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台灣)銀行新聞稿
2013 年 7 月 17 日(三)

花旗銀行「鑽石 VISA 無限卡」優惠全新升級
涵蓋旅遊、美食、商務與休閒生活四大領域優惠，體現卡友極致品味
無限卡卡友享礁溪老爺兩天一夜最優定價 44 折、知本老爺最優 4 折起優惠
中國國際航空台灣飛大陸直航航班升等商務艙
訂購長榮航空香港經濟艙來回機票最優惠 NT$3,999 起
花旗銀行鑽石卡自 1999 年推出以來，即廣受中高端消費族群的喜愛，為了回饋頂級
客戶，即日起，「花旗銀行鑽石 VISA 卡」將全新升級為「花旗鑽石 VISA 無限卡」，
並提供包括：機票訂購優惠、24 小時秘書協助卡友進行旅遊規劃與娛樂訂票、頂級
飯店住宿禮遇、精緻美饌饗宴等優惠升級。只要是花旗鑽石 VISA 無限卡卡友，年底
前可享礁溪老爺、知本老爺兩天一夜住宿，最高定價 44 折與 4 折起優惠，並可以優
惠價 NT$8,999 訂購長榮航空香港商務艙機票，讓卡友在旅遊休憩、美食饗宴、商務
飛行、和休閒生活等各領域，盡享極致尊榮。
根據花旗(台灣)銀行針對鑽石卡友所做的調查顯示，最受鑽石卡友熱愛的權益分別
是：「全球 16 大國際城市機場貴賓室免費使用」、「高額旅行平安險」，以及「免費機
場接送服務」，而卡友最期待的三項權益則為「商務艙相關機票優惠」、「國內飯店住
宿優惠」，以及「海外消費回饋」。花旗(台灣)銀行信用卡暨信貸事業群負責人唐黃嫣
表示，「鑽石卡的持卡人年收入較高，是一群與銀行往來密切，有著獨到投資眼光的
頂級貴賓，目前在花旗資產達新臺幣 3,000 萬元以上的花旗私人財富管理客戶中，有
80%都持有花旗鑽石卡。花旗銀行向來從客戶的需求出發，此次無限卡推出多樣化的
優惠方案就是希望能夠回應高端客戶的需求，以其希冀的商務艙機票優惠和國內外飯
店住宿為主軸，提供頂級禮遇。有鑑於鑽石卡友六成以上為商務人士，花旗鑽石 VISA
無限卡不但保有原來深受卡友歡迎的免費機場接送和全球 16 大城市國際機場貴賓室
禮遇，更強化了國外差旅和高爾夫球等相關商務禮遇。」此張無限卡的申請門檻與市
場水準相當，訂在年所得 NT$200 萬，每年的年費則為 NT$5,500。
花旗鑽石 VISA 無限卡友享住宿禮遇，礁溪老爺最優定價 44 折起
除了一般無限卡的住宿優惠外，花旗更為鑽石VISA無限卡卡友打造頂級住宿禮遇。國
內新增礁溪老爺酒店兩天一夜最優定價44折、知本老爺酒店兩天一夜最優定價4折、
墾丁夏都沙灘酒店住宿最優65折；國外新增全球900家(包括：東方文華、君悅、香格
里拉、阿曼酒店及Six Sense Resorts & Spas等)五星級飯店VIP禮遇，包含住宿享最

優飯店直售房價、延遲至下午三點退房、免費升等房型(依住房時飯店房型供應狀況
而定)、免費網路及歐陸早餐等。(上述優惠期間至2013/12/31止)
為商務人士打造飛行禮遇，無微不至的新飛行經驗
全新升級的花旗鑽石 VISA 無限卡持卡人更將享有飛行禮遇，年底前持花旗鑽石 VISA
無限卡享長榮航空香港經濟艙來回機票最優 NT$3,999 起，商務艙來回機票優惠價
NT$8,999 起、中國國際航空台灣飛大陸直航航班升等商務艙，全球 16 大城市國際機
場貴賓室禮遇、免費機場接送、NT$3,600 萬旅行平安險以及 24 小時無限秘書服務，
為卡友留意商務旅行的每一個細節。
璀璨鑽石體現極致品味，卡友美食饗宴
為了滿足花旗鑽石 VISA 無限卡卡友饕客級的品味，花旗更與國內頂級飯店合作，為
卡友安排美食饗宴，年底前至 W HOTELS 紫艷中餐廳平日午餐 85 折優惠、寒舍艾
美寒舍食譜 75 折、探索廚房 8 折優惠、西華飯店 Toscana 餐廳周二 7 折優惠，及其
他總共 19 家飯店的頂級餐廳，等待貴賓卡友的造訪。
鑽石光芒無限延伸，舉手投足盡顯不凡身價
全新升級的花旗鑽石 VISA 無限卡不只升級旅行與住宿的相關優惠，這次更特別加強
生活相關禮遇。年底前，卡友可於國內台北美麗華高爾夫鄉村俱樂部、國外中國、新
加坡、馬來西亞、泰國、阿聯頂級高爾夫球場俱樂部平日享有免果嶺費擊球；國內老
爺、揚昇等球場果嶺費最優 44 折優惠，為商務人士量身打造不凡的卓越人生。花旗
更在專屬於您今年的生日節慶獻上好禮三選一：Haagen-Dazs 創意冰品、六吋依莎
貝爾生日蛋糕、BEING spa 精緻舒壓護理 50 分鐘療程享優惠價。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花旗鑽石 VISA 無限卡循環利率：6.8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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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費用請上花旗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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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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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優惠與服務說明
尊

長榮航空購票優惠

榮

長榮雙乘機票指定航線:經濟艙每張減價最高 NT$2,400;商務艙(桂冠艙)每張減價最高 NT$3,000

旅

優惠期間：活動日期自 2013/07/01-2013/08/31 止，開立之機票最晚須於 2013/12/31(含)以前出發。

行

優惠內容：花旗鑽石卡貴賓享雙乘優惠價，透過花旗鑽石卡專屬購票流程購買台灣出發之長榮航空至全球指定航線單點來

禮

回成人機票二張，可享：

遇

- 經濟艙/長榮客艙: 美國、加拿大及歐洲地區每張機票減價最優 NT$2,400；中國大陸地區上海、深圳每張減價最優
NT$1,600。
- 商務艙(桂冠艙): 東南亞/東北亞地區每張機票減價最優 NT$3,000；港澳及中國大陸地區每張減價最優 NT$2,000。
注意事項:
1. 本優惠案限台灣地區發行之花旗鑽石卡正、附卡持卡人本人購票，透過花旗鑽石卡專屬訂票流程以雙乘優惠價一次購買二

張經濟艙/長榮客艙/商務艙(桂冠艙)單點來回成人機票，並限搭乘台灣出發之長榮航空/立榮航空操作營運之指定國際航線
航班，若您所提供之信用卡卡號不符合提供優惠的信用卡卡別，恕不提供相關的購票折扣。活動日期自
2013/07/01-2013/08/31 止，開立之機票最晚須於 2013/12/31(含) 以前出發。
2. 本優惠案之同航線二張機票可提供予持卡人本人及同行之親友使用，其親友須與持卡人搭乘同一去程班機(回程班機不

限)，惟須以同一張花旗鑽石卡刷卡付費，且持卡人須購買本優惠專案，恕不得由持卡人分兩次使用。每次需購買二張(含)
以上之來回機票，並於機場劃位時出示購票之花旗鑽石卡以供核對。
3. 持卡人須於出發日期

14 個工作天之前致電長榮航空訂位專線(02)2501-1999 完成長榮航空指定航線之來回機票訂位，並

於開票期限 5 個工作天之前至花旗銀行活動網頁登錄訂票資訊，如資料填寫完整，長榮航空票務小組會在 2 個工作天內致
電持卡人，完成刷卡開票作業；如您未接獲來電，請您撥打卡片背面服務專線，通知本行協助處理。如未於開票期限完成
刷卡開票作業，則本訂單視同無效。機票優惠金額將以旅客至花旗活動網頁輸入訂位代號及相關資料之最後預約開票時為
準。
4. 本優惠案之票價，如因特定航線升等，變更訂位碼或旺季須另加價，票價不包含機場稅、燃油附加稅、兵險或特定航線之

各類稅金等等，亦不包含個人證照及簽證費用。
5. 使用本優惠方案之同行旅客，如為花旗鑽石卡持卡人之配偶或未滿

25 歲未婚子女，另適用鑽石卡權益手冊所載之旅行保

障保險。
6. 本優惠案之機票一經開票恕不可轉讓，如辦理退票，需酌收退票手續費，本票價限開立電子機票，本優惠案適用之訂位艙

等與出發區間以網站公告為準。相關開票、退票及不適用艙等之詳細活動內容請洽花旗官網查詢。
7. 電子哩程累計相關事項比照長榮「Infinity

MileageLands 無限萬哩遊」會員規則。

8. 本優惠不得與長榮航空或花旗銀行促銷活動合併使用，且本優惠係提供票價優惠，而非訂位保證，持卡人於訂位前仍須向

航空公司確認。
9. 本優惠案僅限長榮航空/立榮航空操作營運之指定全球國際航線，其他航線及與他航線共享班號

(CODESHARE) 之航段

恕不適用(特定航線之稅金及其他附加費用或實際使用規範及內容請洽長榮航空或至花旗官網查詢)。

長榮香港/澳門來回機票優惠 - 商務艙(桂冠艙)NT$8,999 起
長榮香港來回機票優惠 - 經濟艙 NT$3,999 起
優惠期間:活動日期自 2013/07/01-2013/12/31 止開立之機票最晚須於 2013/12/31(含) 以前出發。
優惠內容:刷花旗鑽石卡於指定旅行社，享長榮航空香港/澳門單人商務艙(桂冠艙)來回機票 NT$8,999 起優惠/香港單人經濟
艙來回機票 NT$3,999 起優惠
注意事項:
1. 本優惠案限台灣地區發行之花旗鑽石卡正、附卡持卡人本人購票，並限搭乘台灣出發之長榮航空/立榮航空操作營運之指

定國際航線航班，若您所提供之信用卡卡號不符合提供優惠的信用卡卡別，恕不提供相關的購票折扣。2013/7/1 起開始接
受訂位，卡友須致電「雄獅旅行社-台北 02-87939660/ 台中 04-24159866/ 高雄 07-2137789」或「可樂旅遊 412-8111(手
機+02)」或前往前述指定旅行社門市現場使用花旗鑽石卡刷卡完成訂位。活動日期自 2013/07/01-2013/12/31 止開立之機
票最晚須於 2013/12/31(含) 以前出發。
2. 訂位時，卡友須主動告知其身份，表明欲使用花旗鑽石卡訂票，並提供其預訂出發的日期、行程、姓名(須同護照上的英

文拼音)以利完成訂位事宜。
3. 本優惠案之商務艙(桂冠艙)機票每張

NT$8,999（未稅）限搭乘長榮航空操作營運航班，適用長榮航空桃園機場至香港/澳

門航班商務艙(桂冠艙)D 艙，機票效期一個月，無禁止使用期間。本優惠案之經濟艙機票每張 NT$3,999（未稅）限搭乘
長榮航空操作營運航班，適用長榮航空桃園機場至香港航班經濟艙 V 艙，下午 4:00 後起飛之航班，機票效期 14 天，暑
假、平假日皆適用。卡友亦可選擇以每張 NT$4,299（未稅）搭乘中午 12:00 後起飛之長榮航空操作營運航班之長榮航空
桃園機場至香港航班經濟艙 V 艙。每位花旗鑽石卡持卡人每次最多以鑽石卡購買長榮香港/澳門商務艙(桂冠艙)或香港經濟
艙來回機票 4 張，可提供予持卡人本人及同行之親友使用，惟其親友須與持卡人搭乘同一去程班機(回程班機不限)，且開
票時限使用同一張花旗鑽石卡支付本優惠之卡友價。
4. 本優惠案商務艙限臺灣地區出發至香港或澳門之來回個人機票，經濟艙限桃園機場出發至香港之單點來回個人機票不提供

不同艙等混合等行程。
5. 優惠機票限開立電子機票，限持卡人持花旗鑽石卡刷卡購買本人及同行之親友機票適用，恕不得轉讓、出售、折換現金或

更換其它贈品。
6. 如未於上述指定期間內完成訂位及開票流程或出發，視同自動放棄本優惠案使用資格。
7. 本優惠價機票不含機場稅、安檢稅、燃油附加稅之各類稅金等等，亦不包含個人證照及簽證費用等其它費用，一經開票成

功後，如欲辦理退票，須支付退票手續費 NT$1500，如部分使用不得辦退。
8.本經濟艙優惠價機票恕不提供哩程累計、機位升等之服務。
9.本優惠係提供鑽石卡卡友於指定期間享優惠價購買長榮航空台灣地區至香港/澳門商務艙(桂冠艙)D 艙來回機票優惠/桃園
機場至香港經濟艙 V 艙來回機票優惠，且本活動之商品及服務係由長榮航空提供，花旗銀行僅提供優惠訊息，而非訂位保
證，機位數量有限，請儘早向長榮航空確認訂位。如長榮航空某時段可供預訂之機位已訂位完畢，恕不再提供預訂，提醒
您務必於指定期限內儘早完成訂位及開票程序。
10.花旗銀行與航空公司/旅行社並無代理、合夥關係或提供訂位保證，卡友對所購買之優惠機票有任何爭議，將由航空公司
/旅行社對卡友負責。
免費兩岸三地機場接送服務

一年兩次兩岸三地免費國際機場專人接或送機服務，讓您享有兩岸三地台灣本島及大陸-上海/北京免費國際機場接機或送機
專屬服務。
優惠期間：即日起~2013/12/31
花旗鑽石卡正卡持卡人本人且使用花旗鑽石卡購買全額機票或支付團費 80%以上者，即可享有：一年二次兩岸三地 (大陸上海/北京及台灣本島) 最近桃園/小港國際機場，上海浦東/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接機或送機免費服務。(接機、送機分開計算)
欲使用該項服務，請於三個工作天前 (不含使用日當日) 或七個工作天 (遇連續假日及春節時段) 事先預約。(工作天不含例
假日與國定假日)
本服務由花旗銀行特約廠商全鋒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僅限台灣本島及大陸-上海/北京，國內 24 小時預約專線：
02-7734-5722
全球機場貴賓室禮遇
國外機場貴賓室：優惠期限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摩爾國際商務中心暨貴賓室：優惠期限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松山機場聯合貴賓室：優惠期限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長榮航空貴賓室：優惠期限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提供松山、桃園、台中、高雄、香港、北京、上海、吉隆坡、馬來西亞、新加坡、溫哥華、埃德蒙頓、多倫多、新德里、
海德拉巴、阿曼等十六大城市機場貴賓室頂級服務，讓鑽石卡貴賓在差旅途中，獲得片刻身心靈的放鬆。
使用方式：
1. 持卡人須以花旗鑽石卡刷卡全額支付當次機票或團費之 80%，並向貴賓室服務人員出示持卡本人之花旗鑽石卡及當日登
機證。
2. 服務人員將以您的花旗鑽石卡過卡，或於信用卡簽單上壓印留底。
3. 請您確認信用卡簽單或使用紀錄單，載入金額欄劃 X，並於信用卡簽單或使用紀錄單簽名。
4. 同行的客人必須自行付費（需以花旗鑽石卡刷卡付費）
，收費標準依據各貴賓室現行之規定為準。
注意事項：
1. 花旗（台灣）銀行於本文宣中簡稱”花旗銀行”。
2. 本項服務僅免費提供給刷花旗鑽石卡支付當次團費之 80%或全額機票之花旗鑽石卡持卡本人。並限於台灣地區發行之花
旗鑽石卡持卡人（含正附卡持卡人）適用。
3. 於同一機場貴賓室，正、附卡持卡人每天分別可使用一次。於香港赤鱲角國際機場提供貴賓室休息或深度按摩服務，持
卡人每日僅得擇一使用。
4. 如欲使用長榮航空/立榮航空貴賓室，需出示長榮/立榮航空未撘乘之登機證及鑽石卡方可使用。
5. 各地機場貴賓室之經營權及維護作業均由各機場貴賓室負責，本行無經營管理權。如各地機場貴賓室所提供之設備、攜
伴人數及年齡限制、開放時間或免費使用規定變動，請依現場所示。
6. 為維持貴賓室使用品質，貴賓室人員可視當時貴賓室使用狀況，限制進入貴賓室人數。
7. 其他相關規定請詳洽花旗鑽石卡權益手冊說明。花旗銀行保留修改、取消、變更本活動之權利。
8. 花旗銀行僅提供卡友優惠訊息通知，各機場貴賓室之經營權及維護作業均由各機場貴賓室負責，本行無經營管理權。如
各機場貴賓室所提供之設備、攜伴人數、及年齡限制、開放時間、或免費使用規定有變動，請依現場所示為準。另，各機
場貴賓室恐因各國法令及實際作業需求，得暫停本服務，持卡人於使用前請上花旗鑽石卡網頁查詢最新機場貴賓室名單。
中國國際航空商務艙升等優惠

刷花旗鑽石無限卡搭乘中國國際航空／深圳航空，由台灣出發前往大陸之直航航班經濟艙機票，享免費升等商務艙之優惠
優惠期間: 即日起-2013/12/31
優惠內容：
- 中國國際航空公司：購買經濟艙 B 艙票價，可升等至商務艙 Z 艙；購買經濟艙 Y 艙票價，可升等至商務艙 D 艙
- 深圳航空公司：購買經濟艙 B 艙票價，可升等至商務艙 D 艙；購買經濟艙 Y 艙票價，可升等至商務艙 C 艙
注意事項:
1. 本優惠活動僅適用於台灣地區發行之花旗鑽石無限卡支付全額票價始可享有本優惠，並限鑽石無限卡正、附卡持卡人與
同行者使用本優惠。 同行之兒童與老人售價相同。鑽石無限卡持卡人可代同行親友刷卡。
2. 本優惠活動僅限於台灣地區之旅行社銷售。本案不得與其他中國國際航空公司／深圳航空公司優惠案合併使用，其他限
制依開票時之票務規定作業。
3. 本專案限購買中國國際航空公司／深圳航空公司台灣始發之直航航班，航點可任意組合，不適用於代碼共用航班。出發
地需為台灣地區；開票日期及自台灣出發日期須於活動期間內完成，回程日期須於出發日起一年內使用完畢。
4. 相關活動詳情請洽詢：中國國際航空公司 02 8101 1196 或全台各大旅行社。本活動由 VISA 提供，花旗銀行僅提供優
惠訊息，並非服務或商品之出售人，與參與廠商並無代理或提供保證，持卡人對於提供服務或商品內容有任何爭議，請
逕洽 VISA 國際組織尋求協助。
5. 更多無限卡專屬權益或相關優惠權益之詳細內容與限制條件，請上 Visa 國際組織網站 www.Visa.com.tw 查詢
鑽

台北寒舍艾美酒店

石

優惠內容：刷花旗鑽石卡於寒舍食譜可享 75 折優惠、探索廚房及北緯 25 可享 8 折優惠。

品

活動期間：2013/1/1~2013/12/31

味

注意事項：

饗

＊本優惠限刷花旗鑽石卡方得享有，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

宴

＊本優惠折扣需以原價計算，且需另加收原價一成服務費。
＊本優惠限 10 人內使用(含 10 人)，第 11 人以上消費不適用，且不得與店內其他優惠活動同時合併使用。
＊本優惠不得要求折抵現金、退款。
不適用期間：探索廚房優惠不適用於早餐時段。
寒舍食譜優惠不適用於青松包廂。
本優惠不適用於服務費及單點酒水服務、包廂、外帶、外賣商品、優惠商品、主題美食節與特殊節日如 : 2013/1/1 元旦、
2013/2/9-2013/2/17 中國新年期間、2013/5/11-2013/5/12 母親節、2013/8/8 父親節、2013/8/13 七夕情人節、2013/12/24
平安夜、2013/12/31 跨年。
商店資訊：02-6622-8000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8 號
台北西華飯店
優惠內容：刷花旗鑽石卡於 Toscana 義大利餐廳享每周二用餐 7 折優惠, 其他平日用餐享 8 折及假日用餐 85 折優惠。
- 刷花旗鑽石卡於怡園、鮨小馬享平日用餐 8 折及假日用餐 85 折優惠。
活動期間：即日起~2013/12/31
注意事項：
＊本優惠限刷花旗鑽石卡方得享有，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
＊Gourmet Corner 可享折扣，但不可和其他優惠方案併用。

＊外帶外賣餐點不可享折扣。
＊需另加原價 10%服務費。
＊不得折抵現金或退款。
＊一次同行限 12 人，第 13 人開始不能享用折扣。
不適用期間：特殊節慶或主題美食節不適用本優惠，如 5/12 母親節、8/13 七夕情人節、中秋連假、12/24 聖誕夜、聖誕節、
12/31 跨年、農曆春節期間及餐廳公告之特殊日期，上述未詳載細項依餐廳公告為準。
商店資訊：02-2718-1188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11 號
台北 W 飯店
優惠內容：刷花旗鑽石卡於紫艷中餐廳平日午餐時段可享 85 折優惠、於 the kitchen table 平日下午茶雙人套餐可享 85 折
優惠。
活動期間：2013/3/1~2013/12/31
注意事項：
＊ 平日定義：週一至週五，若遇特殊節慶則不適用。
＊本優惠限刷花旗鑽石卡方得享有，且不得與其他優惠並用。
＊優惠折扣不包含酒水、桌菜以及原價 10%服務費。
＊本優惠不適用於 8 人以上團體。
＊本優惠須事先電話預約並告知欲使用此優惠。
＊平日下午茶時段為週一至週五下午三點至五點。
＊不得折抵現金或退款。
不適用期間：特殊節慶或主題美食節不適用本優惠，如西洋情人節(2/14)、母親節、聖誕節(12/24~12/25)、春節等，以飯
店/餐廳公告為主。
商店資訊：02-7703-8887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 5 段 10 號 10 樓
鑽

礁溪老爺大酒店

石

優惠內容：平日住宿洋式景觀套房兩人同行享一泊二食優惠價每人 NT$3,799(相當於原房價定價 NT$15,800+10%之 4.4 折

品

起優惠)

味

優惠期間：2013/7/1~2013/12/30

旅

注意事項：

遊

1. 本活動優惠由 VISA 提供，礁溪老爺大酒店與知本老爺大酒店一泊二食優惠限週一~週日提供、兩家飯店每日共提供限量
優惠 2 房，且本優惠係提供房價優惠，而非訂房保證，花旗銀行僅提供優惠訊息，並非服務或商品之出售人，與參與飯店
並無代理或提供保證，持卡人對於提供服務或商品內容有任何爭議，請逕洽 VISA 國際組織尋求協助，且本專案不得與飯店
現場其他專案優惠合併使用。
3. 本專案適用平日住宿，如住宿日為飯店定義之旺日、假日、大假日可另加價使用。
4. 使用本優惠需先至註冊為 Visa 無限卡尊享禮遇專屬優惠網站會員，並完成登錄步驟及至專屬活動網頁
(www.freeliving.com.tw/visa/limit/citi20130701)預約方可享有，飯店現場恕無法直接使用本優惠。
5. 本優惠的活動期間：2013 年 07 月 0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0 日止。預約期間：2013 年 07 月 0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19
日止。優惠使用期間：2013 年 07 月 10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0 日止。
6. 持卡人使用 Visa 網站預約作業系統應於 20 分鐘內完成預約並以 Visa 鑽石無限卡線上刷卡付費成功，並取得預約編號，

該預約手續才算完成；逾時交易將取消該預約，持卡人需重新進行預約。
7. 欲使用本優惠須於使用日期之前 7 個工作天(不包含例假日及入住日當日)透過 Visa 網站預約，持卡人可預約使用日未來
7~30 天內的優惠。各項優惠不接受持卡人未經預約直接到各商家現場使用本優惠。
8. 持卡人請於預訂日期依時抵達各商家，並出示線上刷卡預約之 Visa 鑽石無限卡、預約編號、有照之身分證件 (身分證、
駕照或健保卡任一) 供服務人員確認，逾時則無法使用，且將視同已使用本優惠，不得要求退款。
地址：宜蘭縣礁溪鄉大忠村五峰路 69 號
知本老爺大酒店
優惠內容：平日住宿豪華客房兩人同行享每人 NT1,999 一泊二食優惠價(相當於原房價定價 NT$9,000+10%之 4 折起優惠)
優惠期間：2013/7/1~2013/12/30
注意事項：
1. 本活動優惠由 VISA 提供，礁溪老爺大酒店與知本老爺大酒店一泊二食優惠限週一~週日提供、兩家飯店每日共提供限量
優惠 2 房，且本優惠係提供房價優惠，而非訂房保證，花旗銀行僅提供優惠訊息，並非服務或商品之出售人，與參與飯店
並無代理或提供保證，持卡人對於提供服務或商品內容有任何爭議，請逕洽 VISA 國際組織尋求協助，且本專案不得與飯店
現場其他專案優惠合併使用。
2. 本住房優惠價為二人同行一泊二食優惠價格，已含房價之稅金及服務費費用。
3. 本專案適用平日住宿，如住宿日為飯店定義之旺日、假日、大假日可另加價使用。
4. 使用本優惠需先至註冊為 Visa 無限卡尊享禮遇專屬優惠網站會員，並完成登錄步驟及至專屬活動網頁。
(www.freeliving.com.tw/visa/limit/citi20130701)預約方可享有，飯店現場恕無法直接使用本優惠。
5. 本優惠的活動期間：2013 年 07 月 0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0 日止。預約期間：2013 年 07 月 0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19
日止。優惠使用期間：2013 年 07 月 10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0 日止。
6. 持卡人使用 Visa 網站預約作業系統應於 20 分鐘內完成預約並以 Visa 鑽石無限卡線上刷卡付費成功，並取得預約編號，
該預約手續才算完成；逾時交易將取消該預約，持卡人需重新進行預約。
7. 欲使用本優惠須於使用日期之前 7 個工作天(不包含例假日及入住日當日)透過 Visa 網站預約，持卡人可預約使用日未來
7~30 天內的優惠。各項優惠不接受持卡人未經預約直接到各商家現場使用本優惠。
8. 持卡人請於預訂日期依時抵達各商家，並出示線上刷卡預約之 Visa 鑽石無限卡、預約編號、有照之身分證件 (身分證、
駕照或健保卡任一) 供服務人員確認，逾時則無法使用，且將視同已使用本優惠，不得要求退款。
地址：台東縣 954 卑南鄉溫泉村龍泉路 113 巷 23 號
Six Senses 頂級假期獨享禮遇
優惠內容：鑽石無限卡持卡人透過 Visa 無限卡秘書服務中心專線預訂 Six Senses Hotels, Resorts & Spas 及 Evason
Resorts，可享下列尊榮訂房禮遇：
• 最優飯店直售房價(Best Available Rate)8 折優惠
• 每次入住每房贈送香檳乙瓶
• 每人每日免費早餐
• 延遲至下午 3 點退房(依住房時該飯店房型供應狀況而定)
• 免費乙次雙人主題晚餐(至少須連續入住三晚或以上)
• 免費乙次 60 分鐘 Signature Spa 療程(至少須連續入住三晚或
禮遇適用渡假村：

• Six Senses Samui, Thailand
• Six Senses Ninh Van Bay, Vietnam
• Six Senses Yao Noi, Beyond Phuket – Thailand
• Six Senses Zighy Bay, Oman
• Six Senses Con Dao, Vietnam
• Six Senses Laamu, Maldives
優惠期間：即日起~2013/12/31
注意事項：花旗銀行僅提供優惠訊息，並非服務或商品之出售人，與參與廠商並無代理或提供保證，持卡人對於提供服務
或商品內容有任何爭議，請逕洽 VISA 國際組織尋求協助。更多無限卡專屬權益或相關優惠權益之詳細內容與限制條件，請
上 Visa 國際組織網站 www.Visa.com.tw 查詢
訂房服務：Visa 無限卡秘書服務中心專線 0080 1 103 966
Hotel Club 全球訂房特惠折扣
優惠內容：鑽石無限卡持卡人透過 Hotel Club Visa 專屬網站 www.hotelclub.com/visa/cn 線上訂房，可享 Hotel Club 全球
線上訂房優惠折扣外，再享額外 15%折扣優惠。
優惠期間：即日起~2013/12/31
注意事項：更多無限卡專屬權益或相關優惠權益之詳細內容與限制條件，請上 Visa 國際組織網站 www.Visa.com.tw 查詢
訂房服務：Hotel Club 網站：www.hotelclub.com/visa/cn
Visa 無限秘書服務中心專線：0080 1 103 966
寰宇頂級住宿禮遇
優惠內容：透過 Visa 寰宇頂級住宿禮遇網站-Visa Luxury Hotel Collection，提供鑽石無限卡卡友尊享全球超過 900 家五星
級豪華飯店(包括：東方文華、君悅、香格里拉、阿曼酒店及 Six Sense Resorts & Spas)，獨步市場之頂級貴賓住房禮遇與
優惠價格。
• 最優飯店直售房價(Best available rate guarantee )
• 免費升等房型（依住房時該飯店房型供應狀況而定）
• 免費早餐
• 延遲至下午 3 點退房(依住房時該飯店房型供應狀況而定)
• VIP 貴賓禮遇
• 總值 25 美元之餐飲抵用券
• 免費房間內寬頻上網
優惠期間：即日起~2013/12/31
注意事項：花旗銀行僅提供優惠訊息，並非服務或商品之出售人，與參與廠商並無代理或提供保證，持卡人對於提供服務
或商品內容有任何爭議，請逕洽 VISA 國際組織尋求協助。更多無限卡專屬權益或相關優惠權益之詳細內容與限制條件，請
上 Visa 國際組織網站 www.Visa.com.tw 查詢
訂房服務：
• Visa 寰宇頂級住宿禮遇網站：www.visaluxuryhotels.com
• Visa 無限卡秘書服務中心專線：0080 1 103 966
品

高爾夫球場貴賓優惠

味

國內高爾夫球場貴賓優惠

生

優惠期間：即日起-2013/12/31

活

鑽石無限卡正卡持卡人尊享台北美麗華高爾夫鄉村俱樂部平日擊球免果嶺費

禮

優惠內容：鑽石無限卡正卡持卡人享台北美麗華高爾夫鄉村俱樂部平日擊球免果嶺費，同行貴賓另享果嶺費優惠尊榮禮遇

讚

預訂詳情：請致電 Visa 無限秘書服務中心專線：0080 1 103 966
注意事項：
1. 使用條款
(a) 鑽石無限卡正卡持卡人於活動期間內，於台北美麗華高爾夫鄉村俱樂部可享平日免果嶺費優惠 (Visa 國際組織保留更換
合作球場之權利)。 本高爾夫優惠方案由 Visa 國際組織補貼費用，並非由俱樂部直接免除。
(b) 本方案適用於所有鑽石無限卡正卡持卡人。
(c) 使用鑽石無限卡免果嶺費高爾夫優惠方案，每一組僅允許一位鑽石無限卡正卡持卡人享受優惠，並且至少應有一位付費
同行貴賓參與。
(d) 台灣美麗華高爾夫鄉村俱樂部每星期最多接受 27 組預訂。
(e) 每位鑽石無限卡正卡持卡人每月限享乙次平日果嶺費免費禮遇。
(f) 鑽石無限卡正卡持卡人欲享有本優惠，須同意並遵守本優惠方案之預訂條款與限制。
(g) 鑽石無限卡持卡人一次只能預訂一場球，該預訂使用後，才能再預訂下一場球。
(h) 本優惠方案不能與其他 Visa 推廣活動、折扣或優惠同時享用，也不得與其他球場優惠或會員優惠併用（包含球隊預約、
交流比賽、高球錦標賽、球場其它優惠、擊球券及會員證…等）
。其他球友或俱樂部會員若直接向俱樂部辦理預訂，不得將
上場時間轉讓予鑽石無限卡持卡人。
(i) 上述優惠須由鑽石無限卡正卡持卡人透過 Visa 無限秘書服務中心預訂，優惠內容如預約時段等相關內容，不得在持卡人
之間相互轉讓，亦不得轉讓給其他該俱樂部會員。
2. 預訂
(a) Visa 無限秘書服務中心專線：0080 1 103 966
(b) 未通過 Visa 無限秘書服務中心預訂，鑽石無限卡正卡持卡人恕無法進入合作高爾夫俱樂部享受本優惠方案。
(c) 鑽石無限卡正卡持卡人，如須預訂此平日擊球免果嶺費優惠，請於 3 個工作天(不包含擊球當日及例假日)前致電 Visa
無限秘書服務中心辦理預訂，若未事先透過 Visa 無限秘書服務中心專線辦理預訂，均不得入場。使用鑽石無限卡免果嶺費
高爾夫優惠方案，每一組僅允許一位鑽石無限卡正卡持卡人享受優惠，並且至少應有一位付費同行貴賓參與。
(d) 台灣美麗華高爾夫鄉村俱樂部每星期最多接受 27 組預訂。
(e) 美麗華高爾夫鄉村俱樂部之免果嶺費優惠擊球地區為東南區，其餘地區恕不適用；本優惠活動僅限平日，假日不適用，
平假日之定義(如國定假日、新年期間等)以球場規定為準。
(f) 每位鑽石無限卡持卡人每月限享乙次果嶺費免費禮遇。
(g) 鑽石無限卡正卡持卡人，若直接連絡高爾夫俱樂部，試圖連繫／洽詢及／或嘗試預訂，恕不受理持卡人的任何要求。
(h) 使用時間依各俱樂部規定為主，俱樂部有權視預約狀況拒絕接受預訂。
3. 各項費用
(a) 鑽石無限卡卡友透過 Visa 無限秘書服務中心預訂成功，可享免果嶺費高爾夫優惠，優惠折扣部分由 Visa 國際組織補貼
費用；同行貴賓可享果嶺費折扣優惠，優惠價格依各球場公告為主；美麗華高爾夫鄉村俱樂部之同行貴賓果嶺費優惠為公
告定價之九折，該費用請於美麗華球場報到時以鑽石無限卡支付。

(b) 鑽石無限卡正卡持卡人及其同行貴賓，必須支付高爾夫球車、桿弟、球桿車、置物櫃，以及保險等各項費用；所有費用
皆以各俱樂部公告之標準價格計算。
(c) 所有活動費用鑽石無限卡持卡人須以鑽石無限卡支付費用(包含支付部分項目之訂金)。
(d) 高爾夫球場使用費用、服務費、政府稅金依各地高爾夫球場俱樂部公告為主。
(e) 所有費用將以球場所在當地貨幣費率計算。
4. 取消及相關費用
(a) 如欲取消、更改行程，須於開球日前 2 個工作天透過 Visa 無限秘書服務中心專線辦理。
(b) 如需變更已確認的高爾夫預訂行程，可能須支付變更或取消費用，費用收費方式以各球場規定為主。
(c) 恕不提供延期券(rain check)。
(d) 取消變更等相關費用將直接由鑽石無限卡支付。
5. 其他規定
(a) 本優惠不適用於鑽石無限卡正卡持卡人同時參與任一高爾夫、交流比賽或任何其它推廣活動。高球球友必須提供有效的
差點證明。
(b) 本優惠僅適用於球場內高爾夫活動。恕不提供鑽石無限卡正卡持卡人及其同行貴賓使用俱樂部內其他休閒設施。
(c) 本優惠並未提供鑽石無限卡正卡持卡人該高爾夫俱樂部會員資格。
(d) 花旗銀行僅提供優惠訊息，並非服務或商品之出售人，與參與廠商並無代理或提供保證，持卡人對於提供服務或商品內
容有任何爭議，請逕洽 VISA 國際組織尋求協助。更多無限卡專屬權益或相關優惠權益之詳細內容與限制條件，請上 Visa
國際組織網站 www.Visa.com.tw 查詢

台豐高爾夫球場擊球優惠*
優惠內容：平日 NT$1,750 ；假日 NT$2,100(此費用包含果嶺費、桿弟費、球車費、保險費以及衣櫃費等相關費用)
預訂詳情：
•

Visa 無限秘書服務中心專線：0080 1 103 966

•

鑽石無限卡持卡人如須預訂台豐球場打球，請於 2 個工作天(不包含擊球當日及例假日)前致電辦理預訂。

•

預約手續完成後，於擊球當日至球場以鑽石無限卡支付，即可享有擊球優惠價。

注意事項：
(1) 使用本優惠須於 2 個工作天(不包含擊球當日及例假日)前透過 Visa 無限秘書服務中心專線：0080 1 103 966 辦理預約，
告知預訂日期及時間，同時取得無限秘書服務中心給予之預約編號，該預約手續才算完成。本優惠不接受持卡人未經預
約直接到台豐高爾夫球場使用本優惠，或將已確認的場次及優惠轉讓給非 Visa 無限卡本人使用。
(2) 本優惠每人每卡每日限預約/使用一次，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若預訂日期當天擊球人數已經額滿，則無法再受理預約。
取消或變更：若欲變更或取消球場預訂行程，須於預訂擊球日期的前二個工作天(不包含擊球當日及例假日)通知 Visa
無限秘書服務中心辦理，球場不提供相關更改或取消服務，少於二個工作日後將無法更動，惟若預訂擊球日期異動，其
更改後之預訂日期仍須符合二個工作日前來電異動。同一持卡人如有多次未依規定取消之紀錄，台豐球場將有權不接受
該持卡人的預約。
(3) 預訂日期當天請依時抵達球場，請出示預約使用之鑽石無限卡、預約編號、有照之身分證件（身分證、駕照或健保卡任
一）供現場人員確認後方可擊球，並於結帳時以鑽石無限卡刷卡付費。如未以鑽石無限卡刷卡付費將無法享有本優惠。
(4) 本優惠不適用於球場指定之農曆春節假期 (2013 年 2 月 9 日至 2013 年 2 月 17 日)。

(5) 本優惠不可轉讓，僅對所示優惠有效，不可兌換現金，亦不可與現場之優惠活動合併使用。
(6) 本優惠不能與其他 Visa 國際組織推廣活動、折扣或優惠同時享用，也不得與其他球場優惠或會員優惠併用（包含球隊
預約、交流比賽、高球錦標賽、球場其它優惠、擊球券及會員證…等）
。本優惠並不適用於鑽石無限卡持卡人參加任何
高爾夫比賽、交流比賽或任何其它推廣活動。
(7) 本優惠僅適用於高爾夫活動。鑽石無限卡持卡人及其同行貴賓，使用俱樂部的其他休閒設施時不享受優惠。
(8) 本優惠並未將高爾夫俱樂部的會員資格，授予參與的鑽石無限卡持卡人。
(9) 花旗銀行僅提供優惠訊息，並非服務或商品之出售人，與參與廠商並無代理或提供保證，持卡人對於提供服務或商品內
容有任何爭議，請逕洽 VISA 國際組織尋求協助。更多無限卡專屬權益或相關優惠權益之詳細內容與限制條件，請上
Visa 國際組織網站 www.Visa.com.tw 查詢

高雄高爾夫球場擊球優惠*
優惠內容：鑽石無限卡持卡人可享高雄高爾夫球場擊球果嶺優惠：平日 NT$1,220 ；假日 NT$1,810(此費用不包含桿弟費、
球車費、保險費以及衣櫃費等相關費用，卡友須依現場規定另行支付)
預訂詳情：
•

Visa 無限秘書服務中心專線：0080 1 103 966

•

鑽石無限卡持卡人如須預訂高雄高爾夫球場打球，請於 2 個工作天(不包含擊球當日及例假日)前致電辦理預訂。

•

預約手續完成後，於擊球當日至高雄高爾夫球場以鑽石無限卡支付，即可享有擊球優惠價。

注意事項
(1) 本優惠限鑽石無限卡持卡人本人使用。
(2) 使用本優惠須於 2 個工作天(不包含擊球當日及例假日)前透過 Visa 無限秘書服務中心專線：0080 1 103 966 辦理預約，
告知預訂日期及時間，同時取得無限秘書服務中心給予之預約編號，該預約手續才算完成。本優惠不接受持卡人未經預
約直接到高雄高爾夫球場使用本優惠，或將已確認的場次及優惠轉讓給非鑽石無限卡本人使用。
(3) 本優惠每人每卡每日限預約/使用一次，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若預訂日期當天擊球人數已經額滿，則無法再受理預約。
(4) 取消或變更：若欲變更或取消球場預訂行程，須於預訂擊球日期的前二個工作天(不包含擊球當日及例假日)通知 Visa
無限秘書服務中心辦理，球場不提供相關更改或取消服務，少於二個工作日後將無法更動，惟若預訂擊球日期異動，其
更改後之預訂日期仍須符合二個工作日前來電異動。同一持卡人如有多次未依規定取消之紀錄，高雄高爾夫球場將有權
不接受該持卡人的預約。
(5) 預訂日期當天請依時抵達球場，請出示預約使用之鑽石無限卡、預約編號、有照之身分證件（身分證、駕照或健保卡任
一）供現場人員確認後方可擊球，並於結帳時以鑽石無限卡刷卡付費。如未以鑽石無限卡刷卡付費將無法享有本優惠。
(6) 本優惠不可轉讓，僅對所示優惠有效，不可兌換現金，亦不可與現場之優惠活動合併使用。
(7) 本優惠不能與其他 Visa 國際組織推廣活動、折扣或優惠同時享用，也不得與其他球場優惠或會員優惠併用（包含球隊
預約、交流比賽、高球錦標賽、球場其它優惠、擊球券及會員證…等）
。本優惠並不適用於鑽石無限卡持卡人參加任何
高爾夫比賽、交流比賽或任何其它推廣活動。
(8) 本優惠僅適用於高爾夫活動。鑽石無限卡持卡人及其同行貴賓，使用俱樂部的其他休閒設施時不享受優惠。
(9) 本優惠並未將高爾夫俱樂部的會員資格，授予參與的鑽石無限卡持卡人。
(10)花旗銀行僅提供優惠訊息，並非服務或商品之出售人，與參與廠商並無代理或提供保證，持卡人對於提供服務或商品內
容有任何爭議，請逕洽 VISA 國際組織尋求協助。更多無限卡專屬權益或相關優惠權益之詳細內容與限制條件，請上

Visa 國際組織網站 www.Visa.com.tw 查詢

球場果嶺費 3.3 折起

球場名稱

果嶺費訂價

花旗果嶺費

花旗果嶺費折扣

平日

假日

平日

假日

平日折扣

假日折扣

老爺

NT$2,700

NT$3,000

NT$1,250

NT$2,050

約 4.6 折

約 6.8 折

桃園

NT$2,400

NT$3,000

NT$1,100

NT$1,650

約 4.6 折

約 5.5 折

全國

NT$2,530

NT$3,220

NT$850

NT$1,650

約 3.4 折

約 5.1 折

嘉南

NT$2,100

NT$2,450

NT$700

NT$1,100

約 3.3 折

約 4.5 折

揚昇

NT$3,850

NT$4,620

NT$1,680

NT$2,680

約 4.4 折

約 5.8 折

再興

NT$2,000

NT$2,850

NT$860

NT$1,550

約 4.3 折

約 5.4 折

練習場購球 5 折優惠，買 750 顆送 750 顆

練習場名稱

球場服務電話

卡友自付金額(NT$)

景新運動俱樂部

02-2218-5432

2,000

大新店球場

02-2910-2233

1,625

東光高爾夫球場

03-5727-716

1,250

台中高仕(一)球場

04-2259-3123

750

台中高仕(二)球場

04-2299-0316

750

高雄友薈練習場

07-3656-389

750

國際高爾夫球場貴賓優惠
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阿聯頂級高爾夫球場俱樂部之平日免果嶺費擊球禮
優惠內容：鑽石無限卡正卡持卡人獨享遍布全球 5 國(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6 大球場平日
擊球免果嶺費，同行貴賓另享果嶺費優惠尊榮禮遇
預訂詳情：請致電 Visa 無限秘書服務中心專線：0080-1-103-966
國家

城市

高爾夫球場

新加坡

聖淘沙

Sentosa Golf Club

馬來西亞

吉隆坡

Glenmarie Golf Club

泰國

普吉島

Loch Palm
Red Mountain

中國

深圳

港中旅聚豪(深圳)高爾夫球會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杜拜

The Els Club

注意事項：
1. 使用條款
(a) 本活動期間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b) 鑽石無限卡正卡持卡人於活動期間內，於指定高爾夫俱樂部可享平日免果嶺費優惠 (Visa 國際組織保留更換合作球場之
權利)。 本高爾夫優惠方案由 Visa 國際組織補貼費用，並非由俱樂部直接免除。
(c) 本方案適用於所有鑽石無限卡正卡持卡人(包含亞太地區、中歐地區，中東地區及非洲地區)。
(d) 使用鑽石無限卡免果嶺費高爾夫優惠方案，每一組僅允許一位鑽石無限卡正卡持卡人享受優惠，並且至少應有一位付費
同行貴賓參與。
(e) 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之高爾夫球俱樂部，每星期最多接受 10 組預訂。
(f) 每位鑽石無限卡正卡持卡人每月限享乙次平日果嶺費免費禮遇。
(g) 鑽石無限卡正卡持卡人欲享有本優惠，須同意並遵守本優惠方案之預訂條款與限制。
(h) 鑽石無限卡持卡人一次只能預訂一場球，該預訂使用後，才能再預訂下一場球。
(i) 本優惠方案不能與其他 Visa 國際組織推廣活動、折扣或優惠同時享用，也不得與其他球場優惠或會員優惠併用（包含球
隊預約、交流比賽、高球錦標賽、球場其它優惠、擊球券及會員證…等）
。其他球友或俱樂部會員若直接向俱樂部辦理預訂，
不得將上場時間轉讓予鑽石無限卡持卡人。
(j) 上述優惠須由鑽石無限卡正卡持卡人透過 Visa 無限秘書服務中心預訂，優惠內容如預約時段等相關內容，不得在持卡人
之間相互轉讓，亦不得轉讓給其他該俱樂部會員。
2. 預訂
(a) Visa 無限秘書服務中心專線：0080 1 103 966
(b) 未通過 Visa 無限秘書服務中心預訂，鑽石無限卡正卡持卡人恕無法進入合作高爾夫俱樂部享受本優惠方案。
(c) 鑽石無限卡正卡持卡人，如須預訂此平日擊球免果嶺費優惠，請於 3 個工作天(不包含擊球當日及例假日)前致電 Visa
無限秘書服務中心辦理預訂，若未事先透過 Visa 無限秘書服務中心專線辦理預訂，均不得入場。使用鑽石無限卡免果嶺費
高爾夫優惠方案，每一組僅允許一位鑽石無限卡正卡持卡人享受優惠，並且至少應有一位付費同行貴賓參與。
(d) 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之高爾夫球俱樂部，每星期最多接受 10 組預訂。
(e) 本優惠活動僅限平日，假日不適用，平假日之定義(如國定假日、新年期間等)以球場規定為準。
(f) 每位鑽石無限卡持卡人每月限享乙次果嶺費免費禮遇。
(g) 鑽石無限卡正卡持卡人，若直接連絡高爾夫俱樂部，試圖連繫／洽詢及／或嘗試預訂，恕不受理持卡人的任何要求。
(h) 使用時間依各俱樂部規定為主，俱樂部有權視預約狀況拒絕接受預訂。
3. 各項費用
(a) 鑽石無限卡卡友透過 Visa 無限秘書服務中心預訂成功，可享免果嶺費高爾夫優惠，優惠折扣部分由 Visa 國際組織補貼
費用；同行貴賓可享果嶺費折扣優惠，優惠價格依各球場公告為主。
(b) 鑽石無限卡正卡持卡人及其同行貴賓，必須支付高爾夫球車、桿弟、球桿車、置物櫃，以及保險等各項費用；所有費用
皆以各俱樂部公告之標準價格計算。
(c) 所有活動費用鑽石無限卡持卡人須以鑽石無限卡支付費用(包含支付部分項目之訂金)。
(d) 高爾夫球場使用費用、服務費、政府稅金依各地高爾夫球場俱樂部公告為主。
(e) 所有費用將以球場所在當地貨幣費率計算。
4. 取消及相關費用

(a) 如欲取消、更改行程，須於開球日前 2 個工作天透過 Visa 無限秘書服務中心專線辦理。
(b) 如需變更已確認的高爾夫預訂行程，可能須支付變更或取消費用，費用收費方式以各球場規定為主。
(c) 恕不提供延期券(rain check)。
(d) 取消變更等相關費用將直接由鑽石無限卡支付。
5. 其他規定
(a) 本優惠不適用於鑽石無限卡正卡持卡人同時參與任一高爾夫、交流比賽或任何其它推廣活動。高球球友必須提供有效的
差點證明。
(b) 本優惠僅適用於球場內高爾夫活動。恕不提供鑽石無限卡正卡持卡人及其同行貴賓使用俱樂部內其他休閒設施。
(c) 本優惠並未提供鑽石無限卡正卡持卡人該高爾夫俱樂部會員資格。
(d) 花旗銀行僅提供優惠訊息，並非服務或商品之出售人，與參與廠商並無代理或提供保證，持卡人對於提供服務或商品內
容有任何爭議，請逕洽 VISA 國際組織尋求協助。更多無限卡專屬權益或相關優惠權益之詳細內容與限制條件，請上 Visa
國際組織網站 www.Visa.com.tw 查詢

生日禮讚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生日好禮三選一
在這專屬於您的節日裡，誠摯獻上我們的真心祝賀！於生日當月獻上生日禮讚，憑生日兌換券可享(好禮三選一)：
一.

Häagen-Dazs 創意冰品二擇一(花之戀或歡樂聖代乙份) 。

二.

六吋伊莎貝爾生日蛋糕乙個。

三.

BEING spa 精緻紓壓護理 50 分鐘療程優惠價 NT$580(定價 NT$3,700)2。

1. 若您同時為花旗私人財富管理貴賓且持有本行鑽石卡，我們將主動將您的生日禮讚升級，故不適用上述生日禮。詳細內
容，請洽詢您專屬的財富管理顧問。
2. 自 2013/2/1 起，於假日使用本優惠，需加價 NT$280 服務費。
生日好禮三選一注意事項：
1.
2.

伊莎貝爾 6 吋生日蛋糕請於提貨 3 日前以電話預約。
本活動所提供之花之戀、歡樂聖代與伊莎貝爾 6 吋生日蛋糕，僅能擇一領取一款，您無須付費，請持生日卡正本前往
Haagen-Dazs 或伊莎貝爾各門市兌換或提貨即可，兌完以等值商品替代。

3.

您可事先以電話詢問離您府上最近提貨門市。

4.

您需於卡片上填寫您的花旗鑽石卡卡號最後 4 碼。

5.

在生日卡信封名條上有至門市提貨的有效期限，請您於截止日前提貨，一旦提貨恕不退換。

6.

本活動所提供之伊莎貝爾蛋糕尺寸為 6 吋，如需較大尺寸，您可補差價訂購即可。

7.

生日卡恕不折現，一旦遺失，恕不補寄。

8.

生日卡信封名條/標籤撕除則兌換無效。

9.

以上廣告圖片及內容由伊莎貝爾/統一佳佳/台灣通用磨坊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花旗銀行並非活動贈品之製造人、出賣人
或經銷人，與伊莎貝爾/統一佳佳/台灣通用磨坊股份有限公司間亦無代理、合夥或保證關係。

10.

本券影印、複製、未蓋花旗銀行信用卡行銷部用章或逾有效期限無效。

11.

兌換 Haagen-Dazs 該券上需附有 Haagen-Dazs 加印以開頭為英文大寫 BS 之專屬流水編號。

12. 2013/1/31 前，鑽石卡貴賓於平假日憑生日卡正本及鑽石卡刷卡消費享 BEING spa 精緻紓壓護理 50 分鐘課程優惠價
NT$580；自 2013/2/1 起，於週六、週日及國定假日使用，除優惠價 NT$580 外，需另加價 NT$280 服務費。（定價
NT$3,700，會員價 NT$2,800）。
13. spa 療程皆採預約制，請於三天前致電 0800-088-228 預約，並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亦不得要求折抵現金、退款。
14. spa 療程適用分店：台北民生店、台北美麗信店、台北桂冠店、北投僑園館、台中美村店、台南大億麗緻、台南中華店、
台南金華店、高雄 SOGO 店、、高雄巨蛋館 及左營三越店。
15.

本優惠期間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全年無休 專屬秘書服務
花旗鑽石卡貴賓服務專線
花旗銀行特別精選資深團隊，24 小時全年無休，專為花旗鑽石卡貴賓提供專業且有效率之服務。若您有個人信用卡帳戶相
關事宜，可透過 0800-213000 或(02)2576-8099 之 24 小時貴賓服務專線， 花旗銀行鑽石卡服務團隊優先為您服務。
花旗鑽石卡專屬祕書服務
24 小時，365 天，無論您在台灣或世界各地，專屬祕書服務隨時待命，體貼入微
VISA 鑽石無限卡會員請撥專屬秘書服務專線 00801 103 966
萬事達卡花旗鑽石卡會員請撥專屬秘書服務專線 (02)2326-6770
提醒您，若您以手機撥打貴賓服務專線仍須自行負擔國際漫遊費用。
貴賓理財服務
花旗鑽石卡持卡人，可免費享本行獨創的「財富管理金三角」理財規劃服務。
為了更體貼您的需求，並致上花旗財富管理顧問的真誠與關懷，花旗財富管理除了在「財富管理」方面
1.

申購共同基金手續費九折優惠

2.

綜合月結單：整合您所有存款、貨款、共同基金之餘額明細，每月主動寄發

3.

花旗貴賓金融卡：全球提現免收跨行手續費

4.

購買銀行滙票、國內外匯款或美金現鈔存提，每月享有 2 次辦理業務免手續費優惠

5.

申請房屋貨款享有貴賓優惠利率

6.

專屬停車位：預留的貴賓專屬停車位，除了便利還多一分貼心

注意事項：花旗財富管理客戶之所有帳戶（包括您在本行所開立的台幣活存、支存、綜合貨幣存款帳戶、信託帳戶等所有
帳戶）每月之日平均餘額須達新台幣 300 萬元，未達標準者本行將於次月份酌收新台幣 1,000 元之帳戶管理費。
海外緊急救援服務
當您旅遊、經商他國時，不慎因花旗鑽石卡遺失而急需用現金時，您可到您旅遊國家之花旗銀行申請緊急預借現金服務。
VISA 鑽石無限卡友海外緊急救援服務
(https://www.visa-asia.com/premium/infinite/tw/concierge/emergency_services/index.shtml)
萬事達卡鑽石卡友海外緊急救援服務
(http://www.mastercard.com/tw/personal/zh/general/emergency.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