訂。

	 請注意，閣下有權通知本行終止閣下的有關戶口，藉此拒絕
有關修訂。若閣下於生效日期或以後仍保留閣下的有關戶口
及/或繼續使用本行的有關服務，有關更改即對閣下具有約
束力。若閣下不接受有關修訂，本行將可能無法繼續為閣下	
提供相關服務。如閣下有任何疑問，請致電2828	8000查詢。

	 本修訂通知之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

一般條款
32.	 本行的優易綜合理財戶口之個人戶口持有人或聯名戶口之	

基本持有人（「合資格客戶」）將可自動參加優易積分計劃，	
並可透過於合資格客戶以基本持有人名義於本行持有之任何	
存款戶口（「合資格存款戶口」）進行由本行不時指定的合資格交易	
	（「合資格交易」）賺取獎賞積分（即優易積分/YOU	 Points）。	
由合資格存款戶口的任何戶口持有人所成功執行的合資格交易
均可賺取優易積分，而有關積分將會由合資格客戶所擁有。
優易積分之授予以每個優易綜合理財戶口為單位。基本持有人
指由客戶簽署的開戶/服務申請書上所述的「申請人」。

33.	 	「成為優易理財客戶日期」指合資格客戶以個人戶口持有人或
基本持有人名義持有之首個優易綜合理財戶口之開戶日期。
有關該日期以本行顯示於合資格客戶的大新網上理財或流動
理財內之「成為優易理財客戶日期」為準。

34.	 	「優易結餘」是指合資格客戶於每個曆月內於本行以基本持有人	
名義持有之所有儲蓄戶口及往來戶口（不包括定期存款）的	
每日平均存款正數結餘。優易結餘的計算會於緊接「成為	
優易理財客戶日期」的曆月之下一個曆月的首天開始。「優易
結餘」會顯示於合資格客戶的大新網上理財或流動理財內之	
	「優易理財」下的「優易積分查詢」版面。

35.	 本行有權隨時暫停、更改、撤回、取消或終止優易積分計劃
及本條款及細則而毋須另行通知或給予任何理由。如有任何
爭議，本行保留最終決定權。

優易積分
36.	 每一項成功完成及誌賬的合資格交易可獲取優易積分，而每個

曆月可獲之優易積分上限為50100。每個曆月可獲之優易積分
亦視乎合資格交易的誌賬日而定（即合資格存款戶口被入賬或
扣賬日期）。

37.	 除非本行另行同意，否則於一個曆年年度所獲取的優易積分
將於後年（曆年）的12月31日到期（「到期日」）。例如：

	 本行有權給予客戶通知後修改任何或所有已給予合資格客戶
的優易積分的到期日。除非本行另行同意，否則合資格客戶	
未換領獎賞的優易積分將於到期日晚上9時正後（或本行另行
同意的其他時間及/或日期）失效並將會自動被取消，本行毋
須事前通知及不會給予任何補償或替代安排。有關到期日以	
合資格客戶的大新網上理財賬戶及流動理財賬戶之顯示為準。
儘管如此，(i) 倘若合資格客戶或本行因任何原因於到期日
前終止優易理財服務，合資格客戶累積的所有優易積分將會	
被取消；或 (ii) 倘若合資格客戶或本行因任何原因於到期日前
終止任何合資格交易，相應累積的優易積分將會被取消。

39.	 本行會於合資格交易的誌賬日後的3個工作天內更新合資格	
客戶所累積及可供兌換的優易積分。倘若上述條款及細則
第38 [(ii)、(vi)及(viii)] 條所指的合資格交易的誌賬日為公眾	
假期（包括星期日），誌賬日將會順延至本行的下一個工作天。
有關合資格客戶所累積及可供兌換的優易積分概以本行之	
紀錄為準，本行保留最終決定權。

40.	 除非本行另行訂明，優易積分的計算將會根據與交易金額等值	
的港幣計算。匯率將按兌換當日由本行釐定的匯率計算。	
計算優易積分時與執行合資格交易時所採用之匯率計算可能
會有差異。本行不會就因為該差異所導致的任何損失及損害
而承擔任何責任。

41.	 雙倍優易積分只適用於成為優易理財客戶超過1年的合資格	
客戶及於其生日月份（「生日月份」）前之12個曆月每個月的
優易結餘維持達最少HK$50,000（或其等值），該合資格客戶	
便可於生日月份內透過成功完成及誌賬的合資格交易尊享	
雙倍優易積分，而於生日月份內可獲之優易積分上限則維持
不變為100。

	 例子：吳先生的生日日期為5月16日，並於2019年5月15日開立	
優易綜合理財戶口。優易結餘會於2019年6月1日起計算。	
如果吳先生由2020年5月至2021年4月每個月的優易結餘維持
達最少HK$50,000（或其等值），他於2021年5月的自動轉賬
出糧交易紀錄可以為他賺取4分	（2分X 2倍）優易積分。

42.	 合資格客戶須於本行贈予優易積分時持有有效的優易綜合	
理財戶口。

43.	 本行保留決定及更改每項合資格交易所獲取之優易積分的	
數量及訂明有關優易積分的贈予及兌換方法的任何條件及	
限制的絕對權利。

兌換現金獎賞（適用於2016年11月30日或之前成為優易理財
客戶的合資格客戶及其於2019年12月31日或之前所賺取的
優易積分）
44.	 合資格客戶須持有有效的優易綜合理財戶口及必須已經登記

為大新網上理財或流動理財用戶並持有有效的登入賬號/用戶
號碼及密碼方可查詢及兌換優易積分，並於兌換優易積分時
持有有效的大新信用卡（不包括公司信用卡及附屬卡）。合資
格客戶必須已經登記為大新網上理財或流動理財用戶並持有	
有效的登入賬號/用戶號碼及密碼方可查詢及兌換優易積分。
合資格客戶須持有有效的優易綜合理財戶口方可查詢及兌換	
優易積分，並於兌換優易積分時持有有效的大新信用卡	
	（不包括公司信用卡及附屬卡）。

45.	 合資格客戶可透過大新網上理財或流動理財查閱已累積及可
供兌換的優易積分。合資格客戶已累積的所有優易積分會被
合併顯示，即合資格客戶以基本持有人名義持有之所有個人
及聯名的優易綜合理財戶口所賺取的優易積分。有關合資格
客戶所累積及可供兌換的優易積分概以本行之紀錄為準及具
有約束力，本行並保留最終決定權。

46.	 合資格客戶於「成為優易理財客戶日期」的1週年起及以後，
只要繼續持有有效的優易綜合理財戶口及於兌換時之過往12個	
曆月內之每月優易結餘達HK$50,000或以上（或其等值），	
便可將優易積分兌換為現金獎賞並存入於兌換時合資格客戶
之指定有效的大新信用卡（「指定信用卡」）。優易積分可兌換
為現金獎賞之比率（即「獎賞兌換率」）及可供兌換的現金獎賞
金額會因應合資格客戶於兌換時成為優易理財客戶之年期及
過往12個曆月的優易結餘而變更。因此可兌換的現金獎賞將
根據兌換時的獎賞兌換率計算及會不時變更，「今天可兌換的
現金獎賞」只根據計算時的「現時獎賞兌換率」計算及會不時
變更。而指定信用卡必須於兌換優易積分及存入現金獎賞時為	
有效及信用狀況良好及持卡人並未曾違反與本行訂立有關	
信用卡持卡人同意書內的任何責任。

47.	 兌換獎賞申請一經提交，客戶不可取消或作任何更改。相關	
已兌換的優易積分會從可供兌換的結餘中扣除。大新網上	
理財或流動理財提供優易積分兌換服務，服務時間由早上9時
至晚上9時。有關現金獎賞會於成功兌換後的下一個工作天內
存入指定信用卡：

48.	 本行有權以其他優惠代替現金獎賞而毋須事前通知。

49.	 現金獎賞將用以於指定信用卡內扣減信用卡新簽賬項之用，
而不得轉讓、安排退款或提取現金。	

兌換現金獎賞（適用於〈1〉所有合資格客戶於2020年1月1日
或之後所賺取的優易積分或〈2〉2016年12月1日或之後成為
優易理財客戶的合資格客戶）

50.	 合資格客戶須持有有效的優易綜合理財戶口及必須已經登記
為大新網上理財或流動理財用戶並持有有效的登入賬號/用戶
號碼及密碼方可查詢及兌換優易積分，並於兌換優易積分時
持有有效的大新信用卡（不包括公司信用卡及附屬卡）。

51.	 合資格客戶可透過大新網上理財或流動理財查閱已累積及	
可供兌換的優易積分。合資格客戶已累積的所有優易積分	
會被合併顯示，即合資格客戶以基本持有人名義持有之所有
個人及聯名的優易綜合理財戶口所賺取的優易積分。有關	
合資格客戶所累積及可供兌換的優易積分概以本行之紀錄	
為準及具有約束力，本行並保留最終決定權。

52.	 合資格客戶於「成為優易理財客戶日期」的1週年起及以後，
只要繼續持有有效的優易綜合理財戶口及於兌換時之過往12個
曆月內之每月優易結餘達HK$50,000或以上（或其等值），	
便可將優易積分兌換為現金獎賞並存入於兌換時合資格客戶之	
指定有效的大新信用卡（「指定信用卡」）。優易積分可兌換為
現金獎賞之比率（「獎賞兌換率」）為1優易積分可兌換HK$1	
現金獎賞金額。而指定信用卡必須於兌換優易積分及存入現金	
獎賞時為有效及信用狀況良好及持卡人並未曾違反與本行訂立
有關信用卡持卡人同意書內的任何責任。

53.	 兌換獎賞申請一經提交，客戶不可取消或作任何更改。相關
已兌換的優易積分會從可供兌換的結餘中扣除。大新網上	
理財或流動理財提供優易積分兌換服務，服務時間由早上9時
至晚上9時。有關現金獎賞會於成功兌換後的下一個工作天內
存入指定信用卡。

54.	 本行有權以其他優惠代替現金獎賞而毋須事前通知。

55.	 現金獎賞將用以於指定信用卡內扣減信用卡新簽賬項之用，
而不得轉讓、安排退款或提取現金。

成為優易 
理財客戶之

年期 
 （於開戶 
日期下一 

曆月起計）

兌換月份過往
12個曆月內
之每月優易 

結餘

1優易積分
可兌換之 
現金獎賞 

金額

以下兌換期內之 
獎賞兌換率 

 （假設：「成為優易 
理財客戶日期」為 

20169年1月， 
優易結餘由20169年 

2月起計算）

1年或以上 HK$50,000	
或以上 HK$1

由201720年2月至	
20214年1月，
1優易積分	=	HK$1
現金獎賞

5年或以上

HK$50,000	
或以上及	
HK$100,000
以下

HK$1

由20214年2月至
20219年12月，
1優易積分	=	HK$1
現金獎賞

HK$100,000	
或以上 HK$5

由20214年2月至
20219年12月，
1優易積分	=	HK$5
現金獎賞

10年或以上

HK$50,000
或以上及	
HK$100,000
以下

HK$1

由2029年2月或	
之後，
1優易積分	=	
HK$1現金獎賞

HK$100,000
或以上及
HK$150,000
以下

HK$5

由2029年2月或	
之後，
1優易積分	=	
HK$5現金獎賞

HK$150,000
或以上 HK$10

由2029年2月或	
之後，
1優易積分	=	
HK$10現金獎賞

獲取之優易積分
優易積分到期日

由 至

20198年1月1日 20198年12月31日 20210年12月31日

202019年1月1日 202019年12月31日 20221年12月31日

合資格交易種類 可所賺取之 
優易積分

每月 
可賺取 

優易積分
上限

i.	 自動轉賬繳費交易（只適用
於以合資格存款戶口作為	
扣賬戶口及於本行分行設立
自動轉賬繳費服務指示）。

1（每宗最少
HK$1,000^之
自動轉賬繳費
交易）

10

ii.	 大新八達通App卡之自動增
值交易。

1（每宗八達通
自動增值交易）

10

iii.	 自動轉賬出糧交易，即合資格
客戶獲其僱主授權將其薪金
經由本行指定之電子出糧	
轉賬方式進誌合資格客戶以
基本持有人名義於本行持有
的出糧戶口內。現金及支票
存款將不接受為自動轉賬	
出糧方式。

2（每個曆月之
出糧交易）

2

iv.	 透過銀行按時付款服務由	
合資格客戶於其他銀行開立
之同名戶口轉賬其薪金至	
合資格客戶以基本持有人	
名義於本行持有的出糧戶口
之合資格出糧交易，合資格
客戶必須已經登記本行	
360 「̊易出糧」服務。有關
合資格出糧交易之定義及
360「̊易出糧」服務之其他
詳 情 及 細 則 ， 請 瀏 覽	
www.dahsing.com/payroll。

1（每個曆月之
出糧交易）

1

v.	 證券買入交易（只適用於以
合資格存款戶口作為證券	
結算戶口及透過大新「網上
證券」/「證券流動交易」	
買入證券之交易），但不包括
新股認購申請及股票投資	
儲蓄計劃。交易金額指不	
包括佣金及其他相關費用之
總交易金額。

1（每宗證券	
買入交易的每	
HK$25,000^）	
	「例子：單次	
證券買入交易
金額為
HK$55,000^，
可得2分」

10

vi.	 繳費交易（只適用於以合資格
存款戶口作為扣賬戶口及	
透過大新網上理財或流動	
理財的「繳費NET」服務、	
	「轉賬至大新銀行戶口」繳費	
	（只適用於轉賬至大新信用卡
或現金卡）或「繳交大新銀行
賬項」之繳費）。

1（每個曆月內
相同賬單號碼
於同一個扣賬
戶口之累計	
繳費金額達
HK$500^或	
以上之繳費	
交易）

10

vii.	 透過大新「網上存款」轉賬
至合資格存款戶口的交易。

1（每宗轉賬存
款交易的每
HK$5,000^）	
	「例子：單次	
轉賬存款金額為
HK$16,000^，
可得3分」

10

viii.	透過大新網上理財或流動	
理財「轉賬至其他銀行」的
交易（只適用於以合資格	
存款戶口作為扣賬戶口之	
	「轉數快」或「轉賬快遞」）。

1（每宗扣轉賬	
交易金額最少
滿HK$5,000^
之交易）

10

ix.	 電子「外幣買賣」交易（只適用
於透過大新網上理財或流動	
理財並以合資格存款戶口	
作為扣賬戶口之交易）。只有
扣賬戶口之交易才可獲取	
優易積分。

1（每宗扣賬	
交易的每
HK$5,000^）	
	「例子：單次	
扣賬交易金額為
HK$16,000^，
可得3分」

10

有關交易之費用及收費之詳情，請參閱本行現行之「服務	
收費」。
^	交易金額以港幣或等值計算。

38.	 合資格交易種類、每項合資格交易可賺取之優易積分及每月
上限如下表所示合資格交易包括以下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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