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XA客戶尊享訂閱優惠

優惠期至2020年3月31日，請即填妥下頁訂閱表格或致電訂閱熱綫2798 2778！

每日送優質刊物　超值智選

《星島日報》新聞公正 內容充實

《星島日報》橫掃「2018 年香港最佳新聞獎」5 項冠軍等 16 項獎項，「冠」絕同儕

最佳新聞報道

最佳文化藝術 
新聞報道 最佳新聞寫作 

（中文組）

新聞時評： 中肯專業，屢獲殊榮 
獨家新聞，權威深入 教育：新聞及教材配套全城至強，育才必備

財經、地產 : 貼市實用，質量兼備，領導同儕 
投資讀者人數遠多於其他經濟報章 娛樂、體育、生活副刊：豐富全面

周一至日送
不同主題《睇樓王》

周四送全粉紙
文化藝術專頁 方駿暉等強勢坐鎮

《星島馬訊》加料12版周四至日送
《親子王》換領印花

周一送
《投資王》

周日送全粉紙
名人雜誌

訂閱低至每份HK＄４
豐富禮品回贈

免費送報服務或以換領券於全綫
	 或	 領取報紙

Lexngo
矽膠可摺疊食物盒 
（價值HK$130）

《Dustykid塵話過
「123個快樂基本」》

（價值HK$88）

Caleb’s 
青海野生黑杞子

（價值HK$350）

ANH新西蘭 
野生鮑魚1隻裝（160克）
（價值HK$498）

Herb Valley
澳洲麥盧卡蜂蜜MGO120+

（價值HK$298）

電子優惠券

節省$2
立即下載

可重複使用至
2020年4月15日



AXA客戶尊享訂閱優惠

可重覆
使用

可重覆
使用

HK

每份節省

（此卡有效期內可重複使用）
 換領卡使用條款：
‧ 憑卡買星島日報可作$2使用 
‧ 產品價格視乎個別零售商而定，只適用於參與
 零售商之個別店舖，零售商保留最終決定權

‧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 如有任何爭議，星島有限公司
 保留最終決定權

有效期：即日起至2020年4月15日
換領地點：
全綫 及                    

購報優惠卡

HK

每份節省

（此卡有效期內可重複使用）
 換領卡使用條款：
‧ 憑卡買星島日報可作$2使用 
‧ 產品價格視乎個別零售商而定，只適用於參與
 零售商之個別店舖，零售商保留最終決定權

‧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 如有任何爭議，星島有限公司
 保留最終決定權

有效期：即日起至2020年4月15日
換領地點：
全綫 及                    

購報優惠卡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閣下提供的個人資料將會用作是次購報 ／訂閱 ／續訂 ／試閱之聯絡及市場調查與分析。「星島
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在取得　閣下的同意後，將使用　閣下的聯絡資料（包括姓名、電郵、
日間聯絡電話、送報地址）及閱讀星島日報習慣透過不同聯絡方式通知或發送本公司 ／商業夥伴 

（只限由本公司通知或發送）有關報章、雜誌、書刊類別的產品及服務的推廣資料予　閣下作
直接促銷。
□如　閣下不同意接收本公司 ／商業夥伴（只限由本公司通知或發送）上述類別的產品及服務
的推廣資料，請在空格內加上「」號。 
閣下可自行決定是否提供非必須填寫的個人資料，但若　閣下未能提供必須填寫的個人資料，
將會導致本公司無法處理　閣下的購報 ／訂閱 ／續訂 ／試閱申請。如欲查閱「私隱政策聲明」，
請到網頁 www.stheadline.com。　閣下提供的個人資料將於訂閱期滿後六個月內銷毀。
閣下有權要求查閱或修改已提供的個人資料。如需查閱或更改個人資料，請填妥查閱資料要
求表格（表格 OPS003）（www.pcpd.org.hk/chinese/publications/files/Dformc.pdf），並郵寄至 

「香港新界將軍澳將軍澳工業邨駿昌街七號星島新聞集團大廈8樓市場推廣部，封面請註明 
《星島日報》AXA 訂閱計畫」。 
閣下有權要求更改同意 ／不同意接收上述推廣資料。如需更改，請郵寄至上址通知本公司。

 1. 此優惠不適用於過去6個月曾訂閱《星島日報》之訂
戶，包括以同一名稱或送報地址登記之新訂戶。

 2. 此優惠不適用於以同一名稱或送報地址登記之訂戶，
每位訂戶只限參加計劃一次，而該計劃之每日訂閱
數量必須為一份。

 3. 此優惠不適用於星島新聞集團旗下之所有職員、特
許銷售《星島日報》之營商夥伴，連鎖便利店及經營
報紙出售之店舖。

 4. 送報服務只適用於指定地區（不包括地舖、商場舖位
及離島等偏遠地區），如訂戶地址未能提供送報服
務，訂戶可選用《星島日報》換領券到全綫Circle K或
7-ELEVEN領取報紙，歡迎致電或電郵查詢有關詳
情。

 5. 首日送報/7-11及OK便利店領報日期須於遞交訂閱
表格及支票兌現後一個月內開始。

 6. 訂戶訂閱日期未屆滿前取消訂閱，訂閱費用將不獲
發還。

 7. 贈品數量有限，換完即止。如所選之禮品換罄，本
公司將以其他同等價值或高於所選之禮品代替而不
會專人通知。

 8. 每項自選禮品，只限選擇一份。
 9. 有關贈品之換領詳情將於送報首日後8-12個星期內

發信通知，並憑換領信於星島中心換領訂閱贈品。
 10. 所有訂閱贈品不作郵寄（包括換領券及現金券）。
 11. 是次訂閱計畫屆滿後，所有訂閱之續訂價或會有所

調整。
 12. 訂閱日期不包括農曆年初一及初二。
 13. 所有禮品不得轉讓或兌換現金。
 14. 此表格有效期至2020年3月31日。
 15. 如有任何爭議，星島有限公司保留訂閱之最終決定

權。

 條款及細則：

訂户資料（* 必須填寫）
姓名 *（先生 / 小姐）：  首日送報日期 *：  
送報地址 *（中文）：  
電郵 *：  日間聯絡電話 *：

過去 3 個月閣下平均每周閱讀《星島日報》多少天？□ 7 天    □ 6 天    □ 5 天    □ 4 天    □ 3 天    □ 2 天    □ 1 天    □從不閱讀

付款方法
凡選擇以換領券方式取報之客戶，只接受銀行過數或信用卡付款，劃綫支票並不適用

□ 銀行過數
 滙豐戶口：567 - 306 - 212 - 001 星島有限公司    （請將銀行收據連同表格一併交回）
□ 信用卡：□ VISA                    □ MasterCard

 信用卡號碼：  

 發卡銀行：  持卡人姓名：

 信用卡有效日期至：  簽署：  日期：

□ 劃綫支票：支票抬頭請填上「星島有限公司」或「Sing Tao Limited」（並不適用於選擇換領券方式取報）
請將填妥的訂閱表格傳真至 3181 3975 或 郵寄至：香港新界將軍澳將軍澳工業邨駿昌街七號星島新聞集團大廈發行部。 
查詢熱線：2798 2778 / 2798 2448　　查詢電郵：sub@singtaonewscorp.com

# 以上所有禮品一概不作郵寄，只可到中環星島中心自取，換領詳情請參照稍後寄出的換領信。每款禮品只可選一次，不可重覆。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4 個月、12 個月及 6 個月之換領券有效期分別為 25 個月、13 個月及 7 個月。

請選擇訂閱計畫及贈品，並於□內加上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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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閱計畫 原價 優惠價 限定禮品回贈 自選禮品組合回贈# 取報方式

□ 24個月 
（720日）

HK$5,760 
（每份HK$8）

HK$2,880
（每份 HK$4）

□ ANH新西蘭野生鮑魚1隻裝/160克
（價值HK$498）

□  Caleb’s青海野生黑杞子（價值HK$350）

□  Herb Valley澳洲麥盧卡蜂蜜MGO120+ 
（價值 HK$298）

□  Lexngo 矽膠可摺疊食物盒 
（價值HK$130）

□ 《Dustykid塵話過「123個快樂基本」》 
   （價值 HK$88）

□ 免費送報服務
□ 憑券於全綫 

7-11便利店或 
OK便利店 
領取報紙

□ 右列任選3項

□ 12個月 
（360日）

HK$2,880 
（每份HK$8）

HK$1,512
（每份 HK$4.2） 右列任選2項

□ 6個月 
（180日）

HK$1,440 
（每份HK$8）

HK$810
（每份 HK$4.5） 右列任選1項

5折

56折

53折

或

或

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