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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保险行住赏计划1一般条款及细则 

我们的汇丰保险行住赏计划或简称「行住赏」(前称汇丰保险 Well+计划)﹝「此计划」﹞

致力提高个人健康及保健。汇丰人寿保险（国际）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百慕达之有限

公司）（「汇丰保险」、「我们」）为客户﹝「您」﹞提供下列所载的权益。 

参与此为期 24 个月的计划，您可从达到指定的步数目标而获得奖励。您的步数将会由

Apple Inc. ﹝Apple﹞的「健康」应用程式作出纪录，并由香港汇丰流动理财应用程式提取

并与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汇丰」﹞及汇丰保险分享。 

此计划由汇丰保险所管理及管控，并由汇丰于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内分销。汇

丰是根据《保险业条例﹝香港法例第 41 章﹞》注册为汇丰保险于香港特区分销人寿保险

之代理商。此计划与 Apple 为合作伙伴。 Apple 相关之政策及条款及细则亦会应用于此计

划内。 

汇丰保险行住赏计划网页及香港汇丰流动理财应用程式皆备有此计划的一般条款及细则

的最新版本。您应不时查阅此计划的一般条款及细则及其他相关文件。本文件底部「最

后更新日期」标题下列示此一般条款及细则之最新版本日期。 

在您申请成为此计划的会员之前，您必须： 

 阅读并同意遵守此一般条款及细则、汇丰网页的网站使用条款﹝请浏览

https://www.hsbc.com.hk/zh-cn/legal/terms-of-use/ ) 、香港汇丰流动理财应用程 

式的私隐政策﹝请浏览 https://www.hsbc.com.hk/zh-cn/misc/privacy-security/ )、及 

其他资讯、资料及有关此计划详情； 

 同意汇丰、汇丰保险及 Apple 根据私隐政策及「资料私隐通知」所列明的条款中 

收集、应用及披露您的个人可识别资讯及其他关于您的个人资料，包括但并不限 

于您的人口统计资料、理赔及健康及保健资料﹝请浏览汇丰网上私隐及保安布告

https://www.hsbc.com.hk/zh-cn/legal/privacy-security/ ﹞； 

 同意汇丰及汇丰保险经由香港汇丰流动理财应用程式从 Apple「健康」应用程式中 

提取、使用及储存您的健康及保健资料﹝如「步数」数据﹞，以作此计划之用； 

 同意汇丰提供您的邮寄地址以及您的姓名及联络资料予汇丰保险及 Apple﹝如适用﹞

以作订购 Apple Watch 之用； 

 确认并同意汇丰或汇丰保险可更改此计划相关的文件，以及采纳、公布或实施任 

何其他有关此计划的规则、规例、政策或程序；以及 

 汇丰及汇丰保险对此一般条款及细则，及其规则、规例、政策或程序拥有全权解 

释、引用或不引用的权利。 

 

                                                           
1 注意：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起，只有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申请了合资格保单（（及符合于本文所列

的所有其他资格，包括其合资格保单须在参加计划前的 3个月内签发并维持生效）的合资格客户才合资格

申请汇丰保险行住赏计划，且客户必须在 2022年 7月 31日或以前提交申请。 

https://www.hsbc.com.hk/zh-cn/legal/terms-of-use/
https://www.hsbc.com.hk/zh-cn/misc/privacy-security/
https://www.hsbc.com.hk/zh-cn/legal/privacy-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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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保险可全权在合理的情况下不时更改及修正此计划。其更改或修正范围可包括： 

 

 修订此计划的结构、或更改全部或部分此计划的规则、规例、政策、程序、参与 
条件或其他特性包括在此一般条款及细则﹝和任何有关此计划的其他相关文件中 
适用于此计划的条款及细则﹞；以及 

 全部或部分终止、暂停或取消此计划。 

如我们认为此计划有重大更改，我们将在 30 日前以适当的方式通知您，而此一般条款及

细则的任何修订版本将于此计划的网页及香港汇丰流动理财应用程式下的此计划公布并

于当天即时生效。如您继续申请、使用或参与此计划将被视为您完全无条件接受此一般

条款及细则﹝包括对其他有关此计划的文件中适用之条款及细则﹞的任何修改。如您不

同意此变更，您可随时退出此计划﹝注意：您将因此而不再获得参与此计划的余下奖赏，

您已收取的奖赏则仍然生效﹞，详情请参阅 D2 部分：取消计划或退出申请。如透过汇丰

参与为期 24 个月的免息分期计划购买 Apple Watch，其条款及细则及其任何变更皆另行

规定﹝详情请参阅 B 部分：此计划的 Apple Watch 换领选项﹞。汇丰保险概不承担任何因

更改此一般条款及细则造成的直接或所引致的损失所提出的任何责任。 

在汇丰保险批核您对此计划会籍的申请前，您可随时退出您的计划会籍申请，或在汇丰

保险批核您对此计划会籍的申请后，您亦可随时取消您的计划会籍。您可用以下其中一

种方法递交退出或取消申请： 

 书面﹝邮寄﹞通知汇丰保险，并提供您的姓名、地址、联络电话及电邮地址﹝如

有﹞，地址：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深旺道 1 号汇丰中心第 1 座 18 楼；或 

 致电汇丰保险服务热线(852) 2583 8000。 

﹝详情请参阅 D2 部分: 取消计划或退出申请﹞ 

 

A. 此计划 

1. 若您符合以下所有条件，您便拥有此计划的参加资格： 

 在 2022年 7月 31日或以前申请汇丰保险行住赏计划（且您的合资格保单必须：1）

在 2022 年 3 月 31 日之前申请，及 2) 在申请本计划前的 3 个月内签发并维持生效，

下同； 

 持有一份或以上由汇丰保险在过去 3 个月内签发并维持生效，并在 2022 年 3 月 31 

日之前申请的汇丰保险计划（同上）﹝「合资格保单」﹞，以下为此计划涵盖的

汇丰保险计划： 

o 汇家保 

o 汇盛人生保险计划 

o 骏富保障万用寿险计划 

o 翡翠／翡翠尊尚环球世代万用寿险 

o 汇易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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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尊尚定期寿险计划 

o 乐安居供楼保障计划 

o 汇康保险计划 

o 汇丰自愿医保标准计划 

o 汇丰自愿医保灵活计划 

 

 成为合资格保单持有人，而所持有的合资格保单在 24 个月的计划期间的每年保费

总和﹝保费折扣不计算在内﹞达到并保持不少于港币 1,000.00 元﹝或在相应的奖

赏选项下不少于港币 1,700.00 元﹞，如保费并非以港元结算，汇丰保险将以自订

的港元兑换率评估保费的港元相等价值。详情请参阅 B 部分：此计划的 Apple 

Watch 换领选项及 C 部分：此计划的「奖赏钱」换领选项； 

 在为期 24 个月的计划期间维持香港汇丰流动理财应用程式用户有效； 

 持有最少一部能与香港汇丰流动理财应用程式兼容的 iOS 版本的 iPhone﹝Apple Inc. 

的产品﹞，并确保您的 iPhone 型号与您选择的 Apple Watch 型号兼容。您应该为

您的 iPhone 经常更新至最新 iOS 版本。非 iPhone 设备则无法参与此计划；以及 

 持有最少一张由汇丰签发的个人信用卡﹝「合资格信用卡」﹞。您可选择以港元

Visa 卡或万事达卡参与此计划并以 Apple Watch 作为您的换领选项，或以港元、美

元或人民币为主导货币的 Visa 卡、万事达卡或银联信用卡参与此计划并以「奖赏

钱」作为您的换领选项。该信用卡户口需要在 24 个月计划期间持续有效及信用状

况良好。详情请参阅 B 部分：此计划的 Apple Watch 换领选项及 C 部分：此计划的

「奖赏钱」换领选项。 

2. 除非另有规定，您只可参与此计划一次，从中选择此计划的 Apple Watch 换领选项或此
计划的「奖赏钱」换领选项。 

3. 此计划只限汇丰保险的合资格个人客户﹝而非商业客户或其他法律实体﹞，并以其个
人身分参与。 

4. 除非在此一般条款及细则或其他与此计划相关的文件中另有规定外，您不能将您的受
益权转让、分配、出售、交换或承诺允许给另一人。 

 

B. 此计划的换领选项 

1. 当汇丰保险批核您申请此计划之会籍及其换领选项后，汇丰保险将根据您所自订的

Apple Watch 款式及任何升级选项向 Apple 订购您的 Apple Watch，为此您将以您所指定的

信用卡进入 24 个月免息分期付款计划﹝「分期付款计划」﹞。分期付款计划将由此计划

开始后的第二个月开始。您不应转售您的 Apple Watch 予他人。 「信用卡免息分期付款

计划条款及细则﹝适用于个人信用卡持卡人﹞」适用于此换领选项，请浏览

https://cdn.hsbc.com.hk/content/dam/hsbc/hk/docs/credit-cards/interest-free-instalment.pdf
以了解相关的更多详情。如您因终止用于此计划的信用卡而未能履行有关的分期付款计

划责任，汇丰或汇丰保险将可能要求您透过支票或其他汇丰或汇丰保险接受的方法立即

全数支付您的 Apple Watch 费用。 

https://cdn.hsbc.com.hk/content/dam/hsbc/hk/docs/credit-cards/interest-free-instalment.pdf
https://cdn.hsbc.com.hk/content/dam/hsbc/hk/docs/credit-cards/interest-free-instalment.pdf


 

 

PUBLIC 

2. 在您的计划开始后，您将进入连续 24 个历月﹝「计划月份」﹞的奖赏期。每一个计划

月份是指每一个历月的第一个历日至同一个历月的最后一个历日为止，而汇丰或汇丰保

险将透过迎新电邮指示此计划的开始日期。如您在每一个计划月份记录在香港汇丰流动

理财应用程式的每日平均步数达到下列第 3 点或第 4 点的指定目标，您每月所换取的奖

赏金额将可抵销部分或全部的 Apple Watch 每月分期供款。以没有配备流动网络功能的 

Apple Watch 为例，您必须在为期 24 个计划月份内每月均达到每日平均步数 9,000 步或以

上，以抵销已支付的 Apple Watch 全数款项﹝所记录及计算的每日平均步数将于每个计划

月份开始时重设为零﹞。 

3. 如您所持有的合资格保单的每年保费总和达到港币 1,000.00 元至港币 1,699.99 元之间，

您便符合下列奖赏资格： 

 

该月每日平均步数 该月可换取的金额 

9,000  步或以上 港币 90 元 

7000 至 8999 步 港币 60 元 

5000 至 6999 步 港币 30 元 

5000 步或以下  港币 0 元 

 

4. 如您所持有的合资格保单的每年保费总和达到港币 1,700.00 元或以上，您便符合下列
奖赏资格： 

 

该月每日平均步数 该月可换取的金额 

9000 步或以上 港币 130 元 

7000 至 8999 步 港币 100 元 

5000 至 6999 步 港币 50 元 

5000 步或以下 港币 0 元 

 

5. 在您根据以上第 3 点或第 4 点所列明的资格参与此奖赏计划后，即使您的合资格保单

每年保费总和有所调整，您亦不能转换至另一个奖赏计划。如您合资格保单的每年保费

总和减至所须水平以下，汇丰保险有权终止您的计划会籍。 

6. 您的 Apple Watch 每月分期款项将会在每个计划月份﹝第二个计划月份开始﹞从您的信

用卡帐户中扣除，您可透过您的信用卡结单中查找该项交易。您在每个计划月份可换取

的金额将于下一个计划月份 18 号后存入您所指定的汇丰信用卡帐户中﹝「结算日」﹞，

您可透过您的信用卡结单查找该项进帐。例如，您于第一个计划月份可换取的金额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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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计划月份的 18 号后存入至您所指定的汇丰信用卡帐户，并用以部分或完全抵销您

于第二个计划月份内所扣除的第一笔 Apple Watch 分期付款金额。如您需更改您所指定的

信用卡，您所提交的指示须在每个计划月份的 18 号的 5 个工作日前生效。 

7. 您有责任确保与此计划连结的汇丰信用卡在计划期间持续有效。若您指定用于分期付

款计划的信用卡于期间失效，所有剩余未清还的还款总金额将即时到期，您须即时清还。

在此情况下，汇丰保险保留终止您的计划会籍的权利，您将因此不会收到余下的可换取

金额；或因应实际﹝及可行的﹞情况下汇丰保险可能同意继续您的计划会籍并﹝如需要﹞

根据您的指示指定另一张合资格的﹝全新或现有的﹞汇丰信用卡以继续收取您应得的及

未来可获取的可换取金额。 

8. 您需定期登入香港汇丰流动理财应用程式，以自动同步您的健康及保健资料至汇丰及

汇丰保险。汇丰保险将根据香港汇丰流动理财应用程式的最新步数纪录及以上第 3 点或

第 4 点所列明的奖赏计划计算您任何应得的奖赏。 

9. 此计划在 24 个计划月份后随即结束，而最后一期可换取金额﹝如有﹞将在计划完结后

的下一个历月支付，随后您将不再享有此计划给予所列的奖赏。 

10. 汇丰保险可能﹝酌情及因应具体情况而定﹞为您提供不同的升级选项，您可选择支付 

额外款项将 Apple Watch﹝及／或附加服务或配件﹞升级。如您选择升级项目，额外 的费

用将包括在您的 24 个月免息分期计划并透过您的 24 个月免息分期计划缴付。 

11. 汇丰保险并不保证您所选的 Apple Watch 款式必有存货。如您所选 Apple Watch 款式缺

货，Apple 将通知汇丰保险。随后，﹝如适用您的情况﹞汇丰保险会直接与您联络并重新

根据计划详情安排重选及送递您所自订的 Apple Watch 或／及附加服务或／及配件。请注

意，您应确保您的 iPhone 型号与您选择的 Apple Watch 型号兼容。如您在此计划中没有

其他合适的 Apple Watch 款式﹝包括自订款式或／及配件选项﹞而并不愿意继续此计划，

您可选择退出您的计划申请。 

12. Apple 将根据其 Apple Watch 的存货量负责送递 Apple Watch 给您，汇丰保险不能影响

及概不负责其决定。一般而言，Apple 将于一个月内送递您的 Apple Watch 予您。您同意

汇丰提供您的邮寄地址以及您的姓名及联络资料予汇丰保险及  Apple 以向 Apple 订购 

Apple Watch 之用。您所提供的 Apple Watch 送递邮寄地址必须于香港特区境内。 Apple 及

／或其代表 Apple 的送递公司将联络您并双方协议安排您的 Apple Watch 送递事宜。您须

负责适时回应 Apple 及／或代表 Apple 的送递公司的通讯。汇丰或汇丰保险概不负责任何

﹝或负责更换 Apple Watch﹞因提供予汇丰保险的邮寄地址错误﹝或因应 Apple Watch 送

递事宜向 Apple 及／或其送递公司提供的其他邮寄地址及／或联络电话﹞而引致您的 

Apple Watch 受损失、毁坏或失窃。在此等情况之下﹝及在其他情况下您的 Apple Watch 

在成功送递后受损失、毁坏或失窃﹞，您有责任继续根据分期付款计划为您的  Apple 

Watch 支付每月分期付款，您于本计划的会籍将继续生效。 

13. 如您在任何情况下未能从代表 Apple 的送递公司收取您的 Apple Watch，请立即联络汇

丰保险重新安排送递您的 Apple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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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成功送递您的 Apple Watch 后，您将收到由汇丰保险所发的迎新电邮。您须检查您

的 Apple Watch 是否完好并运作正常，及／或其 Apple Watch 款式及／或相关配件是否符

合您在提交的申请内所指定的款式。如有不符，您须在迎新电邮中所示的日期前联络汇

丰保险。您所收取的 Apple Watch 受 Apple 的保养政策所规范。如您发现于此计划下接收

的 Apple Watch 有瑕疵，您需联络 Apple 的技术支援，即 Apple 零售商店中的 Genius Bar 

为您的 Apple Watch 进行检查。 Apple 可能要求您出示购买证明，相关证明将在 Apple 

Watch 送递后由汇丰保险发出的迎新电邮中提供。根据 Apple 的检查结果，如需要更换您

的 Apple Watch，Apple 可能向您提供 Apple Care 个案 ID。您需致电汇丰保险﹝及提交 

Apple Care 个案 ID﹞以安排更换 Apple Watch。汇丰保险将与 Apple 安排收回有瑕疵的手

表，并重新安排送递新的 Apple Watch 给您，并延迟您的计划开始日期一个月。但如您在

迎新电邮所示的日期后发现您的 Apple Watch 出现瑕疵，您则需按照 Apple 的保养政策与 

Apple 商议解决，并通知汇丰保险以便我们酌情决定延迟您的计划会籍开始日期。 

15. 汇丰保险将透过香港汇丰流动理财应用程式的推播通知不时发送关于此计划的重要资

讯给您。为此，我们建议您启用接收香港汇丰流动理财应用程式及 iPhone 及 Apple Watch 

上的推播通知设定。 

 

 

C. 此计划的「奖赏钱」换领选项 

1. 当汇丰保险批核您申请此计划之会籍及计划之下此换领选项后，您将进入连续 24 个历

月﹝「计划月份」﹞的奖赏期。每一个计划月份是指每一个历月的第一个历日至同一个

历月的最后一个历日为止，而汇丰或汇丰保险将透过迎新电邮指示此计划的开始日期。

如您在每一个计划月份记录在香港汇丰流动理财应用程式的每日平均步数达到下列第 2 

点的指定目标，您可根据奖赏计划赚取「奖赏钱」。所记录及计算的每日平均步数将于

每个计划月份开始时重设为零。 

2. 如您所持有的合资格保单的每年保费总和达到港币 1,000.00 元或以上，您便符合下列

奖赏资格： 

 

该月每日平均步数 该月可赚取的「奖赏钱」(RC) 

9000 步或以上 50RC 

7000 至 8999 步 30RC 

5000 至 6999 步 15RC 

5000 步或以下 0RC 

3. 在您根据上述的资格参与此奖赏计划后，如您合资格保单的每年保费总和减至所须水

平以下，汇丰保险有权终止您的计划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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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在每个计划月份所赚取的「奖赏钱」将于下一个计划月份 18 号后存入您所指定的汇

丰信用卡帐户中﹝「结算日」﹞。如您需更改您所指定的信用卡，您所提交的指示须在

每个计划月份的 18 号的 5 个工作日前生效。 

5. 汇丰「奖赏钱」的使用方式受「奖赏钱」的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参阅

http://www.hsbc.com.hk/zh-cn/credit-cards/rewards/terms/ 。 

6. 您须确保与此计划连结的汇丰信用卡在计划期间持续有效。若您指定用于此计划的信

用卡于计划完结前失效，汇丰保险保留终止您的计划会籍的权利，您将因此不会收到余

下的「奖赏钱」；或因应实际﹝及可行﹞情况汇丰保险将可能同意继续您的计划会籍并

﹝如需要﹞根据您的指示指定另一张合资格的﹝全新或现有的﹞汇丰信用卡以继续收取

您应得的及未来可获得的「奖赏钱」。合资格信信卡及「奖赏钱」的条款及细则均适用

于此。 

7. 您需定期登入香港汇丰流动理财应用程式，以自动同步您的健康及保健资料至汇丰及

汇丰保险。汇丰保险将根据香港汇丰流动理财应用程式的最新步数纪录及以上列的奖赏

计划计算您任何应得的奖赏。 

8. 此计划在 24 个计划月份后随即结束，而最后一期「奖赏钱」﹝如有﹞将在计划完结后
的下一个历月支付，随后您将不再享有此计划给予所列的奖赏。 

9. 汇丰保险将透过香港汇丰流动理财应用程式的推播通知不时发送关于此计划的重要资
讯给您。为此，我们建议您启用接收香港汇丰流动理财应用程式及 iPhone 及 Apple Watch 
上的推播通知设定。 

 

 

D. 终止或取消计划会籍﹝或退出申请﹞ 

1. 终止计划 

汇丰保险保留在任何期间终止您此计划的权利，并在可行情况下于 30 天前向您作出此计

划的终止通知，但在下列情况我们可能立即终止您的计划： 

 您不再符合此计划会籍在本文所列的资格； 

 您﹝或代表您的任何人﹞被发现对此计划的申报有不实／欺诈行为／误报／滥用，

或有任何不正确的行为； 

 您与汇丰不再维持有效的银行客户关系； 

 参与者身故。 

当您的计划终止后，您不能重新参与此计划。如因上述情况下终止您的计划，而您选择

以 Apple Watch 作为您参与此计划的换领选项并已收取您的 Apple Watch，我们可能要求

您﹝在合适的情况下﹞：﹝1﹞根据分期付款计划的安排及条款及细则继续支付您的 

Apple Watch 费用；﹝2﹞或透过支票或其他汇丰保险接受的方法全数支付您的  Apple 

Watch 费用。尽管如此，汇丰／汇丰保险保留采取其他在我们合法权益范围内的行动。

汇丰保险将不承担对此计划会籍终止所造成的任何直接、间接或所引致的损失所提出的

任何责任。 

http://www.hsbc.com.hk/zh-cn/credit-cards/rewards/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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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取消计划或退出申请 

在汇丰保险批核您对此计划的会籍前，您可随时退出您的计划申请，或在汇丰保险批核

您对此计划会籍后，您亦可随时取消您的计划会籍。您可用以下其中一种方法递交退出

计划申请或取消您的计划会籍： 

(1) 书面﹝邮寄﹞通知汇丰保险，并提供您的姓名、地址、联络电话及电邮地址﹝如有﹞，

地址：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深旺道 1 号汇丰中心第 1 座 18 楼；或 

(2) 致电汇丰保险服务热线(852) 2583 8000。 

如您在此计划完结前取消您的会籍，您将不再继续享有获得此计划奖赏的权利，并且不

能重新参与此计划。如您在收取您的 Apple Watch 之前提出取消计划申请，您应拒绝收取

送递予您的 Apple Watch。跟据相关法律及监管要求，我们将清除您于香港汇丰流动理财

应用程式所提供的健康及保健资料，而您亦应从您的 iPhone 或应用程式设定中停止提供

有关数据予香港汇丰流动理财应用程式。如您选择此计划的 Apple Watch 换领选项并已收

取您的 Apple Watch，您的 Apple Watch 分期付款计划的条款及细则及分期付款责任依然

生效。但如您已收取您的 Apple Watch 并在分期付款计划开始﹝即在 B1 部份所列第二个

计划月份﹞前要求取消您的计划会籍，您有责任透过支票或其他汇丰保险接受的方法全

数支付您的 Apple Watch 费用。 

 

 

E. 其他重要资料 

1. 您与汇丰之间在网上申请上引起的任何金钱上的争议，汇丰将根据「金融纠纷调解计

划」﹝调解计划﹞程序处理。而与此计划的合约条款有任何争议，汇丰保险将直接与您

跟进。 

2. 除您本人、汇丰及汇丰保险以外，并无其他人士有权按《合约﹝第三者权利﹞条例

﹝第 623 章﹞」强制执行此一般条款及细则的任何条文，或享有此一般条款及细则的任

何条文的利益。 

3. 此一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特区法律监管及诠释。 

4. 汇丰、汇丰保险及您就此一般条款及细则所提出或相关的法律程序均受香港特区法院

的非专属司法管辖权管辖。 

5. 如基于任何原因下，此计划会籍的一般条款及细则或其他相关规范文件等任何规定或

部分必须作废或无法执行，其他规定或部分仍然具有效力，且可在最大范围内继续执行。

若汇丰保险未行使或执行或延迟行使或执行任何权利、权力或特权，其不构成损害同等

权利、权力或特权或不视为放弃同等权利、权力或特权，且任何单一或部分行使任何权

利、权力或特权并不妨碍其行使同等或任何其他权利、权力或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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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您同意收取关于此计划会籍的任何相关文件及其他资料，及接受汇丰及／或汇丰保险

透过您于汇丰及／或汇丰保险的最新电邮地址及手提电话号码纪录作出任何电子通讯的

安排。您授权汇丰及／或汇丰保险遵照您于电子通讯中所给予的指示行事。您亦同意收

取关于参与此计划及会籍的电子通讯﹝电邮、短讯、电话及其他通讯方式﹞。您同意我

们或未能提供相关的文件或资料印刷本，而您需不时查阅相关的电子通讯。汇丰及／或

汇丰保险概不负责如这些通讯被忽略、遗失或销毁所引致的损失。即便如此，汇丰及／

或汇丰保险或在某些情况下发送文件和资讯的印刷本给您。如您的联络资料﹝包括电邮

地址、手提电话号码及邮寄地址﹞有任何更改，您须通知汇丰及／或汇丰保险以作相应

资料更新。若因未遵守上述规定而未收到通知，汇丰及／或汇丰保险概不负责。 

 

7. 您参与此计划及于此计划的会籍是基于互相信任为原则。如汇丰及／或汇丰保险发现

﹝包括透过我们的模式识别技术及其他数据分析﹞任何有关您或您的代表对此计划的不

实或欺诈或误报或滥用，或有不正确的行为，汇丰及／或汇丰保险将根据我们的法律权

益作出行动，并可引致以下一个或多个后果： 

a. 奖赏或不被授予； 

b. 此计划会籍或会被取消或终止； 

c. 所有在此计划下的奖赏或会消失或被没收； 

d. 您或需要向汇丰保险退回在此计划下所收取的任何奖赏； 

e. 您或不再合资格参与此计划； 

f. 有关事项或会转介有关当局； 

g. 汇丰及／或汇丰保险或会采取符合我们法律权利的其他行动。 

8. 汇丰保险并非注册之医疗服务提供者，且不提供任何解答健康问题的专业服务。此计

划并不提供或取代任何医疗建议或疗程。如您有任何健康相关问题的查询，您应咨询您

的医生或健康护理服务提供者。汇丰保险概不承担任何由此计划所引致的死亡、受伤或

其他所引致的伤害或损失。 

9. 此一般条款及细则并不局限或豁免我们以下的责任： 

a. 由于我们的疏忽所导致的个人伤亡； 
b. 诈骗或欺诈性误报； 
c. 任何其他法例下我们不能局限或豁免的责任，包括我们所参与或导致的损失，及

﹝如有关法例适用﹞违反有关于管制免责条款条例下相关之条款。 

 

 

最后更新日期 

2022 年 7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