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台灣）銀行新聞稿】
2013 年 9 月 17 日(二)

旅遊團費、分期、免稅購物三重優惠，刷花旗卡秋冬出遊輕鬆恣意
30 家指定旅行社滿額享精美好禮，分期再加碼最高可享 NT$500 元回饋金
超過 30 檔超值行程，時尚首爾最優 NT$9,100 元起

告別炎熱的夏天，秋高氣爽的宜人溫度讓民眾也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花旗(台灣)銀行與
雄獅、可樂、易遊網等 30 家國內知名旅行社攜手合作，推出「輕鬆恣遊行‧秋冬小確
幸」活動，為正在規畫年底旅遊的卡友們提供超過 30 檔精選超值優惠行程，單筆刷卡
滿額，並上活動網站完成登錄，即享行李箱、旅行分類收納袋等滿額好禮，分期再享最
高 NT$500 元刷卡金。
根據花旗銀行內部資料分析，秋冬旅遊每人的平均交易金額約比暑期旺季低 NT$3,000
元左右，主因是暑期係親子出遊，秋冬季旅遊則以 2-3 人的迷你團體為主力。為了提供
卡友更有感的優惠，即日起至 2013 年 11 月 30 日，只要刷花旗卡團費滿 NT$25,000
元並上活動網站完成登錄(www.citibank.com.tw/winter)，可獲得旅行分類收納袋，選擇
分期付款再享 NT$300 元刷卡金，單筆刷卡滿 NT$70,000 元，更可獲贈行李箱，分期
再享 NT$500 元刷卡金。活動期間內，卡友於國內免稅商店，累積消費達 NT$8,000 元，
完成登錄則可享施巴旅行組乙組！
在國外旅遊的部份，花旗信用卡與 30 家旅行社合作推出優惠行程，2013 年 11 月 30
日前，於可樂旅遊購買「時尚首爾 Buy 家輕鬆玩」4 天 3 夜自由行指定行程，兩人同行
享每人最優 NT$9,100 起！於雄獅旅遊購買「帛琉 FUN 輕鬆」5 天 4 夜半自由行指定
行程，最優 NT$30,900(含稅)起，再享第二人現折 NT$3,000 元優惠！於燦星旅遊購買
「酷航東京自由行」5 天 4 夜指定行程，兩人同行享每人最優 NT$13,500 元起，再享
第二人現折 NT$1,000 元優惠！於五福旅遊購買「曼谷五星索菲特及普爾曼」5 天 4 夜
自由行指定行程，兩人同行享每人最優 NT$21,500 元(含稅)起，再享第二人現折
NT$1,000 元優惠及贈機場來回接送！
針對國內旅遊住房的需求，花旗信用卡也與雲朗觀光集團推出星級酒店住房優惠。即日
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刷花旗卡享雲品溫泉酒店「秋藝‧雲品假期」專案、翰品集
兆品酒店訂房最優 9 折優惠。此外，11 月 30 日前平日入住長榮鳳凰酒店(礁溪)每房每
晚 NT$8,688 元起，其他長榮國際連鎖酒店每房每晚 NT$3,300 元起！
此外，2013 年 10 月 31 日前每筆交易還可參加「通通有機會」活動，每筆新增一般消
費可享 1 次抽獎機會，不需登錄皆可參與「礁溪老爺平日住宿券乙張」之抽獎活動(每
人限中獎乙次)。即將於 10 月 18 日登場的台北國際旅展，刷花旗卡亦可同享上述優惠！

輕鬆恣遊行‧秋冬小確幸：

<優惠 1 旅行團費滿額贈>
即日起至 2013 年 11 月 30 日，刷花旗信用卡於可樂、雄獅、易遊網等 30 家指定旅行
社單筆消費滿 NT$25,000 萬元並上網登錄，贈「旅行分類收納袋」，分期再享刷卡金
NT$300 元。單筆消費滿 NT$7 萬元並上網登錄，贈「20 吋 ABS 行李箱」
，分期再享刷
卡金 NT$500 元註 1！
<優惠 2 超值行程優惠>
針對花旗卡友愛旅遊的需求，花旗信用卡與 30 家旅行社合作推出優惠行程 2，樂享每
註

人最高現折 NT$7,750 元優惠，再享分期 0 手續費優惠！即日起至 2013 年 11 月 30 日，
於可樂旅遊購買「時尚首爾 Buy 家輕鬆玩」4 天 3 夜自由行指定行程，兩人同行享每人
最優 NT$9,100 起！於雄獅旅遊購買「帛琉 FUN 輕鬆」5 天 4 夜半自由行指定行程，
最優 NT$30,900(含稅)起，再享第二人現折 NT$3,000 元優惠！於雄獅旅遊購買「沖繩
文化之旅」3 天 2 夜自由行指定行程，兩人同行享每人最優 NT$10,800 元起！於燦星
旅遊購買「酷航東京自由行」5 天 4 夜指定行程，兩人同行享每人最優 NT$13,500 元
起，再享第二人現折 NT$1,000 元優惠！於五福旅遊購買「曼谷五星索菲特及普爾曼」
5 天 4 夜自由行指定行程，兩人同行享每人最優 NT$21,500 元(含稅)起，再享第二人現
折 NT$1,000 元優惠及贈機場來回接送！
<優惠 3 免稅店滿額贈>
活動期間於國內免稅商店，累積消費達 NT$8,000 元，完成登錄可享施巴旅行組乙組 3！
註

<通通有機會 抽百張礁溪老爺住宿券>
即日起至 2013 年 10 月 31 日，刷花旗卡/大來卡每筆新增一般消費享 1 次抽獎機會，
新增分期消費享 2 次抽獎機會，皆可抽「礁溪老爺大酒店平日住宿券」乙張，共 100
名幸運得主，刷越多中獎機會越高註 4！
<旅平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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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可擁有五天行程 NT$500 萬元的保障。9 月 11 日至 10 月
10 日前首 400 名刷花旗卡成功繳付保費者，可享刷卡禮茶山房洗手串組(一組兩串)！透
過電話即可完成投保，讓消費者有更安心的旅程(花旗產物保代：(02)2576-2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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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0.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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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總費用年百分率：A.計算範例：分期帳款金額10萬元，分期期數12 期。
本產品目前不收取分期利率或各項相關費用，惟持卡人如遲誤繳款期限或未於每月繳款截止日前
付清當期最低應繳金額，本行/本公司將依信用卡約定條款收取遲延利息以及滯納金。B.本廣告揭
露之年百分率係按主管機關備查之標準計算範例予以計算，實際條件，仍以銀行提供之產品為準。且每一
客戶實際之年百分率仍視其個別產品及個人信用狀況而有所不同。C. 本總費用年百分率之計算基準日為 101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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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1：30 大指定旅行社為：雄獅旅遊、東南旅行社、可樂旅遊、易遊網 ezTravel、燦星旅遊、
ezfly 易飛網、山富旅遊、鳳凰旅行社、五福旅行社、喜鴻旅行社、吉帝旅行社、大興旅行
社、新台旅行社(桂冠旅遊)、華友旅行、品冠旅遊、金龍旅遊(永盛旅行社)、百威旅行社、
理想旅遊、良友旅行社、新進旅行社、凱旋旅行社(巨匠旅遊)、巨大旅行社、金展旅行社、
信安旅行社、世邦旅遊、全聯旅行社、雙向旅遊、盈達旅遊、天海旅行社、富康旅行社。
活動期間內單筆消費或分期消費金額達指定門檻，每卡限擇優獲贈回饋乙次，恕不得跨級
距重複回饋。
註2：超值優惠行程，如下表一。
註3：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回饋一次，於活動期間內累積消費或分期消費金額達指定門檻，即可獲
贈回饋乙次。
註4：分期付款之交易視為一筆消費，適用之消費不含預借現金及各式手續費等交易。每人限得
獎乙次。

表一

詳細注意事項：
輕鬆恣遊行秋冬小確幸優惠一 注意事項
1.
2.

3.
4.

5.

本活動限刷花旗信用卡，大來卡恕不適用。
30 大指定旅行社為：雄獅旅遊、東南旅行社、可樂旅遊、易遊網 ezTravel、燦星旅遊、ezfly
易飛網、山富旅遊、鳳凰旅行社、五福旅行社、喜鴻旅行社、吉帝旅行社、大興旅行社、新台
旅行社(桂冠旅遊) 、華友旅行、品冠旅遊、金龍旅遊(永盛旅行社) 、百威旅行社、理想旅遊、
良友旅行社、新進旅行社、凱旋旅行社(巨匠旅遊) 、巨大旅行社、金展旅行社、信安旅行社、
世邦旅遊、全聯旅行社、雙向旅遊、盈達旅遊、天海旅行社、富康旅行社。
本活動回饋之旅行分類收納袋：限量 1,500 名。20 吋 ABS 時尚行李箱：限量 500 名。刷卡金
NT$300 元：限量 500 名。刷卡金 NT$500 元：限量 150 名。
本活動之正、附卡消費合併計算，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回饋一次且以消費日為準。分期交易限活
動期間內刷花旗卡之新增分期消費(單筆分期指定期數以上)適用，於活動期間內單筆消費或分
期消費金額達指定門檻，即可擇優獲贈回饋乙次，恕不得跨等級重複兌換。
持卡人需於活動期間完成登錄兌換，逾期未登錄或資料輸入錯誤者，恕無法補登錄。符合活動
回饋資格登錄兌換成功之贈品/刷卡金，最快將統一於活動結束後 8 週內寄送至正卡持卡人帳
單地址/回饋至正卡持卡人帳上用以折抵帳單消費，不得更換或折抵現金。

輕鬆恣遊行秋冬小確幸優惠二 注意事項
1.
2.
3.
4.

本優惠限於 2013/11/30 前刷花旗卡報名且出發方可適用，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一次付清及
分期付款皆適用本優惠。
以上價格為兩人房單人價，不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及其他各類稅金等。報價將依不同出發日
有所調整，實際價格、內容、規定請依各合作旅行社官網公告為準。
本優惠價格限搭乘指定航班。出發之指定航班，以各合作旅行社公告為準。適用之機票為團體
經濟艙來回機票，限指定航班團去團回，不得更改航班。
本活動之商品或服務係由合作旅行社提供，訂位額滿恕不再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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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合作旅行社之間並無代
理或提供保證。持卡人對於提供服務內容有任何爭議，請逕洽合作旅行社尋求協助。

輕鬆恣遊行秋冬小確幸優惠三 注意事項
1.
2.
3.

4.

本活動限刷花旗信用卡、大來卡方得適用。
本活動之正、附卡消費合併計算，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回饋一次，以消費日為準。新增消費簽帳
金額須於國內免稅商店中累積計算，一次付清或分期付款交易皆適用。
持卡人需於活動期間完成登錄兌換，逾期未登錄或資料輸入錯誤者，恕無法補登錄。符合活動
回饋資格登錄兌換成功之贈品，最快將統一於活動結束後 8 週內寄送至正卡持卡人帳單地址/
回饋至正卡持卡人帳上用以折抵帳單消費，不得更換或折抵現金。
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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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有機會注意事項
1.
2.
3.
4.

活動期間: 2013/9/1-10/31 活動網址:www.citibank.com.tw/hotel
分期付款之交易視為一筆消費，適用之消費不含預借現金及各式手續費等交易。
每人限得獎乙次。
住宿券限 2 名大人平日入住洋式山景套房，平假日定義及使用期限及限制詳券上說明，相關優
惠權益或服務細節與限制條件請詳活動網站。

雲朗觀光集團注意事項
1.
2.
3.
4.
5.
6.
7.
8.

本優惠限刷花旗信用卡方得享有，大來卡恕不適用。
上述優惠請事先去電訂房，並於刷卡時請主動告知為花旗信用卡持卡人且欲使用優惠，恕不接
受現場或網路訂房。
優惠不得折抵現金或退款，且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
上述優惠需另加原價 10%之服務費。每日每卡限訂 1 間。
翰品花連酒店折扣後，最優以 NT$2,800 計算；雅緻客房加贈三溫暖券 2 張。
特殊假日不適用本優惠及平假日定義，相關使用條件/限制以各酒店公告為主。
每日可預訂房數有限，實際可訂房數及相關限制以各酒店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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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榮國際連鎖酒店注意事項
1.
2.
3.
4.
5.

本活動價格已含 10%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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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長榮酒店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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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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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平險注意事項
1.

2.

本保險產品由富邦產險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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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產險有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詳細保障內容及活動詳情請上網
www.citibank.com.tw/exp
刷卡禮兌換券將於刷花旗卡繳付保費成功後 2 週內，隨保單一起寄送至客戶的保單地址。
2013/9/1~12/31 期間可持該券上亞柏 EZ 購(www.apezgo.com.tw)登錄，憑券上序號可免費兌
換茶山房洗手皂兩串(每串約 80g，兩串合計市價 160 元。有茶樹、綠茶、竹炭三種配方，隨
機出貨)。不需額外支付運費。詳細兌換方式及限制，詳兌換券上說明為準。贈品限量 400 份，
以實物為準，送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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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