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滙豐卓越理財

教育及生活品味優惠

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卓越理財



我們明白您想給子女一切最好的安排，我們亦然。因此，滙豐卓越理財致力為您和家人
提供切合所需的全面銀行服務及環球支援，助您在肩負更大責任的人生路上，做出更多
明智抉擇。

在本小冊子中，我們將會為您介紹一系列的教育及生活品味禮遇：包括為 Prime Club 會員而設
的迎新優惠、由我們的知名合作夥伴提供的免費咨詢服務及獨有折扣優惠等，助您在子女
的教育路上為他們作好準備，成就卓越人生。

滙豐卓越理財歡迎您

迎新優惠 生活品味優惠 國際學校優惠 海外升學顧問優惠 條款及細則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完善的方案切合您旅程上的所需

全方位國際
教育支援

憑藉滙豐卓越理財多元適合您的銀行方案及專業的國際知識，我們
將更能配合您的步伐，滿足您的環球理財所需。

我們在乎您的健康、家人的保障以及子女教育的規劃，滙豐卓越理財的專業建議和精闢遠見助您作出精明
決定，規劃卓越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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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1 － 海外教育規劃

客戶的需要

我不知道怎樣及如何開始規劃

為子女選擇合適的學府、申請入學及做好考試準備，您將需要為他們作各種不同的安排，以妥善規劃子女
的海外升學之路。

透過我們廣泛的合作夥伴網絡及尊貴的滙豐卓越理財環球地位，配合專業獨特見解、最新趨勢和分析，讓您
與子女輕鬆邁向成功大門。

• 獨家教育活動及網上講座
• 由知名教育合作夥伴提供的免費諮詢
• 由入學、考試預備以至海外監護人服務等精彩折扣禮遇
• 教育及生活品味全年優惠

我們的支援

1 海外教育規劃

2 出發前的準備

3 海外日常生活

4 盡握環球理財

迎新優惠 生活品味優惠 國際學校優惠 海外升學顧問優惠 條款及細則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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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2 － 出發前的準備

客戶的需要

我希望幫子女在出發前做好準備，讓他們到埗後更快適應海外生活

及早做好準備，讓您有更多心思及時間為子女規劃升學藍圖，一切盡在掌握，更能靈活變通。

配合我們全面的環球銀行服務，在子女離港前將海外戶口、付款等重要事項一一辦妥，更安心地與子女共同
展開人生新一頁。

• 協助開設海外戶口（覆蓋超過30個國家／地區1）
• 滙豐尚玉萬事達卡®扣賬卡及附屬扣賬卡 
• 自願醫保計劃（VHIS）2 3

• 海外升學萬全保4

我們的支援

階段3 － 海外日常生活

客戶的需要

即使我不在子女身邊，我亦希望他們在有需要時可獲得及時的支援

子女雖然在海外安頓下來，要開展新生活，父母需要擔憂的生活事項亦會隨之展開，不論是適應環境、
身心健康等等。

我們明白您所需所想，一直在旁全天候為您及遠在海外的子女作最好準備、包括緊急滙款，令一切萬無
一失。

• 滙豐環球轉賬服務
• 透過滙豐全球分行滙豐提取高達2,000美元的應急錢
• 滙豐國際提款機網絡
• 7x24小時外幣兌換5

我們的支援

階段4 － 盡握環球理財

客戶的需要

我需要卓越理財戶口給予我的本地及海外支援

憑藉我們在30多個國家／地區的廣泛覆蓋，以及在香港國際銀行業務部的環球銀行專家團隊，我們可輕鬆
配合您的需要及期望，為您帶來全方位的國際理財、協助開立海外戶口等環球銀行服務。

滙豐卓越理財的獨有領先的服務及廣泛全球覆蓋，讓您掌握時機，盡享理財優勢。

• 國際按揭轉介服務（覆蓋近20個國家／地區1）
•  滙豐卓越理財信用卡®6

• 旅遊萬全保4

• home&Away® 環球禮遇（www.homeandaway.hsbc.com/hk/zh-hk/）

我們的支援

1 詳情請致電 (852)2233 3888聯絡國際銀行業務部。
2 註冊自願醫保產品的提供者︰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自願醫保產品提供者註冊編號︰00042   生效日期︰2020年5月29日
3 生效日期︰2020年5月29日。「滙豐自願醫保靈活計劃」是由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滙豐保險」）所承保，其獲保險業監管局（「保監局」）授權及 
 受其監管，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經營長期保險業務。此並非銀行存款或銀行儲蓄計劃。有關詳細產品特點及詳細的條款及細則，請參閱相關的產品冊子及保單條款。
 滙豐保險是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其為滙豐集團旗下從事承保業務的附屬公司之一。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簡稱「滙豐」）乃根據保險業條例
（香港法例第41章）註冊為滙豐保險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分銷人壽保險之保險代理機構。此計劃為滙豐保險而非滙豐之產品，並只擬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透過滙豐銷售。 
 您的保單利益受滙豐保險的信貸風險所影響。您繳付的保費將成為滙豐保險資產的一部分，您對任何該等資產均沒有任何權利或擁有權。如追討賠償，您只可向滙 
 豐保險追索。"
4 此保單由安盛保險有限公司（「AXA安盛」）承保，AXA安盛已獲香港保險業監管局授權並受其監管。AXA安盛將負責按保單條款為您提供保險保障以及處理索償 
 申請。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乃根據保險業條例（香港法例第41章）註冊為AXA安盛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分銷一般保險產品之授權保險代理商。一般保險計劃乃 
 AXA安盛之產品而非滙豐之產品。
5 貨幣兌換涉及風險。
6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條款及細則 迎新優惠 生活品味優惠 國際學校優惠 海外升學顧問優惠 條款及細則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我們的知名教育合作夥伴：

在過程中，您將享有全城強大的教育及生活品味合作夥伴網絡支援，隨時隨地獲得可靠的資訊和環球協助。

優越的合作夥伴
網絡及經驗

為人生作出重要決定從來不容易，尤其是考慮到外國開展
新生活，或是將子女送到海外升學。因此，我們聯同知名
合作夥伴為您提供全方位貼身支援，加上獨有的環球理財服
務，讓您為展開人生的新一頁做好準備。

將您夢想的海外計劃付諸實行，可以比想像中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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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迎新優惠 生活品味優惠 國際學校優惠 海外升學顧問優惠 條款及細則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滙豐海外升學薈

生活品味禮遇

教育禮遇

全新
只需向我們簡單登記您的子女期望到海外升學年份及國家，便可加入 
全新滙豐海外升學薈，以享有一系列我們按您需要而安排的精選資訊。

詳情請瀏覽滙豐香港網頁 > 銀行服務 > 滙豐卓越理財 > 滙豐Prime Club。

英國航空為您提供尊貴精選禮遇，讓您享受時尚舒適的優質飛行旅程：

• ［Prime Club 獨家禮遇］英國航空 First（頭等客艙）或 Club World（商務客  
   艙）9折優惠 
• 英國航空所有客艙機票折扣優惠
• 英國航空 x 琥珀教育學生優惠
• 英國航空 x 英識教育學生優惠

透過我們在行業領先的教育合作夥伴申請您理想的香港國際學校、海外
寄宿學校、學院或大學，您享有以下優勢：

• 3間國際學校合作夥伴的入學資源禮包及優惠
• 13個知名教育合作夥伴的免費諮詢和折扣優惠
• 無價的獨特活動體驗

• 定期接收最新海外升學資訊和分析
• 獲邀參與升學教育博覽會、私人研討會及展覽
• 只需符合最低100萬港元的全面理財總值7要求，即可優先晉身成為滙豐Prime 
Club會員盡享頂級禮遇。

7 全面理財總值包括您在滙豐的所有存款、投資、已動用信貸額、具備儲蓄或投資成分的人壽保險、由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管理之滙豐强積金結餘， 
 以及滙豐職業退休界定供款計劃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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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優惠

條款及細則 生活品味優惠 國際學校優惠 海外升學顧問優惠 條款及細則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迎新優惠



滙豐
Prime Club 會籍

參加滙豐 Prime Club 不僅是身份地位的象徵，
更可獲享尊貴禮遇。您只需於過去3個月內維持
3,000,000港元的全面理財總值7，即可自動晉身
為滙豐 Prime Club 會員。

加入滙豐海外升學薈，更可輕鬆晉身Prime Club

7

免費獲享價值高達16,000港元的迎新禮遇8

（只適用於全新滙豐卓越理財及全新滙豐 Prime Club 客戶）

‧ 只需符合最低100萬港元的全面理財總值7要求，即可聯絡你的客戶經理，加入滙豐海外升學薈（若您未成為 
 滙豐Prime Club會員，可一併要求同時加入滙豐Prime Club）。受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滙豐
 香港網站 > 銀行服務 > 滙豐卓越理財 > 滙豐Prime Club。

免費香港法律培訓學院會籍1年（參考價值高達10,000港元）
以9折優惠報讀由香港法律培訓學院舉辦的課程，並可享會員專屬持續專業進修、行政人員及生活品味禮遇。

創智教育國際升學中心登記熱線
(852) 3105 2944

香港法律培訓學院會員服務熱線
(852) 2869 6322 

網站（會員優惠）
www.hklti.hk/index.php/en/membership.html

聯絡創智教育國際升學中心換領禮遇

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7 全面理財總值包括您在滙豐的所有存款、投資、已動用信貸額、具備儲蓄或投資成分的人壽保險、由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管理之滙豐强積金結餘， 
 以及滙豐職業退休界定供款計劃結餘。
8 迎新禮遇只適用於過去3個月維持全面理財總值7達3,000,000港元或以上之全新滙豐卓越理財及全新滙豐 Prime Club 客戶。優惠期至2023年6月30日。

生活品味優惠 國際學校優惠 海外升學顧問優惠 條款及細則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迎新優惠 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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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品味優惠

條款及細則 生活品味優惠 國際學校優惠 海外升學顧問優惠 條款及細則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迎新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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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英國與歐洲的航線網絡

英國航空的大本營位於倫敦希斯路機場五號客運大樓，
自2008年開幕營運以來，該處曾六次被投選為全球最佳
機場航站，為旅客帶來稱心滿意的流暢體驗，提供時尚
的店舖、餐廳和豪華貴賓室。對於從香港抵達倫敦的旅客
來說，無論是公幹或度假，這裡最適合轉機前往英國內陸
或其他歐洲目的地。從五號客運大樓出發，只需幾個小時，
旅客就可以利用英國航空短途航班的優勢，前往文化語言
截然不同的國家。

作為英國的航空公司，英國航空已為乘客服務超過一個世紀，透過廣闊的環球飛航網絡，連繫英國與全
球各個目的地，與其聯營、代碼共享及特許經營夥伴共同營運全球最龐大的國際定期航班網絡之一。英國
航空飛往超過65個國家和地區，並已在香港提供服務超過85年。英國航空繼續在客機隊中推出其最新的 
Club Suite 商務艙座位。英國航空的大本營在倫敦，座落希思路機場五號客運大樓。在2022年，英國航空
榮獲 Business Traveller 頒發最佳短途航空公司、最佳飛行常客計劃、最佳機場貴賓室及最佳旅遊應用程
式4個獎項。2021年9月，英國航空推出首個可持續發展計劃 BA Better World，承諾在每個細節上都以可
持續發展為核心價值，並推出清晰的藍圖以在2050年達至碳中和。英國航空為「寰宇一家」的創始成員
之一，全球服務航點達1,000個。

最奢華的飛行體驗

英國航空的頭等艙帶來極致奢華的飛行體驗。在整個旅程中，頭等艙旅客都可以舒適寫意地享用尊屬的寬敞空間，

享受豐富的娛樂節目。 Dine Anytime 空中美食服務更會全天候提供以英國優質食材烹調的自選精緻美食，親切貼心
地源源奉上。即使在機場，頭等艙旅客都可以獨家享用貴賓室、特快安檢等優越服務，包括享用位於倫敦希斯路機場

五號客運大樓、英航最豪華的貴賓廳 Concorde Room ，當中除了有私密豪華廂座，還有周到的侍應生服務、私人帳篷小屋
和配套一流的商務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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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品味優惠 國際學校優惠 海外升學顧問優惠 條款及細則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迎新優惠 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專屬預訂電郵
hkgsalespromo@ba.com

預訂 / 查詢熱線 
(852) 3071 5083

網站
www.ba.com

聯絡英國航空（只適用於 Prime Club 會員）

優惠詳情

• 購買英國航空從香港出發前往倫敦再轉往英國／歐洲其他地方的機票可享 First（頭等客艙）及 Club World（商務   
   客艙）9折優惠

• 致電英國航空客務中心熱線（852）3071 5083 或發送請求至 hkgsalespromo@ba.com 以享有個人化機票預訂
   服務
• 滙豐 Prime Club 會員在換領禮遇時，須提供推廣代碼以作驗證用途

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英國航空 First (頭等客艙) / Club World（商務客艙）9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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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及細則 生活品味優惠 國際學校優惠 海外升學顧問優惠 條款及細則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迎新優惠



• 全年精彩折扣適用於購買英國航空從香港出發前往倫敦再轉往英國／歐洲其他地方的機票可享以下折扣優惠：
    First（頭等客艙）及Club World（商務客艙）92折
    World Traveller Plus（高級經濟客艙）94折
    World Traveller（經濟客艙）92折

• 透過 www.ba.com/hsbchk 進行便捷的網上預訂，登入 Executive Club 並在搜尋航班頁面前輸入推廣代碼

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優惠詳情

• 全年學生優惠適用於英國航空 World Traveller（經濟客艙）或 World Traveller Plus（高級經濟客艙）機票往返香港至英國
   或歐洲
• 可享高達46公斤的托運行李限額及免費預訂更改
• 透過琥珀教育控投有限公司 / 英識教育進行預訂

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優惠詳情

預約 / 網上查詢
premier@amberedu.com.hk 

查詢熱線 
(852) 2377 7888

網站
www.amberedu.com.hk 

聯絡琥珀教育控投有限公司

網站
www.ba.com/hsbchk

聯絡英國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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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航空所有客艙機票折扣優惠

英國航空ｘ琥珀教育 / 英識教育學生優惠

生活品味優惠 國際學校優惠 海外升學顧問優惠 條款及細則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迎新優惠 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查詢電郵
support@britannia-study.com

查詢熱線
(852) 3702 6372

網站
www.britannia-study.com

聯絡英識教育



條款及細則

12

生活品味優惠 國際學校優惠 海外升學顧問優惠 條款及細則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迎新優惠

國際學校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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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美國學校 

生活品味優惠 國際學校優惠 海外升學顧問優惠 條款及細則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迎新優惠 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香港美國學校(ASHK)是一所位於大埔的一條龍小學預備班（KG）至12
年級的國際學校。ASHK提供一套美國國際教育課程，並採用探究式和
概念型教學方法。透過這種方法，培養學生具備在21世紀取得卓越成就
所需的學術、社交和創業技能。小學預備班（KG）至10年級會採用美
國標準課程，學生在11至12年級會修讀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 (IBDP)。

在ASHK，我們注重個人的全面發展。智力發展固然重要，社交、情感、
體能與創造力等方面的發展同樣重要。

預約 / 網上查詢
admissions@ashk.edu.hk

查詢熱線 
(852) 3919 4111

網站
www.ashk.edu.hk

學校地址
香港新界大埔馬聰路6號

聯絡香港美國學校

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Photo

入學禮遇

‧ 私人校園導覽
‧ 由高級入學主任提供一對一入學諮詢服務
‧ 免收港幣 900元入學報名費
‧ 一節免費試堂：課題包括STEAM、英語或藝術
等（課題及試堂須視乎學校安排而定）

‧ 以學生優惠價參加我們的暑期課程
‧ 優先參與資訊講座、專屬活動、開放日及家庭同
樂日等

優惠詳情

專屬全年優惠



條款及細則 生活品味優惠 國際學校優惠 海外升學顧問優惠 條款及細則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迎新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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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香港道爾頓學校 

香港道爾頓學校是一所以兒童為中心，踐行探究式學習模式的學校。學
生通過提問和體驗，而非簡單地接受知識來學習。同時，學校與清華大
學附屬小學的緊密合作確保了中文讀寫的高要求和學生對中國文化的深
刻理解。除了嚴謹的學術課程之外，學生也能夠自主選擇一系列豐富多
彩的活動例如藝術、體育和STEAM，以培養品格、體育精神和終身學
習的熱情。

預約 / 網上查詢
info@dshk.edu.hk

查詢熱線 
(852) 3612 4660

網站
www.dshk.edu.hk

學校地址
九龍海輝道10號瓏璽一樓

聯絡香港道爾頓學校 

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Photo
Photo

入學禮遇

‧ 私人校園導覽
‧ 由校長或高級入學主任提供一對一入學咨詢服務
‧ 一節免費試堂：包括S.T.E.A.M或中文等 
  （試堂由學校當天安排而定）
‧ 滙豐卓越理財客戶專屬入學查詢熱線，及網上申
請平台

‧ 優先參與學校教育講座、特別興趣課程及專屬活
動，例如年度S.T.E.A.M嘉年華等

優惠詳情

專屬全年優惠



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生活品味優惠 國際學校優惠 海外升學顧問優惠 條款及細則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迎新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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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瑞國際學校

德瑞國際學校 (德瑞) 是一所香港頂尖雙語國際學校，自1969年起提供由
幼稚園至中學的一條龍教育服務。德瑞以推行獨特多元文化教學為傲，
致力追求教育目標的同時，不間斷地改良和發展以配合二十一世紀學生
的不同需要。

德瑞以卓越的學術成就而聞名，提供雙主流課程及全球認可的中學文憑。
德語國際部 (GIS) 提供德國政府認證的德國中學國際考試文憑 (DIA)，
相比其他學術資格更能突顯獨特的優勢。作為全港唯一授予該文憑課程
的國際學校，學生均能精通雙語及歐洲最常用的語言之一。選擇於德國
繼續升學的DIA畢業生將被視作德國教育公民，並且由德國政府提供免費
專大教育；英語國際部 (EIS) 則為學生作好準備應付英國國際普通中學
教育文憑考試 (IGCSE) 及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 (IB)，以世界一流的成
績取得認證。兩者均為學生創造無盡的機會，當中包括於世界各地的頂尖
大學升學，如美國、加拿大、英國和歐洲。

Photo

預約 / 網上查詢
admissions@gsis.edu.hk

查詢熱線 
(852) 2849 6216

網站
www.gsis.edu.hk

學校地址
薄扶林校舍 (幼稚園) - 香港薄扶林薄扶林道162號
山頂校舍 (小學及中學) - 香港山頂僑福道11號

聯絡德瑞國際學校

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優惠詳情

入學禮遇

德語國際部提供:
‧ 一對一校園參觀乙次
‧ 免費入學評估乙次（價值港幣 4,300 元）
‧ 成功入讀德語國際部的學生及一位家長均可免費
獲得一週德文語言課程乙次（價值港幣 17,000 元）



生活品味優惠 國際學校優惠 海外升學顧問優惠 條款及細則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迎新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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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威雅學校 

香港威雅學校創辦於2019年9月，學校座落於港島區的香港仔田灣。香
港威雅學校是一所招收中外籍學生的預備學校。學校為提供一至八年級
的全日制男女學校，為5-13歲學生提供真正的全人教育，輔以出色的中
文課程和屢獲殊榮的課外活動 (ECA) 計劃，提供 50 多種活動予學生
選擇。學校提供豐富的課程，為孩子進入世界各地最好的中學及大學做
好準備。廣泛多元的課外活動和體驗則讓孩子們增添技能，加強自信，
融入團隊，發展情商。

在寄宿學校及中學部銜接計劃中，我們將與家長共同探討，提供專業指
引，為其子女在全世界各地選擇最適合的中學教育。在上學年，每一個
參加這個計劃的學生都收到了多間英國頂尖學校的取錄，比如
Wycombe Abbey (UK), Roedean, Benenden and Cheltenham Ladies 
College

Photo Photo

預約 / 網上查詢
admissions@was.edu.hk

查詢熱線 
(852) 2129 7128

網站
https://www.was.edu.hk/

學校地址
香港仔田灣街17號

聯絡香港威雅學校 

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優惠詳情

‧ 高達九折的優惠參加學校的付費活動及暑期課程
‧ 優先參與學校／海外升學教育講座、特別興趣課
程及專屬活動

專屬全年優惠入學禮遇

滙豐尚玉客戶及滙豐Prime Club會員專享

‧ 首年Capital Levy 半價優惠
     (只限新學生，學校保留最終決定權)

‧ 首年Capital Levy 9折優惠 
     (只限新學生，學校保留最終決定權)
‧ 私人校園導覽
‧ 由校長或高級入學主任提供一對一入學咨詢
服務

條款及細則



海外升學顧問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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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品味優惠 國際學校優惠 海外升學顧問優惠 條款及細則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迎新優惠 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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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及細則 生活品味優惠 國際學校優惠 海外升學顧問優惠 條款及細則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迎新優惠

海外升學顧問優惠總覽

海外升學顧問 Prime Club
優惠 寄宿學校 國際學校 

（只限香港） 大學 其他

學校範圍

(英國及美國) (英國及美國)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升學國家

英
國

美
國

加
拿
大

澳
洲

紐
西
蘭

香
港



Academic Asia於1980年在香港成立。提供超過40年的英國
升學諮詢服務、協助過萬名學生往英國升學，發展至今，
Academic Asia已經成為本港其中一間規模最大，跟英國寄
宿學校中小學網絡最全面的升學中心，致力為學生及家長提
供專業，中肯及客觀的資訊及建議，確保　貴子女升讀最理
想及合適的學校。本中心的駐英國員工，協助加強學校和學
生之間的聯繫，確保學生得到本中心無間斷的服務。本中心
竭誠盡責為每個家庭提供一流的服務。「專業上德的建議，
成就超卓不凡的教育路」正是Academic Asia的宏旨！

• 免費諮詢及評核測試

• 學生簽證申請服務8折優惠

優惠詳情

Academic Asia UK Limited

19

查詢熱線 
(852) 2833 0919

網站
www.academic-asia.com

公司地址
香港銅鑼灣新寧道8號中國太平大廈2期14樓

聯絡Academic Asia UK Limited

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aec 教育顧問於1987年成立，為有意到海外升學的學生提供
「一站式」升學諮詢及簽證服務。所有教育顧問已考獲
QEAC的專業資格，經驗豐富。aec現時代表數百家海外中小
學、專科技術學院、預科學院、大學及英語中心等，涵蓋澳
洲、加拿大、紐西蘭、英國、美國等國家。

• 學生簽證（標準）代辦服務9折優惠（原價：港幣1,500元）

優惠詳情

aec 教育顧問

聯絡aec 教育顧問

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查詢電郵 
enquiry@aecl.com.hk

查詢熱線
(852) 2598 6166

公司地址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489號銅鑼灣廣場1期1402室

網站
www.aecl.com.hk

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生活品味優惠 國際學校優惠 海外升學顧問優惠 條款及細則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迎新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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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gis Advisors 擁有16年豐富的教育經驗，是業界的領
導者，專為學生提供美國／英國寄宿學校和大學以
及香港國際學校的學術課程支援（IB、IGCSE、
A-Level、AP）、入學考試準備（SAT、ACT、SSAT）
及學校申請諮詢等。

• 教育顧問首次諮詢服務5折優惠（原價：港幣1,500元）

• 免費模擬入學考試（原價：港幣1,500元）

• 免費英文與數學的基礎分析（原價：港幣1,500元）

優惠詳情

Aegis Advisors Limited

琥珀教育創辦於1999年，是超過110間英國著名大學的直接官
方代表，每年為過千名香港學生提供專業留學資訊，協助申請
入讀英、美、澳、紐、加等著名學府，致力為學生得到更多元
化的選擇。

琥珀教育的服務範圍涵蓋留學評估、入學申請、安排考試、代辦
簽證、住宿等，另設代辦保險、海外銀行服務及APAC卓越精
英課程，提供一站式和全面的升學服務。琥珀監護人創立於
2015年，公司總部設於倫敦市中心以提供專業、頂級及貼心的
監護人服務。

• 學生簽證代辦服務8折優惠（原價：計劃A－港幣1,950元／計劃Ｂ－港幣3,550元）

優惠詳情

琥珀教育控投有限公司

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查詢電郵
premier@amberedu.com.hk

查詢熱線
(852) 2377 7888

公司地址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81號大有大廈1208-1211室

網站
www.amberedu.com.hk

聯絡琥珀教育控投有限公司 

生活品味優惠 國際學校優惠 海外升學顧問優惠 條款及細則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迎新優惠條款及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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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ARCH 的專業團隊擁有超過200名資深顧問和導師，協
助學生考入英國、美國和香港的頂尖大學及寄宿學
校。

• 與指定升學顧問進行首次英國／美國升學諮詢服務享有6折優惠（尚玉客戶）/8折優惠（卓越理財客戶）

• 報讀 IBMYP, IBDP, (I)GCSE, A-Level, AP, SAT, ACT, SSAT 學術課程，可享首8堂9折優惠

• 優惠只適用於享用指定服務或課程之新學生

優惠詳情

ARCH Education

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關注ARCH Education
www.facebook.com/ARCHeducationHK

查詢熱線
(852) 3568 0406

公司地址
香港中環雲咸街19-27號威信大廈2樓202-205室 

網站
www.arch-education.com

聯絡 ARCH Education

全港唯一一家榮獲「香港卓越服務品牌」 的海外升學
顧問。英識教育一站式的升學服務，提供專業及貼心
的留學諮詢以找出一間最適合學生的英國中、小學、
寄宿學校及大學。

優惠詳情

英識教育

   • 申請英國私立學校入學輔導班9折 （原價：港幣$24,000/12堂） 
        1對1學科補習班
        1對1私立學校入學考試輔導（UKiset/ CAT4 / IGSET） 
        1對1面試班   
或
   • 申請英國大學入學輔導班9折（原價：港幣24,000/12堂）
        牛津、劍橋/G5 大學/ UCAS 入學輔導
        英國大學入學考試輔導 （LNAT / BMAT/ UCAT/ TSA etc.） 
        英國大學入學面試輔導（MMI） 
        個人陳述工作坊

   • 免費1對1 英國升學諮詢
   • 報考英國私立入學考試（UKiset）享9折優惠（原價：港幣$3,345元） 或  英國私立學校入學試模擬測試9折優惠
    （原價：港幣$2,000元） 
 

生活品味優惠 國際學校優惠 海外升學顧問優惠 條款及細則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迎新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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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品味優惠 國際學校優惠 海外升學顧問優惠 條款及細則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迎新優惠

成立於2003年，必益教育是一家提供國際教育的專業機構，
在英國倫敦、中國上海、北京、深圳、杭州、香港都設立分公
司。從孩子的角度出發，秉著誠信及正直為宗旨，為學生量身
定制留學計劃。我們提供專業的英國留學咨詢、入學規劃、文
書準備及一對一面試指導，亦提供專業的訪校陪同、簽證辦理
等各種服務。

必益教育和英國威雅公學已携手在香港、常州、杭州和南京共
同辦學，以全人教育為辦學理念，致力培養擁有同理心、責任
感和自信心的學生。使得必益學子不僅牢牢扎根于中國文化，
同時也具有相應的國際視野。

必益教育

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查詢熱線
(852) 2129 7175

公司地址
香港仔田灣街17號香港威雅學校

查詢電郵
hk@be.co

網站
www.be.co

聯絡必益教育

優惠詳情

免費升學資源禮包
(參考價值: 港幣20,000元 – 適用於滙豐Prime Club會員 / 港幣10,000元 – 適用於滙豐卓越理財客戶)

   • 一次由資深顧問或聯合創辦人提供的咨詢服務
   • 一對一面試指導
   • Atom 評估
   • 學校推薦書目

   • 一次由資深顧問提供的咨詢服務
   • CEFR (The Oxford Online Placement Test) 評估
   • 評估快速通道
   • 英國頂尖學校排名名單
   • 咨詢相關推薦書目/ 英國教育指南/行前指南
   • 30份入學考試樣本試卷
   • 4次Young-explorers拓展課程

英國教育咨詢優惠

適用於滙豐Prime Club會員服務 適用於滙豐卓越理財客戶

留學規劃服務

學術提升服務 八五折 
(原價: 港幣1,000元)

九折
(參考價值: 港幣25,000元)

九五折 
(參考價值: 港幣12,500元)

九五折 
(參考價值: 港幣1,000元)

條款及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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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倫海外升學中心提供英國升學服務逾20載，每年成功協助數百位學生升讀理想英國學府。英倫海外升學中心聚
焦英國，擁有全港最完備英國學校網絡，本港學生可透過英倫校網報讀英國大學及專科學院、英國寄宿學校以及
大專院校。

• 免費英國升學諮詢

• 免費升學及職業導向測試、英國大學申請服務（參

考價值：港幣 3,800 元）

• 免費模擬 IELTS 雅思國際英語水平測試

• 英國學生簽證代辦服務 9 折優惠（參考價值：英倫

學生港幣 800 元；非英倫學生港幣 3,680 元）

• 【英國寄宿學生開學組合】人名織嘜（一卷）及人

名印章（一個）7 折優惠（參考價值：港幣 750 元）

• 免費英國 3 電話儲值卡

優惠詳情

英倫海外升學中心 

查詢電郵
info@britishunited.net

查詢熱線 
(852) 3426 9976

網站
www.britishunited.net

公司地址
九龍旺角太子道西148號偉興大廈9樓

聯絡英倫海外升學中心 

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迦拿的專家團隊由IB考官及英美頂尖大學畢業
生組成，為學生提供優質輔導課程和考試預備
課程。

• 預約1小時免費諮詢服務

• 預約免費評核，適用於 IB, (I)GCSE, GCE 

A-Level, AP, SAT, ACT, LNAT, UCAT, BMAT，

小學課程等

• 報讀CANA的課程，首30天95折優惠

優惠詳情

迦拿教育中心

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生活品味優惠 國際學校優惠 海外升學顧問優惠 條款及細則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迎新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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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聯教育是英國寄宿學校權威的中介公司。公司創辦
人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並於1996年成立本公司，至今
已有25年歷史。英聯教育提供出色的服務，協助香
港及內地學生找到合適的英國學校。

• 滙豐卓越理財客戶尊享「卓越監護人」服務計劃8.75折（原價：英磅 5,000）

優惠詳情

英聯教育有限公司

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查詢電郵
info@coopers.com.hk

查詢熱線
(852) 2377 9111

公司地址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71號永安集團大廈2408室 

網站
www.coopers.com.hk

聯絡英聯教育有限公司

大地海外升學在全球各地的學校網絡過千間，致力
為香港學生提供最專業適切的一站式海外留學輔導
服務體驗。

• 報考英國私立學校入學試（UKiSET）可獲贈價值港幣 200 元正誠品禮券乙份

• 報讀課程可獲減免20%行政費用

• 專屬的教育講座

優惠詳情

大地海外升學服務中心

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查詢電郵
info@dadi.com.hk

查詢熱線
(852) 2314 8312

公司地址
香港旺角彌敦道700號7樓702-703室 

網站
www.dadi.com.hk

聯絡大地海外升學服務中心

生活品味優惠 國際學校優惠 海外升學顧問優惠 條款及細則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迎新優惠條款及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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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Crimson Education 是領先全球的大學升學顧問公司，
擁有超過2,400名來自耶魯、劍橋大學等名校的顧問
和導師，致力利用獨家科技、人力和學習資源，為有
遠大抱負的學生規劃並協助實踐完整升學藍圖，助
其考進夢寐以求的頂尖學校。我們的香港團隊，更
會專業評估本地和國際情況，為每位學生度身打造一
套接軌世界的留學方案，開拓獨一無二的成功之路。

Crimson Education

聯絡 Crimson Education

查詢電郵
hongkong@crimsoneducation.org

查詢熱線
(852) 6996 0343

公司地址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29號華懋禮頓廣場8樓804室（請先預約）

網站
www.crimsoneducation.org

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其他禮遇
   • 美國和英國咨詢（計劃 A :全面/計劃 B :精英/計劃 C :V.I.P.) ：9折優惠
   • Crimson實習課程、工作坊及其他活動：95折優惠
   • 參與 Crimson 獨家研討會如牛津、劍橋及長春藤大學前招生主任講座，寫作工作坊、名校取錄學生分享會等
   • 一節免費的 Crimson 實習和暑期課程指南（原價：港幣1,200元）

換領禮遇
   ‧ 滙豐 Prime Club 會員在換領禮遇時，須提供 Prime Club 迎新信函上所顯示的推廣代碼以作驗證用途
   ‧ 登入滙豐 Home&Away 網站獲取推廣碼以兌換優惠 
        www.homeandaway.hsbc.com/hk/en-gb/education

優惠詳情

大學升學資源禮包
（參考價值：滙豐 Prime Club 會員 - 港幣20,000元 / 滙豐卓越理財客戶 - 港幣10,000元）

   • 海外大學及寄宿學校升學諮詢
   • 國際企業實習機會
   • 頂尖大學教授指導、合作進行學術研究和文章發表
   • 註冊線上國際學校，授教 A-Levels、IGCSEs 和 Advanced Placement (APs) 課程（參考價值：港幣10,000元）
   • 一對一標準化考試預習及輔導
   • 一對一非學術技能指導（例如：聯合國、社會企業家訓練）
   • 課外活動及領導才能指導

   • 10篇美國頂尖大學的成功申請文書
   • 5篇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成功申請文書
   • 10個學生課外活動和領導經歷的案例研究
   • 申請英國頂尖大學的白皮書
   • 申請美國頂尖大學的白皮書
   • 美國大學申請文書寫作的白皮書

生活品味優惠 國際學校優惠 海外升學顧問優惠 條款及細則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迎新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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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品味優惠 國際學校優惠 海外升學顧問優惠 條款及細則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迎新優惠

創智教育國際升學中心之專業顧問團隊擁有多年親身
留學海外的經驗，以協助有志到海外升學生活的學生
提供全面及一站式咨詢服務，並涵蓋由申請至畢業的
每個階段。自1998年起，已為數以萬計的學生們提供
專業意見及協助。

創智教育國際升學中心

海外升學生活資源禮包 
（參考價值：港幣20,000元 - 滙豐 Prime Club 會員專享）

   • 一對一諮詢服務：就澳洲、加拿大及紐西蘭大學和學校收生及住宿申請，由專業教育顧問免費一對一提供

      海外升學生活諮詢 

   • 學生簽證服務：免費學生簽證申請服務及諮詢

   • 升學跟進和守護服務：海外升學後，免費跟進及提供生活守護諮詢服務

   • 雅思模擬考試及分析：免費一次雅思模擬考試及試後分析

   • 獎學金申請資格：澳洲、加拿大及紐西蘭相關教育機構的獎學金計劃資格審查和申請服務

   • 滙豐 Prime Club 會員在換領禮遇時，須提供 Prime Club 迎新信函上所顯示的推廣代碼以作驗證用途
 

優惠詳情

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查詢電郵
admin@superred.com.hk

查詢熱線
(852) 3105 2944

公司地址
香港九龍彌敦道208-212號四海大廈11樓1104室

網站
www.superred.com.hk

聯絡創智教育國際升學中心

條款及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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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e Club 迎新優惠，參考價值高達港幣16,000元

• 迎新優惠：一年香港法律培訓學院會籍（「迎新優惠」）推廣期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包括首尾兩天）。優惠名額 
 有限，額滿即止。滙豐擁有絕對酌情權隨時延長、暫停和終止任何或所有迎新優惠，恕不另行通知。

• 合資格客戶指於推廣期內（1）成功申請並開立滙豐卓越理財綜合戶口的新客戶，或將現有的個人戶口升級為滙豐卓越理財 
 綜合戶口的現有客戶、（2）成為滙豐 Prime 會員以及（3）於過去3個月內維持3,000,000港元的全面理財總值。
 Prime Club 迎新優惠換領信函將會於符合所有條件後之90天內發出。

• 於推廣期內，每名合資格客戶只可享迎新優惠一次。而滙豐卓越理財聯名戶口之主要戶口持有人才可獲享迎新優惠。

• 所有迎新優惠均不可轉讓予其他人，以及不可兌換現金或其他優惠。

•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滙豐／我們」）不會為迎新優惠之服務質量承擔任何責任，並就相關之服務供應商提供予 
 合資格客戶的服務範圍亦無任何管制之權利，而我們對於合資格客戶就享用有關服務時所引致的任何費用、損失或損害 
 概不負責。我們擁有絕對酌情權隨時修改和變更迎新優惠之推廣條款及細則，毋須提前通知。

迎新優惠之
推廣條款及細則

生活品味優惠 國際學校優惠 海外升學顧問優惠 條款及細則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迎新優惠 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迎新優惠 － 一年香港法律培訓學院會籍，參考價值高達港幣16,000元

• 一年香港法律培訓學院 Hong Kong Legal Training Institute（「 HKLTI 」）會籍是由創智教育國際升學中心（「創智教育」）
 提供予合資格客戶的免費個人會籍計劃，合資格客戶需成功與創智教育登記其子女的學生檔案（「 HKLTI 會員」）。於註冊時，
 合資格客戶須提供 Prime Club 迎新優惠換領信函上所顯示的專有會員代碼，以供創智教育作驗證用途。

• 註冊期為自 Prime Club 迎新優惠換領信函的發出日期起計60天內。例如，如果信函發出日期為2023年3月1日，與創智教育
 的註冊到期日將於2023年4月30日屆滿。

• HKLTI 會籍期為與創智教育的註冊日起計365天。例如，如果註冊日為2023年1月1日，則 HKLTI 的會籍期將於2023年12月31日
 屆滿。

• 在 HKLTI 會籍期間，HKLTI 會員可享由 HKLTI 自家所舉辦之培訓課程低至9折的優惠，以及一系列會員禮遇。請瀏覽 HKLTI
 官方網站：www.hklti.hk/index.php/tc/ 查看詳情及現有會員優惠。

• HKLTI 會員須遵守由 HKLTI 及創智教育為香港法律培訓學院會籍之權利及資格而制定的相關條款及細則。詳情請致電
 （852）2869 6322 聯絡 HKLTI 或（852）3105 2944 聯絡創智教育。



條款及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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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品味及教育優惠之
推廣條款及細則

Prime Club 國際教育及品味生活禮遇，參考價值高達港幣40,000元

• Prime Club 國際教育及品味生活禮遇包括︰（1）由 Crimson Education 提供的免費大學升學資源禮包；（2）由創智教育提供 
 的免費海外留學及生活禮包；及（3）英國航空  First（頭等客艙）及 Club World（商務客艙）9折優惠（「Prime 國際禮遇」）。
 優惠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 滙豐 Prime Club 會員可於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包括首尾兩天）的優惠期內享有 Prime 國際禮遇。

• 所有 Prime 國際禮遇均不可轉讓予其他人、不可兌換現金或其他優惠。

•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滙豐／我們」）不會為 Prime 國際禮遇之服務質量承擔任何責任，並就相關之服務供應商提供 
 予合資格客戶的服務範圍亦無任何管制之權利，而我們對於合資格客戶就享用有關服務時所引致的任何費用、損失或損害 
 概不負責。我們擁有絕對酌情權隨時修改和變更迎新優惠之推廣條款及細則，毋須提前通知。

Prime 國際禮遇（1）－ 由 Crimson Education 提供的免費大學升學資源禮包，
參考價值高達港幣20,000元

• 滙豐 Prime Club 會員可享免費大學升學資源禮包，包括：

   與 Crimson 升學顧問進行1小時免費諮詢，將根據評估結果及學生的特定興趣，指導其大學申請及職業發展

   10篇美國頂尖大學的成功申請文書

   5篇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成功申請文書

   10個學生課外活動和領導經歷的案例研究

   申請英國頂尖大學白皮書

   申請美國頂尖大學白皮書

   美國大學申請文書寫作的白皮書

• 滙豐 Prime Club 會員可享 Crimson 諮詢方案9折優惠，包括 計劃 A：全面的美國和英國諮詢；計劃 B：精英美國和英國 
 諮詢； 計劃 C：V.I.P. 美國和英國諮詢；以及一系列現有的滙豐卓越理財優惠。

• 滙豐 Prime Club 會員須遵守由 Crimson Education 為使用 Prime 國際禮遇（1）而制定的相關條款及細則。詳情請致電     
 （852）6996 0343 聯絡 Crimson Education 。

生活品味優惠 國際學校優惠 海外升學顧問優惠 條款及細則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迎新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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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e 國際禮遇（2）－ 由創智教育提供的免費海外留學及生活禮包，
參考價值高達港幣20,000元

• 滙豐 Prime Club 會員可享免費海外留學及生活禮包，包括：

   免費一對一教育顧問留學諮詢服務，諮詢澳洲、加拿大及紐西蘭大學之申請及住宿事宜

   免費留學生簽證申請服務及諮詢

   於留學期間提供免費留學關懷諮詢服務

   雅思 IELTS 模擬考試及報告：提供1次免費雅思模擬考試及報告建議

   澳洲及加拿大之大學或教育機構的獎學金計劃資格審查及申請服務

• 滙豐 Prime Club 會員須提供 Prime Club 迎新信函上所顯示的推廣代碼，以供創智教育作驗證用途。

• 滙豐 Prime Club 會員須遵守由創智教育為使用 Prime 國際禮遇（2）而制定的相關條款及細則。詳情請致電
  （852）3105 2944 聯絡創智教育。

Prime 國際禮遇（3）－ 英國航空 First（頭等客艙）及 Club World（商務客艙）9折優惠

• 於推廣期間，滙豐 Prime Club 會員購買英國航空從香港出發前往倫敦再轉往英國／歐洲其他地方的機票可享 First（頭等

 客艙）及 Club World（商務客艙）9折優惠（「 Premium 機票折扣優惠」）。

• Premium 機票折扣優惠僅適用於由滙豐 Prime Club 會員，Prime Club 會員須使用由滙豐發行的信用卡作新預訂，
    行程須乘坐英國航空的航班，從香港出發前往倫敦，及轉往英國／歐洲其他地方（「預訂」）。

• 滙豐 Prime Club 會員必須致電英國航空客務中心熱線（852）3071 5083 進行預訂，並須提供「Prime2023」的推廣代
 碼，或發送附有您的全名、旅行日期、目的地、聯絡電話及推廣代碼「Prime2023」的預訂請求至hkgsalespromo@ba.com。

 新預訂請求必須在航班起飛日期前至少5個工作天透過電郵發送。

• Premium 機票折扣優惠必須用於202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從香港出發的行程之來回航班。所有行程必須在2024年
     12月31日之前完成。

• 滙豐 Prime Club 會員須遵守由英國航空為換領 Premium 機票折扣優惠而制定的相關條款及細則。英國航空保留對

 Premium 機票折扣優惠的最終決定權，並隨時更改這些條款，恕不另行通知。

   非透過英國航空客務中心熱線（852）3071 5083 或 hkgsalespromo@ba.com 購買之機票不可享有機票折扣優惠。

   Premium 機票折扣優惠並不適用於代碼共享或特許經營航空公司之航班。

   所有購票條款均適用，包括提前購票、短期停留、週末附加費、及取消／退款規則等。

   Premium 機票折扣優惠不可轉讓，且僅適用於英國航空之航班。 Premium 機票折扣優惠不適用於英國航空假期（酒店 ＋
       航班或酒店 ＋ 汽車）、酒店、汽車租賃、航班兌換或使用 Avios 作部分付款之預訂。

   Premium 機票折扣優惠從每張機票的票價中扣除，不包括稅項和其他附加費。

   Premium 機票折扣優惠適用於6人或以下 Club World（商務客艙）之行程，及3人或以下在英國航空同一航班的機票預訂

     之 First（頭等客艙）行程。

   滙豐 Prime Club 會員必須同行，才符合資格享受機票折扣優惠。

   Premium 機票折扣優惠只適用於已公佈的有效票價，並視供應情況而定。並不允許從已購買的機票退款。

   Premium 機票折扣優惠受英國航空之購票條款約束及可能隨時被限制或取消，恕不提前通知。 其他重大限制亦適用。

 

生活品味及教育優惠之
推廣條款及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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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品味及教育優惠之
一般條款及細則

• 優惠適用於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本行」）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之滙豐卓越理財客戶（「卓越理財客戶」）。除非另有

 說明，卓越理財客戶須以滙豐支票、現金或信用卡付款至有關優惠供應商（「合作夥伴」）（如適用）。詳情請向有關合作夥 
 伴查詢。

• 優惠只適用於指定分店及數量有限。詳情請向有關合作夥伴查詢。

• 優惠不能兌換現金、其他產品及服務、折扣或轉讓。

• 除非另有說明，優惠只適用於正價服務及不適用於其他折扣、特別／推廣優惠。詳情請向有關合作夥伴查詢。

• 卓越理財客戶須為其中一位享用優惠之客戶。有關合作夥伴或可能要求卓越理財客戶於享用優惠前出示滙豐卓越理財提款 
 卡或滙豐卓越理財信用卡。詳情請向有關合作夥伴查詢。

• 除非另有說明，優惠不適用於香港的公眾假期（包括星期日）。詳情請向有關合作夥伴查詢。

• 如合作夥伴之分店停止營業，有關優惠將會停止。

• 如參與之合作夥伴進行裝修工程，有關優惠將會暫停。詳情請向有關合作夥伴查詢。

• 優惠附有合作夥伴之額外條款及細則，本條款及細則及額外條款及細則如有任何歧義或不一致，概以額外條款及細則為 準。

 詳情請向有關合作夥伴查詢。

• 價格及貨品／服務／優惠說明由相關合作夥伴提供及只作參考。卓越理財客戶明白及接納本行並非所恵顧貨品／服務／優惠 
 之供應商，卓越理財客戶應向有關合作夥伴查詢，本行恕不對有關貨品／服務承擔任何責任。

• 除卓越理財客戶及本行（及其繼承人及受讓人）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強制執行本條款及 
 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下的利益。

• 本行及有關合作夥伴可隨時終止或更改優惠。而由合作夥伴規定的所有條款及細則也可能會作出改動或變更。滙豐卓越理 
 財客戶可透過我們的網站，查看最新的優惠及相關條款及細則。如有任何爭議，概以本行及／或有關合作夥伴的決定為最終 
 決定。

• 如有任何爭議，卓越理財客戶必須提供有關之交易單據及／或信用卡簽賬存根正本以便本行作進一步調查。

• 所有條款及細則受現行規定監管。

•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監管，並據此予以詮釋。

• 本文件及本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本如有任何歧義或不一致，概以英文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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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航空所有客艙機票折扣優惠

生活品味及教育優惠合作夥伴之
額外優惠條款及細則

• 卓越理財客戶於202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成功與琥珀教育控投有限公司（「琥珀教育」）登記其子女的學生檔案，即可
 享有英國航空ｘ琥珀教育學生優惠。

• 英國航空ｘ琥珀教育學生優惠是全年優惠適用於購買英國航空 World Traveller（經濟客艙）或 World Traveller Plus   
 （高級經濟客艙）機票往返香港至英國或歐洲。客戶可享高達46公斤的托運行李限額及免費預訂更改（「學生機票優惠」）。

• 學生機票優惠僅適用於卓越理財客戶使用由滙豐發行的信用卡作新預訂，行程須乘坐英國航空的航班，從香港出發前往倫敦，
 及轉往英國／歐洲其他地方（「預訂」）。

• 卓越理財客戶須致電琥珀教育（852）2377 7888 進行預訂於202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從香港出發的航班。所有 
 行程必須在2024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

• 卓越理財客戶須遵守由英國航空及琥珀教育為換領學生機票優惠而制定的相關條款及細則。英國航空及琥珀教育保留對 
 學生機票優惠的最終決定權，並隨時更改這些條款，恕不另行通知。詳情、條款及細則請致電（852）2377 7888 聯絡
 琥珀教育。

英國航空ｘ琥珀教育學生優惠

• 卓越理財客戶於202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購買英國航空從香港出發前往倫敦再轉往英國／歐洲其他地方的機票可享 
 以下折扣優惠（「機票折扣優惠」）：

   First（頭等客艙）及 Club World（商務客艙）92折

   World Traveller Plus（高級經濟客艙）94折

   World Traveller（經濟客艙）92折

• 機票折扣優惠僅適用於卓越理財客戶使用由滙豐發行的信用卡作新預訂，行程須乘坐英國航空的航班，從香港出發前往倫敦， 
 及轉往英國／歐洲其他地方（「預訂」）。

• 預訂必須於202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完成，從香港出發之航班。所有行程必須在2024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卓越理財 
 客戶需先登記成為英國航空 Executive Club 會員方可享有機票折扣優惠。

• 卓越理財客戶需前往英國航空網頁 www.ba.com/hsbchk ，登入 Executive Club 並在搜尋航班頁面前輸入推廣代碼 
  「BAHKGSPL」以進行預訂，在付款頁面上將會顯示機票折扣優惠後的票價，此價格但並不包括稅項、手續費及航空公司 
 附加費。 

• 卓越理財客戶須遵守由英國航空為換領機票折扣優惠而制定的相關條款及細則。英國航空保留對機票折扣優惠的最終
 決定權，並隨時更改這些條款，恕不另行通知。請登入 www.ba.com 查看完整的購票條款及細則。

   非透過 www.ba.com/hsbchk 購買之機票不可享有機票折扣優惠。 

   機票折扣優惠並不適用於代碼共享或特許經營航空公司之航班。 

   所有購票條款均適用，包括提前購票、短期停留、週末附加費、及取消／退款規則等。

   機票折扣優惠不可轉讓，且僅適用於英國航空之航班。機票折扣優惠不適用於英國航空假期（酒店 ＋ 航班或酒店 ＋ 汽車）、
     酒店、汽車租賃、航班兌換或使用 Avios 作部分付款之預訂。

   機票折扣優惠從每張機票的票價中扣除，不包括稅項和其他附加費。

   機票折扣優惠適用於9人或以下之 World Traveller（經濟客艙）之行程、6人或以下之 World Traveller Plus（高級經濟

     客艙）或 Club World（商務客艙）之行程，及3人或以下在英國航空同一航班的機票預訂之 First（頭等客艙）行程。

   卓越理財客戶必須出發行程，才符合資格享受機票折扣優惠。

   機票折扣優惠只適用於已公佈的有效票價，並視供應情況而定。並不允許從已購買的機票退款。

   機票折扣優惠受英國航空之購票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可在 www.ba.com 查閱。有關的條款及細節可能隨時被限制或 
     取消，恕不另行通知。其他限制及條款亦適用。

• 卓越理財客戶須同時遵守由英國航空為 Executive Club 制定的相關條款及細則。詳情請參閱
    www.ba.com/en-hk/executive-club/terms-and-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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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美國學校

• 入學資源禮包只適用於香港美國學校的新客戶（新學生）。

香港道爾頓學校

• 入學資源禮包只適用於香港道爾頓學校的新客戶（新學生）。

德瑞國際學校

• 為期1週的德文語言課程僅提供給德語國際部的成功申請入學者及一位家長，每人只限兌換一次。

• 提供給德語國際部的成功申請入學者及一位家長的1週語言課程是指連續5天的德文語言課程。課程只限於第一學年兌換，

   日期和時間視情況而定，並可能於校外，由合作夥伴教授。

香港威雅學校

• Capital Levy優惠只適用於新學年首次入讀香港威雅學校的家庭。香港威雅學校保留最終決定權。

Academic Asia UK Limited

• 優惠只適用於Academic Asia UK Limited的新客戶。 

aec 教育顧問

• 優惠只適用於客戶經 aec 教育顧問申請學生簽證（標準）。 

Aegis Advisors Limited

• 優惠只適用於 Aegis Advisors Limited 之全新客戶。

• 每位持卡人為其每個子女於6個月內可享用優惠一次。

• 除非與客戶另行書面協定，否則有關優惠的所有會面將會透過網上或在 Aegis Advisors Limited 的辦公室內舉行。

琥珀教育

• 優惠只適用於客戶經琥珀教育申請學生簽證。 

• 優惠只適用於琥珀學生簽證代辦服務包括琥珀教育英國合作院校申請合約 Plan A 及琥珀教育英國合作院校申請合約  
 Plan B。

• 卓越理財客戶於202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成功與英識教育登記其子女的學生檔案，即可享有英國航空 ｘ 英識教育學生 
    優惠。

• 英國航空ｘ英識教育學生優惠是全年優惠適用於購買英國航空 World Traveller（經濟客艙）或 World Traveller Plus
  （高級經濟客艙）機票往返香港至英國或歐洲。客戶可享高達46公斤的托運行李限額及免費預訂更改（「學生機票優惠」）。

• 學生機票優惠僅適用於卓越理財客戶使用由滙豐發行的信用卡作新預訂，行程須乘坐英國航空的航班，從香港出發前往倫敦，
    及轉往英國／歐洲其他地方（「預訂」）。

• 卓越理財客戶須致電英識教育（852）3702 6372 進行預訂於202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從香港出發的航班。所有
    行程必須在2024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

• 卓越理財客戶須遵守由英國航空及英識教育為換領學生機票優惠而制定的相關條款及細則。英國航空及英識教育保留對
    學生機票優惠的最終決定權，並隨時更改這些條款，恕不另行通知。詳情、條款及細則請致電（852）3702 6372 聯絡
    英識教育。

英國航空ｘ英識教育學生優惠

生活品味及教育優惠合作夥伴之
額外優惠條款及細則

教育合作夥伴之額外優惠條款及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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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 Education

• 一對一升學顧問諮詢服務之折扣優惠只適用於享用 ARCH 升學諮詢服務之全新客戶。

• 免費技能訓練課程評核（適用於7-16歲學生）之優惠只適用報讀 ARCH 技能訓練課程（Enrichment Programs）之全新客戶。

• IBMYP, IBDP, (I)GCSE, A-Level, AP, SAT, ACT, SSAT 課程折扣優惠只適用報讀 ARCH 學術課程之全新客戶。

• 此優惠不能與其他優惠一起使用

必益教育

‧ 優惠只適用於必益教育的新客戶。

英識教育

• 所有優惠只適用於英識教育之新客戶（新學生）。

英倫海外升學中心

• 免費升學及職業導向測試適用於中五或以上學生，客戶可於2023年1月起享用職業導向測試服務。

• 免費模擬 IELTS 雅思國際英語水平測試包括閱讀及聆聽測試，適用於中五或以上學生。

• 

迦拿教育中心

• 優惠只適用於迦拿教育中心之全新客戶。

英聯教育有限公司之優惠

• 優惠只適用於客戶經英聯教育申請「卓越監護人」服務計劃。

Crimson Education

• 優惠適用於滙豐信用卡（附有滙豐名稱及標誌的信用卡），包括滙豐卓越理財卡／尚玉卡持有人。上述信用卡包括但不限於  
    滙豐卓越理財信用卡®、滙豐中國卓越理財借記卡、 French Premiere Esquire card 或滙豐不時發行或指定的任何信用卡。

大地海外升學

• 優惠只適用於客戶經大地海外升學成功報考英國私立學校入學試（UKiSET）。 

創智教育國際升學中心

• 優惠只適用於客戶透過創智教育國際升學中心申請海外升學服務。

註︰本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由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刊發

  【英國寄宿學生開學組合】優惠適用於通過英倫海外升學中心前往英國就讀的寄宿學生。

生活品味及教育優惠合作夥伴之
額外優惠條款及細則

生活品味優惠 國際學校優惠 海外升學顧問優惠 條款及細則全方位國際教育支援 迎新優惠



條款及細則

本小冊子的出版日期為2023年3月。由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刊發。

Issued by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