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4/01) 

 

美國運通白金信用卡 
全年優惠條款及細則 

 

目錄 
 

 

積分計劃 

「美國運通白金信用卡」積分計劃 ……………………………………………………….……………. P.2 

 

餐飲 

美國運通美膳會  

- 美心集團旗下指定美心中菜及西餐廳 ……………………………………………………………….. P.3 

- Cafe Deco Group 指定餐廳 ………………………………………………….…………………………. P.4 

 

消閒娛樂 

電影 ………………………………………………………………………………………………………………….. P.5 

 

保障 

消費保障條款及細則 …………………………………………………………….………………………..…….. P.5 

旅遊意外保障及旅遊延誤保障 ….……………………………………………………………….…..……… P.5 

 

 



 

「美國運通白金信用卡」積分計劃條款及細則 

 
1. 「美國運通白金信用卡」積分計劃優惠期則為每年之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優惠期」）。 

2. 「美國運通白金信用卡」積分計劃適用於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美國運通」）在香港簽發的 

美國運通白金信用卡（「合資格卡」，其持卡人「合資格會員」）。 

3. 合資格會員憑合資格卡簽賬每 HK$1 可獲 3 美國運通積分，每個合資格卡賬戶於每一個優惠期內最高可獲 

360,000 分。積分累積須受美國運通積分計劃條款及細則限制。 

4. 合資格會員可將積分換取外遊常客獎賞。換取外遊常客獎賞須受美國運通積分計劃條款及細則限制。 

5. 下列簽賬均不能獲得積分： 

於計劃生效期前已過數及計算之簽賬、美國運通卡年費、金卡備用信貸及其他現金透支、運通財、購買美國運通

旅行支票、購買美國運通禮券或旅遊禮券、因不能兌現支票而收取之費用、財務費用（包括金卡備用信貸的費用

及運通信用卡賬戶的財務費用）、   過期繳款附加費及追討欠賬的費用、海外簽賬退稅、繳附稅項、「分 + $」

換領禮品之付款部份。 

所有經美國運通卡賬戶或綜合登記戶口繳付煤氣及電費之公營機構簽賬將不會賺取任何積分。 

6. 每HK$1獲享3積分適用於每一個優惠期內憑卡簽付之首HK$120,000簽賬；而HK$120,001及其後之簽賬，

每消費HK$1可獲1分。為避免爭議，「美國運通白金信用卡」積分計劃適用於每個合資格會員賬戶之累計

簽賬，包括合資格卡之附屬卡簽賬。 

7. 任何退還商品、服務或簽賬爭議及其他原因，所獲得之積分將會在計劃戶口內作出相應之調整。 

8. 如對此優惠有任何疑問，請致電卡背面顯示的24小時熱線或客户服務熱線2277 1010查詢。 

9. 美國運通積分計劃條款及細則適用。請按此登入了解詳情。 

10. 美國運通保留隨時更改、暫停或終止優惠之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11. 如有任何爭議，美國運通保留最終決定權。 

12. 本條款及細則之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差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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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運通美膳會 — 指定美心中菜及西餐廳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指 定 美 心 中 菜 及 西 餐 廳 （ 統 稱 「 指 定 美 心 食 府 」 ） 優 惠 之 優 惠 期 由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3月 31 日，包括首尾兩天（「優惠期」）。 

2. 優惠期內，會員必須以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美國運通」）於香港簽發的美國運通白金信用卡

（「合資格卡」，其持卡人「合資格會員」）全數簽賬，方可於指定美心食府獲享以下優惠。優惠適用於

基本卡及附屬卡會員。 

• 美國運通白金信用卡會員憑合資格卡於指定美心食府，逢星期一至四下午6時後惠顧晚膳自選餐目，2至3

人惠顧可享6折優惠或4至12人惠顧可享75折優惠。逢星期五至日下午6時後惠顧晚膳自選餐目，2至12人

惠顧可享75折優惠（「優惠」）。 

3. 合資格會員必須以合資格卡之實體卡簽賬方可享用優惠。 

4. 合資格會員必須為其中一位賓客以享用優惠。每位合資格會員於同一場合下每次最多可享一檯的優惠， 並只

適用於一檯最少 2 人及不多於 12 人的晚膳消費。優惠並不適用於分拆餐檯及/或分拆賬單。 

5. 6 歲或以上之小童將作 1 位成人計算。 

6. 優惠只適用於下午 6 時後晚膳堂食自選主餐牌內食品（不適用於午膳），優惠並不包括一般飲品、酒類、

茶位費、火鍋、前菜費、10%服務費、主餐牌內之「其他收費」、節慶食品、套餐餐牌及特價食品。 

7. 優惠不適用於宴會、貴賓房及外賣食品。 

8. 指定美心中菜之優惠不適用於2023年5月1日、6-7日及13-14日、6月10-11日及17-18日、7月1日、9月23-24

日及29-30日、10月1日、12月9-10日、16-17日、21-25日及31日、2024年1月1日、2月3-14日。 

指定西餐廳之優惠不適用於2023年4月5日及7-10日、5月1日及13-14日、6月17-18日及22日、7月1日、9月

30日、10月1-2日及23日、12月24-26日及31日、2024年1月1日、2月10-13日、3月29-31日。 

9. 優惠不可與套餐、其他推廣優惠、飛行里程優惠或折扣一併使用，或會員於任何情況下惠顧特價食品， 亦不

可同時享用此優惠。 

10. 所有產品、服務、諮詢及建議由美心食品有限公司（「美心食品」）負責提供予會員。美國運通並非上述服務

或相關產品之供應者，亦不對其作出任何表述或保證。 

11. 因享用優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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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運通概不負責，法律規定之

責任除外。 

12. 如對此優惠有任何疑問，請致電卡背面顯示的24小時熱線或客户服務熱線2277 1010查詢。 

13. 美國運通及美心食品將保留隨時更改本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不會作任何事先通知。 

14. 如有任何爭議，美國運通及美心食品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15. 若本條款及細則之英文及中文版本如有差別，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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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運通美膳會 — Cafe Deco Group 之指定餐廳優惠條款及細則 

 
1. Cafe Deco Group 之指定餐廳優惠（「優惠」）的優惠期由 2023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包括

首尾兩天（「優惠期」）。 

2. 優惠期內，會員必須以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美國運通」）於香港簽發的美國運通白金信用卡

（「合資格卡」，其持卡人「合資格會員」）全數簽賬，方可享用以下優惠。 優惠適用於基本卡及附屬卡

會員。 

• 美國運通白金信用卡會員憑合資格卡於Cafe Deco Group之指定餐廳及酒吧，逢星期一至四下午6時後惠

顧晚膳堂食自選餐目，2人惠顧可享5折優惠、3人惠顧可享67折優惠或4至12人惠顧可享75折優惠。逢星期

五至日於下午6時後2至12人惠顧晚膳堂食自選餐目，可享75折優惠（「優惠」）。 

3. 合資格會員必須以合資格卡之實體卡簽賬方可享用優惠。 

4. 每位合資格會員於同一場合下每次最多可享一檯的折扣優惠，並只適用於一檯最少 2 人及不多於 12 人的晚

膳消費。此優惠並不適用於指定座位服務、分拆餐檯及/或分拆賬單。 

5. 折扣優惠只適用於下午六時後晚膳堂食（不適用於午膳），會員可自選主餐牌內食品，優惠不包括一般飲品

及酒類、自助餐、10% 服務費、節慶食品、套餐、時令菜式、特價食品、茶芥、減價食品、開瓶費、切餅

費、私人或公司活動、宴會、食品速遞及外賣食品（包括堂食外帶）。如外帶任何堂食時餘下之食品，均不

可享有折扣優惠，且該食品須以正價結賬。 

6. 優惠不適用於2023年1月1-2日及21-25日、2月14日、4月4-10日及30日、5月1日、14日及25-26日、6月

18日、21-22日及30日、7月1日、9月29-30日、10月1-2日及22-23日、12月24-26日及31日及優惠期內所

有公眾假期及公眾假期前夕。 

7. 三歲或以上之小童將作 1 位成人計算。 

8. 優惠不可與 CDG Privilege、套餐、其他推廣優惠、飛行里程優惠或折扣一併使用，或會員於任何情況下惠

顧特價食品，亦不可同時享用此優惠。 

9. 所有產品、服務、資訊及建議由 Cafe Deco Group 負責提供予會員。美國運通並非該等產品及/或服務之供

應者，亦不對其作出任何表述或保證。 

10. 因享用產品及/或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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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運通概不負責，

法律規定之責任除外。 

11. 如對此優惠有任何疑問，請致電卡背面顯示的24小時熱線或客户服務熱線2277 1010查詢。 

12. 美國運通及 Cafe Deco Group 將保留於任何時候更改條款及細則、暫停或終止此優惠之權利，而不會作任

何事先通知。 

13. 如有任何爭議，美國運通及 Cafe Deco Group 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14. 本條款及細則之英、中文版本如有差別，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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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禮遇條款及細則 

請 按此 查閱詳情。 

 

 

 

消費保障條款及細則 

• 網上購物安全保證，請 按此 查閱詳情。 

• 無憂消費主義，請 按此 查閱詳情。 

 

 

 

旅遊意外保障及旅遊延誤保障條款及細則 

請 按此 查閱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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