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台灣）銀行新聞稿】
2013 年 6 月 4 日

美食、旅遊的小確幸 盡在花旗信用卡
微風台北車站 美食伴手禮享 92 折優惠
長榮國際連鎖酒店住宿 平日最優 NT$3,300 起
搭配熱烈進行中的「筆筆有機會」、「月刷月利 high」或「月刷月有哩」活動
享更多刷卡優惠及中獎機會

車站是許多旅人展開愉快旅行或遊子返鄉探親的起點，也是許多上班族或學子們在上
班、上學途中，必經的重要交通樞紐！根據資料顯示，排名全球每日進出人次第 25 大
的台北車站，每日約有 50 萬以上人次進出，它不僅僅是一個交通轉運站，更是一個許
多人進行購物、美食饗宴、出差旅遊的重要消費平台！

有鑑於此，甫於日前連續六年獲得「讀者文摘信譽品牌」信用卡發卡銀行金獎肯定的花
旗銀行，除了提供全臺超過 270 家伴手禮名店刷卡優惠，即日起至 8 月 31 日止，特別
與全臺最大伴手禮中心「微風台北車站」合作，於館內精選美食、伴手禮等 60 多家名
店刷花旗卡消費，享 92 折優惠註 1。優惠店家有：大戶屋、TEN 屋、阿舍乾麵、奇華、
大黑松小倆口、薔薇派、伯朗咖啡、幾分甜等。微風台北車站引領美食風尚新潮流，將
北台灣交通樞紐轉型為驛站商場，「花旗品味旅遊」本次所推出的活動，就是希望讓卡
友在旅遊、返鄉探親或是交通轉乘的途中，均能善用花旗信用卡優惠以享用精緻美食，
或是採買旅行所需的伴手禮，讓自己或是家人體會到小而確切的幸福感。

「花旗品味饗宴」精選餐廳優惠
此外，因應卡友在旅遊途中所需的餐飲需求，「花旗品味饗宴」提供花旗信用卡卡友全
臺精選餐廳優惠，持花旗信用卡至精選餐廳刷卡消費，家庭聚餐、好友相聚大啖美食，
處處享優惠！即日起至 2013 年 10 月 31 日止，帕莎蒂娜法式餐廳、帕莎蒂娜義大利屋、

帕莎蒂娜法式餐酒館、帕莎蒂娜駁二倉庫餐廳、Hashi 日本料理、Hashi Sushi，提供
花旗卡友平日 9 折、假日 95 折優惠。此外，即日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泰過熱
時尚泰式料理享單點 85 折優惠、壽喜屋享週一至週五消費享單點 85 折優惠、八豆食府
滿 NT$1,000 即贈「櫻桃鴨」乙份、Lacuz 新泰食享 9 折優惠。即日起至 2014 年 2 月
28 日止，於九元鐵板燒單筆消費滿 NT$1,000，享「北海道冰鮮干貝」乙份；Le Rouge
義法廚房享平日週一至週四享 88 折優惠、假日週五至週日滿 NT$2000 享 9 折優惠註 2。

「花旗品味旅遊」精選住房優惠
針對國內住房的部份，花旗也特別與知名飯店合作推出優惠方案。即日起至 2013 年 11
月 30 日止，刷花旗信用卡於長榮國際連鎖酒店訂房(訂房專線：(02) 2504-8800)，卡友
入住礁溪長榮鳳凰酒店高級景觀客房，週日至週五每房每晚最優只要 NT$8,688 起，另
加贈兩客煙波亭「無菜單料理」晚餐與早餐；入住台中、台南、基隆、台北長榮桂冠酒
店亦可享最優每晚 NT$3,300 起的優惠價。即日起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花旗卡友入
住福容大飯店(月眉)精緻家庭房，刷卡享平日每房每晚 NT$5,899 起，再贈麗寶樂園門
票二日暢遊券兩張！ 即日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刷花旗信用卡享墾丁福華渡假飯
店平日住宿享豪華雙床房每房每晚 NT$3,900 起、台南大億麗緻酒店平日住宿享雅緻雙
人房每房每晚 NT$4,400 起、雲林劍湖山王子大飯店享指定房型平日定價 65 折優惠，
生日當月入住則享平假日 55 折優惠、八仙詩泊溫旅享平日定價 6 折、假日 7 折優惠。
花旗也提醒花旗信用卡卡友，刷花旗卡享用美食、選購伴手禮、預定精緻住房，，自 4
月 1 日到 6 月 30 日，除了每筆新增消費均可獲得一次「筆筆有機會」抽獎機會外，搭
配目前正持續熱烈進行中的「月刷月利 high」或「月刷月有哩」活動卡友只要當月一
般消費每刷滿 NT$5,000 或 NT$30,000、並完成登錄，還可享有額外 1%現金回饋或 600
哩程回饋(每卡每月最高 500 元或 3,000 哩程)。希望卡友除了能享有既有的紅利/哩程/
現金回饋外，還能享有額外的現金/哩程回饋，並有機會成為 100 台「新 HTC One」的
幸運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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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辦花旗卡只要手機直撥 55125，就有專人為您服務。(*電信服務費，每秒 0.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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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店家包含：
1F 精選品牌
奇華

MELVITA

阿舍乾麵

OPI

源吉兆庵

幾分甜

六福客棧

flora 巧克力

御華興 *特價品恕不折扣

意廬蛋糕

2F 精選品牌
長榮桂冠酒坊

moni 咖哩

飯饌

木桶燒

北平田園

御宴

鮮味香

皇家牛肉麵

大戶屋

萬年排骨

青蔥

伯朗咖啡

洪十一

北芳園

COMEBUY

印度風

GUGU 廚房

TEN 屋

八番赤野

一碗拉麵

Ringer Hut

橫濱咖哩

跨界蔬房

羊吧子

車屋咖哩

異饗屋

裕愿包包

好客
塔美爾 *不含烤餅及奶茶

小南門

Trine&Zen

*豆花商品 95 折
95 牛排 *特價品恕不折扣

一之軒 *特價品恕不折扣

B1 精選品牌
唯豐肉鬆

大黑松小倆口

薔薇派

幾分甜

津吉栗

TEA STRUCK

FLORA 巧克力

台灣肉乾王

順成-蛋糕

荷旺

花間集

祿大滷味

御嶺一

德利豆乾

采棠肴

樸心映茶

瓜瓜園 *特價品恕不折扣

林銀杏 *特價品恕不折扣

嘉一香

註 2：品味饗宴優惠
餐廳名稱

優惠內容

活動期間

刷花旗信用卡消費享平日 9 折，假日 95 折優惠

即日起~2013/10/31

帕莎蒂娜法式餐廳
帕莎蒂娜義大利屋
帕莎蒂娜法式餐酒館
帕莎蒂娜駁二倉庫餐廳
Hashi 日本料理
Hashi Sushi
泰過熱時尚泰式料理

刷花旗信用卡消費享單點 85 折優惠

壽喜屋

刷花旗信用卡週一至週五消費享單點 85 折優惠

八豆食府

刷花旗信用卡滿 NT$1000 即贈「櫻桃鴨」乙份

Lacuz 新泰食

刷花旗信用卡消費享 9 折優惠

明水然鍋物鐵板燒

刷花旗信用卡消費享 9 折優惠

即日起至~2013/12/31

刷花旗信用卡消費滿 NT$1,000，即贈送「北海道冰鮮
九元鐵板燒
干貝」乙份
平日週一至週四享 88 折優惠，假日週五至週日滿
Le Rouge 義法廚房
NT$2000 享 9 折優惠

即日起至~2014/2/28

微風台北車站美食伴手禮 92 折注意事項
1.

花旗(台灣)銀行於本活動中簡稱「花旗銀行」
。

2.

本優惠僅限使用花旗信用卡刷卡消費，刷卡時請主動告知為花旗信用卡持卡人且欲使用優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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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特殊節慶或主題美食節不適用上述折扣優惠，相關使用條件、限制需於優惠使用前洽詢合作店家並以
店家公告為主。

4.

本優惠活動部分配合之餐廳須先訂位方可使用，使用優惠前請事先去電訂位。

5.

倘刷卡機故障或系統線路問題無法連線刷卡，恕無法提供本活動優惠。

6.

更多「品味旅遊」優惠訊息、相關權益或服務細節與限制條件，請上本行網站www.cititravel.com.tw 查
詢

品味饗宴注意事項
7.

花旗(台灣)銀行於本活動中簡稱「花旗銀行」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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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部分
餐廳原價10%服務費另計，詳洽各餐廳公告。

9.

贈餐優惠僅限餐廳內使用，需事先告知服務人員始得享有，結帳後恕不補贈亦不得要求外帶；贈品優
惠以現場實物為主，贈送完畢以等值贈品替代。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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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連假、母親節、
七夕情人節、中秋節連假、耶誕節及跨年等，另平日假日之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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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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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倘刷卡機故障或系統線路問題無法連線刷卡，恕無法提供本活動優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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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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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筆有機會注意事項
15. 本活動係由花旗(臺灣)銀行(以下簡稱“本行”)與大來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所共同舉辦，活動期
間自2013/5/10起至2013/6/30止。
16. 本活動僅限持在台灣發行之花旗VISA/MasterCard信用卡及大來卡正卡持卡人(以下簡稱“持卡人”)
參加，附卡持卡人之刷卡消費金額將併入正卡持卡人帳戶內計算。
17. 本活動合格消費係指交易日於2013/5/10~2013/6/30且廠商請款入帳日於2013/5/10~2013/7/8之交
易。本活動所認定之消費不含個人綜合所得稅繳款、信用卡預借現金、優利金、即利金、活用雙享金、
餘額代償、彈利金、彈性分期金及其手續費、循環信用利息、掛失手續費、各式手續費、逾期滯納金、
旅行支票、賭博籌碼、年費及其他未經核准的交易。

18. 持卡人於活動期間內持花旗/大來卡不限金額消費(分期付款之交易視為一筆消費，合格消費定義請詳注
意事項第3點)，就可享有抽獎機會1次，有機會抽中新HTC One 16G 1台(市價NT$19,900)，每人限得
獎乙次，活動獎項共100台。本活動將於2013/7/31前於律師見證下公開抽獎，並會於2013/8/10前於花
旗銀行網站最新公告公佈得獎名單，得獎人須同意授權本行得公開公佈其部份姓名、卡號及身分證字
號，及寄發得獎通知函與得獎人，得獎人須配合本行/本公司辦理相關手續後始可領取獎項兌換券，
2013/8/31前未領取獎項兌換券者視同放棄，恕無法兌換或補領，由備取得獎人遞補。需憑獎項兌換券
於2013/9/30前至全臺神腦國際數位門市/神腦國際中華電信特約服務中心/中華電信神腦國際營業櫃檯
兌換，如於領取兌換券後無論是否兌換贈品，仍需將此贈品所得併入所得計算及報繳所得稅申報。若
有相關兌獎事宜，請洽本行/本公司卡片背面號碼通知本行/本公司處理。
19. 贈品說明：
【新HTC One 16G】盒裝內含HTC原廠基本配件，商品以神腦門市現貨為準，請恕無法指
定顏色，得獎人不得要求更換或折抵現金。
20. 本行/本公司將依所得稅法及各類所得扣繳稅率標準，就本活動得獎人贈品所得扣繳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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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領取之贈品或於領取兌換券後
無論是否兌換贈品，本行/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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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贈品價值超過新台
幣20,000元者，得獎人需負擔10%稅金(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
業，無論金額多寡，依法扣繳20%稅金)並出具繳稅收據後，本行/本公司再行支付獎項。
21. 本活動可兌換之商品相關圖片均由合作廠商提供，本行/本公司並非贈品或服務之出售人，若對因本活
動兌換商品或服務內容有所爭議，請於消費時逕行向廠商洽詢。
22. 本行/本公司員工不得參加本抽獎活動。
23. 所有參加者所持有之本行/本公司信用卡於活動期間至回饋入帳日，皆需為有效卡且無逾期未繳款情
況；持卡人所持有之本行/本公司信用卡發生遭限制或停止使用或延滯繳款之情事，本行/本公司保有取
消持卡人活動回饋之權利。
24. 若持卡人因任何理由將刷卡買受之商品或服務退還或售回，或因簽帳單爭議，或虛偽交易，或持卡人
係特約商店負責人、員工或其他共謀之人收受客戶買受商品或服務之價款後自行刷卡，及其他違反誠
信原則之方法取得回饋資格者，本行/本公司將逕予以取消活動回饋資格，並不另行通知。

月刷月利 high 注意事項
1. 本活動係由花旗(台灣)銀行(以下簡稱“本行”)與大來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所共同舉辦，活動期間自
2013/4/1 起至 2013/6/30 止。
2. 本活動僅限持在台灣發行之花旗 VISA/MasterCard 信用卡及大來卡正卡持卡人(以下簡稱“持卡人”)參
加，但不適用於花旗‧長榮航空聯名世界卡、花旗‧長榮航空聯名鈦金卡、花旗‧長榮航空聯名夢翔卡、
花旗‧長榮航空聯名遨遊卡、花旗‧長榮航空聯名白金卡、花旗‧長榮航空聯名金卡、花旗哩遇白金卡、
花旗環球商務卡及大來．長榮航空聯名卡。附卡持卡人之刷卡消費金額將併入正卡持卡人帳戶內計算。
3. 持卡人於活動期間內持本活動適用之同一卡號之花旗信用卡、大來卡刷卡消費，每月每累積滿新臺幣
5,000 元(含)以上消費(不含分期付款交易、各項代繳費用、各項稅款、公路監理資費、學雜費等交易，
以下簡稱“合格消費”)，且致電活動專線或上活動網站登錄，除原刷卡消費可得之紅利回饋，還可享有額
外 1%現金紅利/刷卡金回饋(現金回饋白金卡享現金紅利回饋，其他卡別享刷卡金回饋)，亦即每卡每月

每刷滿 5,000 元，即可獲贈額外 1%現金回饋(即 50 元)，未達下一回饋門檻(每 5,000 元)之消費恕不予
回饋，另合格消費依本行系統入帳之交易日計算，恕不得跨月累計。持卡人參加本活動額外獲贈之現金
紅利/刷卡金每卡每月回饋最高 500 元。(舉例：王先生於 4 月刷卡累積達新臺幣 17,800 元、5 月刷卡
累積達新臺幣 2,630 元、6 月刷卡累積達新臺幣 56,200 元，故 4 月合格消費為新臺幣 15,000 元，則可
享額外 150 元現金紅利/刷卡金回饋、5 月合格消費未滿新臺幣 5,000 元，則未符合活動回饋資格、6
月合格消費為新臺幣 55,000 元，但每月回饋最高 500 元，則可享額外 500 元現金紅利/刷卡金回饋，
活動期間共可回饋 650 元現金紅利/刷卡金回饋)。
4. 本活動合格消費係指交易日於 2013/4/1~2013/6/30 且廠商請款入帳日於 2013/4/1~2013/7/8 之交易。
本活動所認定之消費不含分期付款交易、各項代繳費用(水、電、瓦斯、電信費、有線電視費、停車費)、
各項稅款(含綜所稅、房屋稅、地價稅、牌照稅、營業稅…等)、公路監理資費(臺北市汽車燃料費、交通
罰鍰)、即時查即時繳線上繳費、學雜費之交易、信用卡預借現金、優利金、即利金、活用雙享金、餘
額代償、彈利金、彈性分期金及其手續費、循環信用利息、掛失手續費、各式手續費、逾期滯納金、旅
行支票、賭博籌碼、年費及其他未經核准的消費。HAPPY GO 聯名卡持卡人之保險、捐款及公用事業
代繳消費亦不予以回饋。如持卡人符合本活動之消費在 2013/7/8 後入帳，或信用卡於活動期間內升等
或轉換而未獲回饋，請持卡人撥打本行/本公司客服專線(02)2576-8000 通知本行/本公司處理。
5. 持卡人 須於 2013/4/1~2013/7/8 期間致電 活動專 線 (02)2576-8000 按 086 或進入花旗 銀行網站
www.citibank.com.tw/5 登錄取得回饋(活動期間內同一持卡人僅須登錄乙次，且於指定登錄期間完成登
錄，所有於活動期間之合格消費可計算回饋)，逾期恕無法取得回饋。本活動回饋名額限量 20 萬個(同
一卡號活動期間任一個月(含)以上之合格消費滿新臺幣 5,000 元(含)以上且完成登錄即為 1 個回饋名
額)，如於前揭確認期間屆滿前已全數兌畢，本活動亦提前終止之，並將於本行網站上公告，持卡人可
於 2013/4/16 起致電活動專線(02)2576-8000 按 086 查詢累積消費金額。本行/本公司最快將於
2013/8/31 前將額外贈送之回饋轉入持卡人符合獲贈已開卡之信用卡帳戶中，並列示在信用卡月結單上
且會於回饋時發送簡訊通知。本活動額外獲贈之現金回饋白金卡現金紅利不受每年累積最高回饋金額新
臺幣 1 萬元整之限制。
6. 所有參加者所持有之本行/本公司信用卡於活動期間至回饋入帳日，皆需為有效卡且無逾期未繳款情
況；持卡人所持有之本行/本公司信用卡發生遭限制或停止使用或延滯繳款之情事，本行/本公司保有取
消持卡人活動回饋之權利。
7. 若持卡人因任何理由將刷卡買受之商品或服務退還或售回，或因簽帳單爭議，或虛偽交易，或持卡人係
特約商店負責人、員工或其他共謀之人收受客戶買受商品或服務之價款後自行刷卡，及其他違反誠信原
則之方法取得回饋資格者，本行/本公司將逕予以取消活動回饋資格，並不另行通知。

月刷月有哩注意事項
1

本活動係由花旗(台灣)銀行(以下簡稱“本行”)與大來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所共同舉辦，活動期間自
2013/4/1 起至 2013/6/30 止。

2

本活動僅限持在台灣發行之花旗‧長榮航空聯名世界卡、花旗‧長榮航空聯名鈦金卡、花旗‧長榮航
空聯名夢翔卡、花旗‧長榮航空聯名遨遊卡、花旗‧長榮航空聯名白金卡、花旗‧長榮航空聯名金卡、
花旗哩遇白金卡及大來．長榮航空聯名卡正卡持卡人(以下簡稱“持卡人”)參加。附卡持卡人之刷卡消費
金額將併入正卡持卡人帳戶內計算。

3

持卡人於活動期間內持本活動適用之同一卡號之花旗信用卡、大來卡刷卡消費，每月每累積滿新臺幣 3
萬元(含)以上消費(不含分期付款交易、各項代繳費用、各項稅款、公路監理資費、學雜費等交易，以下
簡稱“合格消費”)，且致電活動專線或上活動網站登錄，除原刷卡消費可得之哩程/里數回饋，還可享有
額外 600 哩程/里數回饋，亦即每卡每月每刷滿 3 萬元，即可獲贈 600 哩回饋，未達下一回饋門檻(每 3
萬元)之消費恕不予回饋，另合格消費依本行系統入帳之交易日計算，恕不得跨月累計。持卡人參加本
活動額外獲贈之哩程/里數每月每卡回饋最高 3 仟哩。(舉例：王先生於 4 月刷卡累積達新臺幣 5 萬元、
5 月刷卡累積達新臺幣 3 萬元、6 月刷卡累積達新臺幣 10 萬元，故 4 月合格消費新臺幣 3 萬元，則可
享額外 600 哩程/里數回饋、5 月合格消費新臺幣 3 萬元，則可享額外 600 哩程/里數回饋、6 月合格消
費新臺幣 9 萬元，則可享額外 1,800 哩程/里數回饋，活動期間共可回饋 3,000 哩程/里數回饋)。

4

本活動合格消費係指交易日於 2013/4/1~2013/6/30 且廠商請款入帳日於 2013/4/1~2013/7/8 之交易。
本活動所認定之消費不含分期付款交易、各項代繳費用(水、電、瓦斯、電信費、有線電視費、停車費)、
各項稅款(含綜所稅、房屋稅、地價稅、牌照稅、營業稅…等)、公路監理資費(臺北市汽車燃料費、交通
罰鍰)、即時查即時繳線上繳費、學雜費之交易、信用卡預借現金、優利金、即利金、活用雙享金、餘
額代償、彈利金、彈性分期金及其手續費、循環信用利息、掛失手續費、各式手續費、逾期滯納金、旅
行支票、賭博籌碼、年費及其他未經核准的消費。如持卡人符合本活動之消費在 2013/7/8 後入帳，或
信用卡於活動期間內升等或轉換而未獲回饋，請持卡人撥打本行/本公司客服專線(02)2576-8000 通知
本行/本公司處理。

5

持卡人 須於 2013/4/1~2013/7/8 期間致電 活動專 線 (02)2576-8000 按 089 或進入花旗 銀行網站
www.citibank.com.tw/m 登錄取得回饋(活動期間內同一持卡人僅須登錄乙次，且於指定登錄期間完成
登錄，本活動適用卡別上之所有於活動期間合格消費可計算回饋)，逾期恕無法取得回饋。本活動回饋
名額限量 2 萬個(同一卡號活動期間任一個月(含)以上之合格消費滿新臺幣 3 萬元(含)以上且完成登錄即
為 1 個回饋名額)，如於前揭確認期間屆滿前已全數兌畢，本活動亦提前終止之，並將於本行網站上公
告，持卡人可於 2013/4/16 起致電活動專線(02)2576-8000 按 089 查詢累積消費金額。本行/本公司最
快將於 2013/8/31 前將額外贈送之回饋轉入持卡人符合獲贈已開卡之信用卡帳戶中，並列示在信用卡月
結單上且會於回饋時發送簡訊通知。

6

所有參加者所持有之本行/本公司信用卡於活動期間至回饋入帳日，皆需為有效卡且無逾期未繳款情
況；持卡人所持有之本行/本公司信用卡發生遭限制或停止使用或延滯繳款之情事，本行/本公司保有取
消持卡人活動回饋之權利。

7

若持卡人因任何理由將刷卡買受之商品或服務退還或售回，或因簽帳單爭議，或虛偽交易，或持卡人係
特約商店負責人、員工或其他共謀之人收受客戶買受商品或服務之價款後自行刷卡，及其他違反誠信原
則之方法取得回饋資格者，本行/本公司將逕予以取消活動回饋資格，並不另行通知。

長榮國際連鎖酒店優惠注意事項
1

本優惠限刷花旗信用卡方得享有，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優惠不得折抵現金或退款。大來卡、環球商
務卡及非台灣發行之花旗信用卡不適用。

2

本優惠限提供予花旗卡友於入住時持花旗信用卡消費，方得享優惠。須先事前透過電話或長榮國際連鎖
飯店官方網站預約，恕不接受現場訂房，若遇假日或旺日期間敬請提早訂房。

3

本活動價格已含 10%服務費。若需求入住其他房型，請參考其他住房專案或電洽各酒店訂房組。

4

本活動專案平日定義為週日至週五，假日、展覽定義與各項加價事宜，請參考長榮各酒店公告。

5

每日可預訂房數有限，實際可訂房數及相關限制請參考各酒店訂房官方網站。

6

長榮國際連鎖酒店保留優惠變更及保留之權益，專案內容如有變動恕不事先通知。

其他酒店住宿優惠注意事項
1

上述優惠請事先去電訂房，行程優惠限刷花旗信用卡方得享有，刷卡時請主動告知為花旗信用卡持卡人
且欲使用優惠。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

2

花旗銀行僅提供產品優惠訊息，並非商品或服務之出售人，與合作廠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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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逕洽合作廠商尋求協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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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使用條件/限制
以飯店公告為主。

4

更多「品味旅遊」優惠訊息、相關權益或服務細節與限制條件，請上本行網站 www.cititrav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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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銀行與信用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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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