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消費券計劃 （第一階段）
常見問題
A

領取資格

問1

甚麼人士符合資格可先獲發放 5,000 元消費券？

答1

一般來說，成功登記 2021 年消費券計劃的合資格市
民，無論選用了那一款儲值支付工具收取消費券，均
可經同一個儲值支付工具帳戶在 4 月 7 日自動獲發相關
消費券。

問2

合資格市民是否需要再次登記？

答2

我們會根據上一輪消費券計劃的登記資料，將 5,000 元
消費券直接發放到合資格市民已登記的儲值支付工具
帳戶內。如有關市民已登記的儲值支付工具帳戶仍然
有效，便毋須辦理任何手續。

問3

如市民沒有登記 2021 年消費券計劃，可否領取新一輪
消費券?

答3

沒有登記 2021 年消費券計劃的合資格市民，可在新一
輪消費券計劃(第二階段)推出時進行登記。詳情會於稍
後公布。

問4

若合資格人士沒有在去年登記上一輪登記消費券計
劃，現時能否補辦登記以領取已發放的消費券？

答4

上一輪消費券計劃的登記期已完結。未有登記上一輪
消費券的市民，將不會獲補發相關消費券。合資格市
民可在新一輪消費券計劃(第二階段)推出時進行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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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登記後可按有關發放時間表分期收取新一輪消費
券計劃下發放的 10,000 元消費券。
問5

用八達通收取消費券的市民是否需已拍卡全數領取所
有在上一輪消費券計劃下發放的消費券？

答5

市民是否已拍卡全數領取所有 2021 年消費券計劃發放
的消費券並不影響政府在新一輪消費券計劃(第一階段)
下在 4 月 7 日向他們發放 4,000 元消費券的安排。

問6

廣東計劃及福建計劃下人士可否受惠？因疫情暫時未
能回港人士可否受惠？

答6

廣東計劃及福建計劃下的受惠人，若他們於去年已成
功登記消費券計劃，而其登記的儲值支付工具帳戶並
無失效(包括沒有退回或遺失有關八達通卡)，便毋須辦
理任何手續，可直接透過該帳戶收取有關消費券。與
去年的安排一樣，他們除了可在回港期間於本地商戶
使用消費券外，亦可在內地利用消費券光顧本港商戶
的網店。

問7

若在外地居住或海外在囚人士可否受惠？

答7

在外地居住或海外在囚的人士，若已於去年成功登記
消費券計劃，而其登記的儲值支付工具帳戶並無失效
(包括沒有退回或遺失有關八達通卡)，便毋須辦理任何
手續，可直接透過該帳戶收取相關消費券。

問8

有特別需要的登記人可否繼續透過其代理人代領有關
消費券？可否轉換有關代理人？

答8

如有關登記人是現時社會福利署(社署)的受委人制度下
領取綜援或公共福利金款項的受助人，其代理人為受
社署署長委任作為監護人／受委人／代理人的「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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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代表」，我們會根據社署的最新資料，向其「獲授權
代表」發放新一輪消費券計劃下的消費券，有關登記
人或其監護人/受委人/代理人毋須重新登記。
問9

合資格人士若已去世，是否仍會獲發有關消費券？

答9

若成功登記 2021 年消費券計劃的合資格市民已去世，
將不會獲發有關消費券，其家人亦不能代為領取。

B

消費券的發放及使用

問 10

消費券是否分期發放？時間表為何？

答 10

使用支付寶香港、Tap & Go「拍住賞」或 WeChat Pay
HK 收取消費券的市民，會在 4 月 7 日收到一張 5,000
元的消費券。
使用八達通的市民，可在 4 月 7 日獲發放 4,000 元的消
費券。當其「合資格消費」累積總額達到 4,000 元，便
可在達標後下個月 16 日（最早 6 月 16 日；最遲 11 月
16 日）開始拍卡領取餘下 1,000 元消費券。領取兩期消
費券期限均為 12 月 31 日。

問 11

新一輪發放的消費券的適用範圍為何？

答 11

新一輪發放的消費券的適用範圍與上一輪消費券一
樣，適用於接受支付寶香港、八達通、Tap & Go「拍
住賞」及 WeChat Pay HK 作付款方式的本地零售、餐
飲和服務業商戶的實體及網上店舖。詳情請按此。

問 12

以三款電子錢包收取的新一輪消費券是否仍然有使用
時限?

答 12

因應疫情的情況，我們已訂立較上一輪消費券計劃更
長的使用期限，所有在新一輪消費券計劃(第一階段)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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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三款電子錢包於 4 月 7 日發放的 5,000 元消費券，使
用限期為 10 月 31 日。
問 13

使用八達通領取消費券的市民，是否仍需要計算其
「合資格消費」總額?

答 13

因應八達通使用的技術與其他電子錢包不同，我們會
沿用上一輪消費券計劃的安排，向使用八達通卡收取
消費券的市民加入「合資格消費」的要求，以確保消
費券用於本地商戶。在新一輪消費券計劃(第一階段)
下，有關市民的「合資格消費」達 4,000 元，便可最早
於 6 月 16 日及最遲於 11 月 16 日獲發放第二期 1,000 元
消費券。

C

儲值支付工具帳戶

問 14

市民可否更改儲值支付工具收取新一輪消費券？

答 14

為了能盡快發放，在新一輪消費券計劃(第一階段)下，
合資格市民必須使用已登記 2021 年消費券計劃的儲值
支付工具收取消費券。如有關帳戶已失效、註銷或遺
失，有關市民亦只可改以同一儲值支付工具的另一個
帳戶收取有關消費券。市民如希望轉換儲值支付工具
收取消費券，可於新一輪消費券計劃(第二階段)接受登
記時作出更改。與 2021 年消費券計劃的安排一樣，同
一個儲值支付工具帳戶不可被多於一名登記人登記作
領取消費券之用。

問 15

如未能確定用於登記 2021 年消費券計劃的儲值支付工
具帳戶是否仍然有效該怎辦？

答 15

一般來說，即使一段時間沒有使用，市民如無主動取
消其儲值支付工具帳戶（例如將八達通卡退回），該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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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應仍然有效。如有疑問，市民可致電有關的儲值支
付工具營辦商熱線，確定其用於登記 2021 年消費券計
劃的儲值支付工具帳戶是否仍然有效。
問 16

如市民已註銷了領取上一輪消費券的儲值支付工具帳
戶、遺失了八達通卡，或其帳戶已失效，該怎辦？

答 16

使用支付寶香港、Tap&Go「拍住賞」或 WeChat Pay
HK 領取上一輪消費券的市民如已移除有關手機應用程
式，或已註銷其電子錢包帳戶，可先嘗試重新下載相
關手機應用程式或啟動該舊有帳戶。如不成功，合資
格市民需以同一款儲值支付工具開設新帳戶以領取新
一輪消費券計劃(第一階段)發放的消費券。
使用八達通卡領取上一輪消費券的合資格市民，如該
八達通卡已遺失或失效，則需準備另一張八達通卡領
取相關消費券。
市民可以點擊以下連結或致電營辦商，了解各儲值支
付工具的相關資訊:
支付寶香港 (電話: 2245 3201）
八達通 (電話: 2969 5500）
Tap&Go「拍住賞」(電話: 2888 0000）
WeChat Pay HK (電話: 3929 1666）
需更改帳戶資料的市民，可從消費券計劃網站下載，
或致電消費券計劃熱線 18 5000 索取「更改登記資料申
請表格」，填妥後連同身份証副本，郵寄至「香港郵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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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局郵政信箱 185000 號 消費券計劃秘書處」。如在本
地投寄，信封上毋須貼上郵票(郵費由政府支付)。
使用八達通領取消費券的市民，亦可透過消費券計劃
網站所提供的連結更改其登記紀錄，以另一張八達通
卡領取有關消費券。
相關市民須留意，他們只可透過原先登記的同一款儲
值支付工具的帳戶收取新一輪消費券計劃(第一階段)發
放的消費券，同一個儲值支付工具帳戶亦不可被多於
一名登記人登記作領取消費券之用。若合資格市民希
望轉換儲值支付工具，可在新一輪消費券計劃(第二階
段)接受登記時更改登記資料。
仍未辦理有關手續的合資格市民現時仍可遞交申請，
但因處理需時，收取消費券的日期將會有所延遲，而
有關消費券或已按登記人的登記紀錄在 4 月 7 日發放至
一個已失效的帳戶(包括已遺失的八達通卡) ，有關消
費券有可能會被他人使用。因此，以八達通收取消費
券的市民應小心保存其八達通卡，避免因遺失而引致
不便或損失。
問 17

申請更改儲值支付工具帳戶是否需要提供上一輪消費
券計劃的登記參考編號？如市民已忘記有關參考編
號，可如何索取？

答 17

市民如使用「更改登記資料申請表格」更改相關儲值
支付工具帳戶的登記資料，毋須提供其 2021 年消費券
計劃的登記參考編號，但需附上其香港身分證副本作
身分認證。但使用八達通登記的市民如希望透過計劃
網站申請更改登記紀錄內的八達通卡號碼，則需提供
其 2021 年消費券計劃的登記參考編號以核實身分。市
民可從早前消費券計劃秘書處以特定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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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9 1120 發出的短訊，查閱其登記參考編號。如市民
已刪除有關短訊及已忘記有關編號，可致電消費券計
劃熱線 18 5000 索取。熱線職員在核實登記人身分後，
會把登記參考編號以短訊形式發送到登記人在 2021 年
消費券計劃的登記紀錄內的本地聯絡電話。
問 18

使用八達通登記上一輪消費券計劃的市民可否轉為使
用樂悠卡收取新一輪消費券計劃下的消費券?

答 18

使用八達通登記上一輪消費券計劃的市民，如其八達
通卡仍然有效，便毋須特意更改以其他八達通卡收取
新一輪發放的消費券。相關市民須注意，在他們成功
更改其消費券計劃的登記紀錄後，八達通卡公司會即
時註銷其舊有八達通卡（即其舊有八達通卡將會失
效）
。
為方便樂悠卡用戶，八達通卡公司將在 7 月開始提供
一項新服務，讓市民可在八達通服務站將其八達通卡
上的設置（包括消費券計劃下相關的資料，如領取紀
錄及合資格消費紀錄，以及其他如自動增值服務、保
安用途等資料)轉移到樂悠卡。

問 19

不懂上網的人士可如何更新已失效/遺失的儲值支付工
具帳戶？

答 19

不懂上網的人士可致電熱線 18 5000，索取「更改登記
資料申請表格」，填妥後連同身份証副本，郵寄至「香
港郵政總局郵政信箱 185000 號 消費券計劃秘書處」
。
如在本地投寄，信封上毋須貼上郵票(郵費由政府支
付)。
仍未辦理有關手續的合資格市民現時仍可遞交申請，
但因處理需時，收取消費券的日期將會有所延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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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消費券或已按登記人的登記紀錄在 4 月 7 日發放至
一個已失效的帳戶(包括已遺失的八達通卡)，有關消費
券有可能會被他人使用。因此，市民應小心保存其八
達通卡，避免因遺失而引致不便或損失。
問 20

已成功更新其儲值支付工具帳戶資料，但未能趕及在 4
月 7 日獲發第一階段的消費券的合資格市民，何時才
會收到消費券？

答 20

透過支付寶香港、Tap & Go 「拍住賞」或 WeChat Pay
HK 收取消費券的合資格市民，一般會於成功更新其帳
戶資料後的 14 天內透過其新登記的儲值支付工具帳戶
收到補發的消費券。至於透過八達通收取消費券的合
資格市民在成功更新其帳戶資料後，一般可在一個月
內獲補發，並可於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拍卡收取
有關消費券。有關市民會在獲發消費券當天收到電話
短訊或手機應用程式推送通知。

問 21

市民如何得知自己有否獲發第一階段的消費券？

答 21

合資格市民一般會在 4 月 7 日透過其成功登記 2021 年
消費券計劃（或已成功更新）的儲值支付工具帳戶收
到第一階段的消費券。獲發消費券的市民當日會陸續
收到相關手機短訊或應用程式推送通知。
透過八達通收取消費券的市民，當天開始可以拍卡領
取消費券。他們可到公共交通費用補貼領取站、指定
便利店和超級市場、八達通服務站或透過八達通手機
應用程式拍卡領取消費券。有關市民在查閱其八達通
卡餘額時可看到已領取的消費券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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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支付寶香港、Tap & Go「拍住賞」或 WeChat Pay
HK 帳戶收取消費券的市民，可在當天查閱其儲值支付
工具手機應用程式，以確認有否收到消費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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