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台灣）銀行新聞稿】
2013 年 1 月 28 日

規劃寒假、春節旅遊，刷花旗卡 Fun 假趣
• 國內旅遊：自助加油每公升最優降價 1.7 元、 高鐵最優加價 NT$268 升
等商務車廂、飯店住宿最優 4.5 折起，全臺 1,500 家餐廳最優 7 折
• 國外旅遊：提醒消費者提早預約機場接送機服務，也可透過電話投保，為
旅遊增添保障
放寒假囉！今年長達 30 天的寒假，適逢農曆春節 9 天連假，正是規劃個人或是
家庭旅遊的好時機！根據交通部觀光局「100 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有 95.4%
受訪者至少一年在國內旅遊一次，平均每人每年旅遊次數為 7.42 次，平均支出
NT$2,038 元，以交通費、餐飲費各占 1/4 為最多。國外旅遊方面，100 年國人
出國人數達 958 萬人次，每次出國旅遊消費總支出則為 NT$ 51,984，相關數據
均較民國 99 年成長，代表國人近年來重視生活品質，國內外旅遊已逐漸成為休
閒娛樂主要選項之一了。
因此，觀察到消費者在旅遊方面的消費需求，花旗〈台灣〉銀行提醒卡友，不妨
善用信用卡公司所提供的各項與旅遊相關的加油、交通、 住宿、餐飲、保險等
等優惠，盡享一個加值的旅遊行程。例如：
高鐵：花旗銀行首度與台灣高鐵合作，2013 年 3 月 31 日前刷花旗信用卡享每
張車票加價 NT$268 升等商務車廂優惠，每月限使用 2 張。第 3 張起享每張車
票 NT$290 加價升等優惠註 1。

加油：2013 年 3 月 31 日前，花旗卡友〈大來卡除外〉至全臺台亞加油站及鯨
世界加油站刷花旗信用卡加汽油，可享人工加油週一每公升降 1.2 元，其他日
每公升降 0.9 元優惠；自助加油可享天天每公升降 1.7 元優惠〈限自助加油站

點適用〉。
飯店住宿：花旗「品味旅遊」推出一系列旅遊優惠專案。即日起刷花旗信用卡，
週一至週四入住長榮鳳凰酒店〈礁溪〉每房每晚只要 NT$7,999 起 〈雙人房價，
原價 NT$13,200+10%〉
，週日至周五入住其他長榮連鎖酒店每房每晚 NT$3,300
起〈限入住 2 人〉！入住北投春天酒店，享住房平日定價最優 7 折、假日定價
最優 9 折以及紅檜俱樂部每人 75 折優惠〈非會員每次使用之定價 NT$1,800〉。
還有其他精選飯店與溫泉會館，如福容大飯店、台北花園大酒店、陽明山天籟溫
泉會館、麗禧溫泉酒店、台中商旅、煙波大飯店、新竹老爺酒店、台中金典酒店、
惠來谷關溫泉會館、日月潭大淶閣飯店、台南大億麗緻酒店、高雄漢來大飯店等
最優 4.5 折起優惠註 2。

美食優惠：花旗「品味饗宴」為您精選全臺連鎖餐廳，讓您的國內旅遊天天享美
味、處處享優惠！即日起到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於王品牛排、夏慕尼新香榭
鐵板燒、藝奇新日本料理刷花旗信用卡/大來卡消費套餐贈「精美好禮」乙份、
點水樓刷花旗信用卡消費即贈「小籠包(小/5 顆)」乙籠(價值 NT$110)；即日起
到 2013 年 6 月 30 日前，於三皇三家複合式餐飲消費滿 NT$888(含)以上享 88
折優惠、龐德羅莎牛排沙拉餐廳消費滿 NT$1000(含)以上享 9 折優惠、必勝客歡
樂吧消費滿 NT$800 享平日 9 折、假日 95 折優惠。刷花旗信用卡，讓您到處吃
的開！

機場接送服務：即日起到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刷花旗鑽石卡/現金回饋白金卡
/長榮大來卡/長榮白金卡正卡卡友購買國外機票全額或國外團費總金額 8 成以上
且付款成功者，即可享有國際機場單程接送 NT$588 起優惠。提醒花旗卡友，一
般機場接送需於三個工作天前〈不含預約及接送當日〉事先預約；但遇到行政院
人事行政局規定之連續假日及春節期間，則需於七個工作天前(不含預約及接送

當日)預約。以本次農曆春節為例，最晚需於 2013 年 1 月 31 日前完成預約。〈
預約專線：02-2799-3588〉
旅遊行程優惠：即日起到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於品冠旅遊刷花旗信用卡購買
全旅遊商品，可享「指定海外團體旅遊商品結帳單筆金額滿 NT$25,000 元現折
NT$500 元」優惠活動，提醒寒假或春節期間要出國旅遊的卡友，別錯過這項刷
卡優惠。
保險：花旗信用卡也提醒消費者出國前別忘了投保旅平險。花旗產物保代推出「電
話投保旅平險」服務，只要 NT$317，可擁有五天行程 NT$500 萬的保障，透過
電話即可完成投保，讓消費者享有更安心的旅程（花旗產物保代：
(02)2576-2682〉。出國旅遊時，花旗卡友也可善用遍佈全球多達 30 個國家、
超過 6,000 個刷卡消費優惠的「花旗環球禮遇」，在海外旅遊也能輕鬆享有花旗
提供的各項禮遇。
更多更豐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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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網站 www.citibank.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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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優惠服務注意事項：

註 1：【刷花旗卡 最優 NT$268 加價升等高鐵商務車廂】
刷花旗信用卡於台灣高鐵購買標準車廂對號座車票，享限量加價升等商務車廂優惠。
撘乘期間

每月限 2 張車票

每月第 3 張起

2013/1/1~

每張加價 NT$268 升等為商

每張加價 NT$290 升等為商

2013/3/31

務座

務座

2013/4/1~

每張加價 NT$290 升等為商務座

2013/6/30
活動期間：2013/1/1~2013/6/30

註 2：【精選飯店與溫泉會館優惠】
長榮國際連鎖酒店優惠：活動日期：2012/12/1~2013/5/31
酒店名稱
長榮鳯凰酒店（礁
溪）

長榮桂冠酒店（台
中）

台糖長榮酒店（台
南）

長榮桂冠酒店（基
隆）

優惠內容
週一至週四高級景觀客房

假日（週五至週日、國定假日及其前夕）

NT$7,999，含早餐及宵夜

入住，每房每晚需加價 NT$4,000。農曆春

輕食 2 客

節期間（除夕至初四）恕不適用。

週日至週五標準樓層高級

假日（週六、國定假日及其前夕）入住，

客房每房每晚 NT$3,800，

每房每晚需加價 NT$700。農曆春節期間

含早餐 2 客

（除夕至初七）恕不適用。

週日至週五豪華客房每房

假日（週六、國定假日及其前夕）入住，

每晚 NT$3,534，含早餐 2

每房每晚需加價 NT$500。農曆春節期間

客

（除夕至初七）恕不適用。

週日至週五海景客房或海
景雙人房每房每晚
NT$3,300，含早餐 2 客

長榮桂冠酒店（台
北）

不適用期間

假日（週六、國定假日及其前夕）入住，
每房每晚需加價 NT$1,200。農曆春節期間
（除夕至初七）入住，每房每晚需加價
NT$2,500。每卡每日限訂 2 間。

週日至週五高級客房每房

台北世貿展覽期間（台北國際工具機展、

每晚 NT$4,000，含早餐 2

自行車展）以及 2012/12/31 恕不適用。每

客

卡每日限訂 1 間。

北投春天酒店優惠：活動日期：2012/12/1~2013/3/31
酒店名稱

優惠內容

不適用期間

刷花旗信用卡享住房平日
定價 7 折、假日定價 9 折*、
紅檜俱樂部 75 折/人優惠**
北投春天酒店優惠

*住房需另加定價 10%之服

農曆春節期間不適用，以飯店公告為主。

務費
**非會員每次使用之定價
NT$1,800
*上述優惠請事先去電訂房，並於購買前告知服務人員欲使用本優惠。特殊假日、耶誕節、跨年、
春節、清明連假及母親節不適用本優惠及平假日定義，以飯店公告為主。
本活動之商品或服務係由合作商店提供。花旗（台灣）銀行僅提供各項優惠訊息，並非提供訂房
或訂位保證，亦非商品或服務之出售人、與合作商店之間並無代理或提供保證。持卡人對於提供
服務內容有任何爭議，請逕洽參與商店或服務之出售人。詳細優惠權益或服務之細節與限制條
件，請上本行網站 www.citibank.com.tw 查詢。

最優 NT$268 加價升等高鐵商務車廂注意事項
1.

本優惠限刷花旗銀行白金卡等級以上之信用卡方得享有，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花旗‧長
榮世界卡、商務卡及大來卡不適用本優惠。花旗‧長榮世界卡之專屬優惠詳花旗網站。

2.

持卡人需於台灣高鐵「各車站售票窗口」主動表示欲使用本加價優惠或透過台灣高鐵網路
訂位系統之「信用卡優惠專區」購票通路購買始適用。

3.

特殊假日如元旦、春節、二二八、清明節、母親節、端午節等疏運期，不適用本優惠，疏
運期以台灣高鐵公司公告為準。

4.

每次交易最高限購 4 張升等車票。每班次列車最多可升等座位數為 40 個，且係開放予所
有參加高鐵升等活動之發卡銀行持卡人依購買次序購買，如欲訂購之班次之某路段銷售數
量已達限額時，則該班次不再接受行經該路段之所有搭乘區間的旅客升等。

5.

花旗信用卡持卡人使用本優惠，需先於購票時刷卡支付標準車廂對號座票價，加價升等費
用將由本行最快於次月信用卡帳單中收取。提醒您，如搭乘短程班次，使用本加價升等優
惠支票價加總可能較同班次同區間之商務車廂全票票價高，請持卡人自行考量後，再使用
本加價升等優惠。

6.

詳細優惠活動內容及活動辦法，請 www.thsrc.com.tw 或本行網站 www.citibank.com.tw 查
詢

花旗卡加油優惠注意事項
1.

本活動僅限在台灣發行之花旗(台灣)銀行信用卡持卡人(大來卡除外)(以下簡稱持卡人)參
加。

2.

活動期間凡持卡人至全臺台亞加油站及鯨世界加油站刷花旗信用卡加汽油，可享人工加油
週一每公升降 1.2 元，其他日每公升降 0.9 元優惠；自助加油可享天天每公升降 1.7 元優
惠(限自助加油站點適用)，詳情及自助站點明細，請上 www.formosaoil.com.tw 洽詢。

3.

本活動優惠僅適用於全臺台亞加油站及鯨世界加油站且限加入單台車輛油箱，其它台塑加
油站恕不適用。

4.

本活動不得與台亞加油站及鯨世界加油站其他優惠合併使用，降價優惠之加油公升數以整
數計算，小數點以下之公升數不計算優惠。

5.

欲參與本活動之持卡人，須於結帳前告知收銀人員，並以花旗信用卡刷卡支付加油之金額。

6.

倘刷卡機故障或系統線路問題無法連線，恕無法提供本活動優惠。

7.

花旗銀行僅提供各項優惠訊息，並非商品或服務之出售人，持卡人對於提供之商品或服務
內容有任何爭議，請逕與台亞及鯨世界加油站尋求協助。

8.

相關優惠權益或服務之內容或限制條件請詳站內公告或上本行網站
www.citibank.com.tw/formosa 查詢。

長榮國際連鎖酒店注意事項
1.

本活動價格已含 10%服務費。

2.

本活動專案除長榮鳳凰酒店(礁溪)平日定義為週一至週四外，其他長榮國際連鎖酒店平日

定義為週日至週五，假日、展覽定義與各項加價事宜，請參考長榮酒店公告。
3.

本優惠限提供予花旗卡友(大來卡不適用)於入住時持花旗信用卡消費，方得享優惠。

4.

須先事前透過電話或長榮國際連鎖飯店官方網站預約。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相關細節及
限制條件請上活動網站 www.citibank.com.tw/evergreen 查詢。

北投春天酒店注意事項
1.

本優惠限刷花旗信用卡方得享有，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併用。不得折抵現金或退款。

2.

以上住房優惠需事先訂房，並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3.

住房需另加定價 10%之服務費。紅檜俱樂部非會員每次使用之定價 NT$1,800。

4.

紅檜俱樂部活動專案，僅接待 18 歲以上成人。

5.

紅檜俱樂部活動專案:每月逢第二及第四之週一為館休日。

6.

相關細節及限制條件請上活動網站 www.citibank.com.tw 查詢。

花旗「品味饗宴」注意事項：
1.

本優惠僅限使用花旗信用卡/大來卡刷卡消費，且不得折抵現金或退款，亦不得與其他優惠並用。部
分餐廳 10%服務費另計，詳洽各餐廳公告。

2.

特殊節慶或主題美食節不適用上述折扣優惠，如春節農曆除夕~初四、西洋情人節、七夕情人節、母
親節、耶誕節及跨年等，相關使用條件/限制需於用餐前洽詢配合餐廳並以餐廳公告為主。

3.

本優惠活動部分配合之餐廳須先訂位方可使用，如需使用本服務請先上「品味饗宴」活動網站

www.citibank.com.tw/dining 查詢。
4.

本活動之商品或服務係由合作餐廳提供，花旗銀行/大來公司僅提供各項優惠訊息，並非商品或服務
之出售人，與參與餐廳之間並無代理或提供保證，持卡人對於提供服務內容有任何爭議，請逕洽參
與餐廳尋求協助。

5.

更多「品味饗宴」優惠訊息、精選餐廳明細、相關權益或服務細節與限制條件，請上本行網站
www.citibank.com.tw 查詢。花旗銀行與合作餐廳保留隨時變更、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機場接送服務注意事項：花旗鑽石卡/現金回饋白金卡/長榮大來卡/長榮白金卡正卡卡友購買國
外機票全額或國外團費總金額 8 成以上且付款成功者；需於三個工作天前(不含預約及接送當日)
事先預約；遇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規定之連續假日及春節期間需於七個工作天前(不含預約及接送
當日)預約。預約接送時間在夜間 22:00~06:00 時段，需加收 NT$200 元，預約接送時間在春節期
間(2013/2/7~2013/2/19)需加收 NT$300 元，預約時需以適用之花旗信用卡於線上完成付款。變更/
取消時間需於原約定時間前 24 小時變更或取消，24 小時內預約接送資料無法變更；24 小時內
取消者視同已使用本服務，持卡人仍須支付費用。若異動日期仍需符合三個工作天前來電異動(連
續假日及春節期間需七個工作天)。持卡人指定之接送地點若為偏遠地區，需酌收偏遠地區加價
費用(價格詳見偏遠地區加價表) 。24 小時活動預約專線：02-2799-3588 / 04-22079588。

旅平險注意事項

保障範圍包含旅遊平安保險 500 萬、傷害醫療費用保險 50 萬、緊急救援費用保險 5 萬
、個人賠償責任保險 25 萬(每一意外事故自負額 2500 元)。保險商品係由富邦產險提供，客戶應
瞭解保險之給付義務僅係為保險公司之責任。花旗產物保代僅係代理銷售，保險商品並非花旗產
物保代、花旗(台灣)銀行及其他花旗集團下之公司之義務、責任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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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