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台灣）銀行新聞稿】
2013 年 1 月 16 日
花旗信用卡 新春發好運 百貨購物超禮遇
新光三越卡利high 花旗首波再加碼 刷滿6000加送200
遠東百貨/SOGO 刷滿8000送200 遠百加碼再抽台北-東京來回機票

時序進入農曆年前的採購旺季，全臺各大百貨同步展開新春折扣促銷活動。花旗〈台灣〉銀
行為回饋廣大卡友，於各大百貨優惠期間特別加碼提供優於以往的回饋活動，在春節前有百
貨公司購物需求的卡友，不妨善用以下超值優惠活動，集中刷花旗卡盡享禮遇。

〈「新光三越新春卡利 high」活動 花旗首波再加碼〉
2013 年 1 月 17 日至 1 月 31 日 〈「新光三越新春卡利 high」活動前 15 日〉
，除了新光三越
所提供的滿額最高享 6%商品禮券回饋禮，花旗信用卡更額外提供禮券，單日單店刷滿 6,000
元，可獲得商品禮券 200 元，刷滿 20,000 元，更可獲得商品禮券 500 元。
〈全臺遠東百貨刷卡滿額禮，還可抽東京來回機票共 20 張〉
2013 年 1 月 17 日至 2 月 24 日，花旗銀行與遠東百貨合作推出「新春發大財 東京機票加碼
抽」活動，於全臺遠東百貨刷花旗卡累積消費滿 888 元(含)以上，即可參加抽獎〈每人限中
獎乙次〉
。刷卡消費滿 888 元即有乙次抽獎機會、滿 1,776 元即有二次抽獎機會，以此類推，
累積金額越多中獎機會越高。
此外，2013 年 1 月 17 日至 1 月 30 日第一波活動期間〈板橋大遠百活動期間為 2013 年 1
月 23 日至 1 月 30 日〉
，單日單店刷花旗卡滿 8,000 元，可獲得遠百商品券 200 元，刷滿 20,000
元，更可獲得 500 元商品券。第二波同樣可獲得商品券回饋。
〈太平洋 SOGO 百貨 花旗卡同享刷卡滿額禮〉
2013 年 1 月 24 日至 1 月 30 日，花旗卡友於太平洋 SOGO 百貨單日單店刷卡滿 8,000 元，
可獲得 SOGO 禮券 200 元，刷滿 20,000 元，可獲得禮券 500 元。 此外，太平洋 SOGO 也
將於 1 月 31 日至 2 月 9 日推出「新春 888 刷卡發發發」抵用券加碼送活動，活動期間累積
滿 8,000，享 800 元購物抵用券，滿 80,000，享 8,000 元購物抵用券，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
乙份。
花旗信用卡也同步跟全臺各大百貨公司〈包括台北 101 購物中心、誠品、微風百貨、漢神
巨蛋等〉合作推出各項刷卡滿額禮、分期禮與分期零手續費優惠。此外，2013 年 10 月 15
日前，花旗卡友每週三於誠品生活專櫃單筆刷卡消費滿 3,888 元，還可獲得 100 元抵用券。
更多更豐富的百貨公司優惠活動暨相關優惠權益或服務之細節及限制條件，歡迎至花旗銀行
活動網站 www.citibank.com.tw/102DPS 查詢。

全臺各大百貨公司活動期間，刷卡消費滿額禮/分期禮

百貨

活動期間
2013/1/17~2013/1/31

新光三越
2013/2/1~2013/2/24

2013/1/24~2013/1/30
太平洋 SOGO
2013/1/31~2013/2/9

2013/1/17~2013/1/30
板橋大遠百：1/23~1/30

遠東百貨

2013/1/31~2013/2/24

門檻 (元)

贈品

6,000

新光三越商品禮券 200 元 (限量 10,000 份)

20,000

新光三越商品禮券 500 元 (限量 1,800 份)

50,000

新光三越商品禮券 1,000 元 (限量 300 份)

8,000

新光三越商品禮券 200 元 (限量 9,500 份)

22,888

新光三越商品禮券 500 元 (限量 2,500 份)

50,000

新光三越商品禮券 800 元 (限量 600 份)

8,000

SOGO 禮券 200 元 (限量 1,500 份)

20,000

SOGO 禮券 500 元 (限量 300 份)

50,000

SOGO 禮券 1,000 元 (限量 50 份)

8,000

SOGO 禮券 200 元 (限量 1,500 份)

22,888

SOGO 禮券 500 元 (限量 200 份)

50,000

SOGO 禮券 800 元 (限量 100 份)

8,000

遠百商品券 200 元 (限量 3,000 份)

20,000

遠百商品券 500 元 (限量 600 份)

50,000

遠百商品券 1,000 元 (限量 30 份)
(本滿額禮門檻僅限板橋大遠百/台中大遠百適用)

單筆 6,000

板橋大遠百抵用券 100 元 (限量 4,700 份)

8,000

遠百商品券
200 元 (限量 3,500 份)
(本滿額禮門檻僅限板橋大遠百適用)

22,888

遠百商品券 500 元 (限量 600 份)
遠百商品券 1,000 元 (限量 30 份)

50,000

台北 101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誠品生活

漢神巨蛋

漢神百貨

2013/1/24~2013/2/17

2013/1/24~2013/2/17

2013/1/16~2013/2/19

2013/2/1~2013/2/18

2013/2/8~2013/2/18

* 以上各百貨門檻不得跨等級重複兌換

(本滿額禮門檻僅限板橋大遠百/台中大遠百適用)

8,000

VITAL SPA 牡丹嬌貴沐浴乳 250ml (限量 600 份)

20,000

Timaru 堤瑪露花嫁禮盒 (限量 400 份)

分期 100,000

聲寶不鏽鋼養生壺
(限量 80 份)
(牡丹玫瑰沐浴乳 750ml+身體乳禮盒組
300ml)

8,000

Aromase 艾瑪絲草本玫瑰每日健康洗髮精 450ml (限量 450 份)

20,000

微風廣場禮券 300 元 (限量 200 份)

分期

瑞典 Electrolux 蒸氣義式濃縮咖啡機 (限量 30 份)

8,000
80,000

Aromase 艾瑪絲草本玫瑰每日健康洗髮精 450ml (限量 600 份)

20,000

美國康寧餐具 8 吋盤*2 + 微波保鮮蓋*1 (限量 100 份)

8,000

Avessa-玫瑰保濕乳液 500ml (限量 500 份)

20,000

漢神巨蛋商品禮券 300 元 (限量 150 份)

分期 80,000

瑞典 Electrolux 蒸氣義式濃縮咖啡機 (限量 20 份)

8,000

Avessa-玫瑰保濕乳液 500ml (限量 400 份)

20,000

漢神商品禮券 300 元 (限量 200 份)

分期 80,000

瑞典 Electrolux 蒸氣義式濃縮咖啡機 (限量 50 份)

新光三越新春卡利 high 商品禮券兌換注意事項：
活動期間為 2013/1/17~2/24 止，*餐飲、小吃、咖啡廳、食品、超市、新光影城、新光三越網購及 Nespresso
Boutique 刷卡消費恕不列入累積計算範圍。*活動回饋禮券以百元計，計算未滿百元自動去尾數，每卡最高回
饋上限為 NT$5 萬元商品禮券。將統一於 4 月初由花旗銀行主動陸續寄發兌換通知函予正卡持卡人。本活動之
商品禮券為無償取得之贈品，恕不得更換面額，亦不得兌換現金及找零，兌換期限為 2013/04/15-2013/5/12，
持兌換通知函及同卡號花旗/大來卡至全臺新光三越百貨指定兌換地點兌換，逾期恕不受理兌換。未於規定期
限內前兌換者，視同自行放棄領獎權益。如您符合本活動資格於兌換期間未收到兌換通知函。請您撥打客服專
線：(02)2576-8000。活動前之消費，若於活動期間刷退重刷，則視為原同筆消費之重複交易行為，故不得納
入此活動範圍計算；兌換商品禮券前或已兌換商品禮券後，致累積未達約定回饋門檻者，新光三越百貨與花旗
銀行皆有權重新計算兌換資格或要求其返還所溢領之商品禮券或返還等值現金。禮券使用期限至 2013/6/30
止。禮券可於全台新光三越分店使用，除 CHANEL BOUTIQUE、CHANEL FINE JEWELRY、Louis Vuitton、
B&O、新光影城、Nespresso Butique、UNIQLO、湯姆熊歡樂世界、加值及購買儲值卡外皆可使用。

SOGO 新春 888 刷卡發發發：
部份品牌/商店除外：指定精品(CHANEL,HERMES,Cartier,Tiffany,BVLGARI,Van Cleef & Arpels,PIAGET)/黃
金/家電/3C 商品/超市/CITY‘SUPER/餐廳/食品名店/美食街等享滿 8,000 贈 400 元購物抵用券、滿 80,000 贈
4,000 元購物抵用券。*活動期間每館每卡限兌換乙份，限消費當日當館過卡兌換，恕不得累積及跨門檻兌換，
超過金額恕不累積贈送，上述優惠活動之刷卡金額不能合併計算，每卡只能擇一活動參加
*活動詳情及抵用券使用注意事項以及期限請見各店店內及抵用券公告。

東京機票抽獎活動注意事項：
1. 『新春發大財 東京機票加碼抽』活動，花旗銀行將於活動結束後，統計所有中獎機會，並於 2013/3/25
前於律師見證下電腦隨機抽出 20 名中獎者，本行並將以專函通知得獎人中獎事宜，得獎人需配合本行辦
理相關手續後始可領取獎項。如中獎人於指定回函日期前未兌領者視同放棄，恕無法兌換或補領，並由備
取得獎人遞補。『板橋大遠百 除夕~初五新春機票再加碼』活動，持卡人須憑板橋大遠百當日當店單筆刷
卡金額達滿額禮兌換之消費簽單與同卡號之本行/本公司信用卡，於消費當日至板橋大遠百現場告示之指定
地點兌換抽獎券，並將抽獎券投入指定抽獎箱內，板橋大遠百將統一於 2013/2/18 現場公開抽出 6 名得獎
者，並通知得獎人兌獎事宜。
2. 本行將於 2013/3/31 前於花旗銀行網站『最新公告』公佈上述活動得獎名單，每人限得獎乙次，得獎人須
同意並授權本行得公開部分姓名。本機票為長榮航空─台北 -東京來回機票經濟艙等，使用期限至
2013/6/20 止，遺失恕不補發，相關注意事項依券上所載說明。稅金、機場稅、燃油附加稅等相關費用須
得獎人另以現金支付。
3. 贈品以實物為準，得獎人不得要求更換規格配備或折抵現金。花旗銀行將依所得稅法及各類所得扣繳稅率
標準，就本活動中獎人贈品所得扣繳及申報，得獎人若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
內之營利事業，所領取之贈品，本行將依上述法令就贈品所得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並於隔年寄發各類
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提供您將此贈品所得併入所得計算及報繳所得稅申報。

百貨公司滿額禮/分期禮兌換注意事項：
1. 本活動由花旗(台灣) 銀行/ 大來公司【以下合稱本行/本公司】共同舉辦，提供花旗(台灣)銀行信用卡/大來
卡持卡人參加。贈品兌換請攜帶百貨公司同館當日消費之簽帳單及同卡號之本行/本公司信用卡，至現場告

示之指定地點兌換，每張簽帳單限兌換一次，限消費當日兌換，正/ 附卡每卡每日限領乙次，不得跨等級
重複兌換，超過金額亦不能累積。分期禮恕不能與滿額禮重複兌換。
2. 各百貨週年慶期間及各波活動之檔期依各百貨最新公告或現場告示為準。
3. 贈品以現場實物為準，恕不提供挑選，並請現場檢查，離開兌換現場恕不退換，亦不補寄。各贈品限量如
內文所示，送完以等值商品替代。如遇贈品送完則於兌換現場公告恕不另行通知。
4. 分期優惠活動除廣三 SOGO 外，其他百貨公司恕不適用大來卡，詳洽現場公告。
5. 分期門檻、期數及活動辦法依各百貨公司現場公告為準，所有百貨公司辦理分期付款，皆不含美食街、小
吃、超市、各樓層主題餐廳、遞延性商品、購買禮券、喜宴與菸酒之消費款項，以百貨公司公告為準。
6. NT$3,000 滿額禮為 435 點；NT$6,000 滿額禮為 870 點；NT$8,000 滿額禮/分期禮為 1160 點；NT$20,000
滿額禮/分期禮為 2,900 點；NT$22,888 滿額禮/分期禮為 3,319 點；NT$35,000 分期禮為 5,075 點；
NT$50,000 滿額禮/分期禮為 7,250 點；NT$80,000 分期禮為 11,600 點；NT$100,000 滿額禮/分期禮為
14,500 點；前揭獲贈之點數限由本行直接兌換本活動所載之禮品，並於消費當日領取兌換，獲贈之點數恕
不得要求更換其他活動贈品、現金、里程數、Happy Go 點數、折抵消費金額或換回紅利積點。
7. 詳細花旗 easy 購 0 手續費分期付款注意事項請上花旗銀行網站 www.citibank.com.tw 查詢。信用卡分期付
款交易係由本行/本公司一次墊付消費款項予特約商店，並由持卡人分期繳付消費帳款予本行/本公司。本行
/本公司並未介入商品之交付或商品瑕疵等買賣之實體關係，相關商品退貨或服務取消之退款事宜，持卡人
應先洽特約商店尋求解決，如無法解決，得要求本行/本公司就該筆交易以「帳款疑義之處理程序」辦理。
8. 相優惠權益或服務之細節及限制條件，請詳花旗官網查詢 www.citibank.com.tw。

新光三越「新春卡利 high」
、SOGO 百貨「新春 888 刷卡發發發」等相關活動由各百貨主辦，花旗銀行僅提
供刷卡優惠訊息，持卡人對於提供優惠內容有任何爭議，請逕洽各百貨尋求協助。

謹慎理財、信用至上
花旗信用卡循環利率：6.88%~20%；大來卡年利率：16.75%~18%
循環利率基準日為 98 年 2 月 16 日 預借現金手續費：預借現金金額乘以 3.5%加上新臺幣
100 元 其他費用請上花旗網站 www.citibank.com.tw 查詢

關於花旗
花旗是全球金融服務的領導品牌，在一百六十多個國家擁有約兩億的顧客。花旗向消費者、
企業、政府及機構客戶提供各種金融產品和服務，業務範圍包括：消費金融與信用卡、企業
與投資銀行、證券經紀服務以及財富管理。更多資訊請參考花旗網站 www.citigrou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