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發佈】
發稿日：2013 年 12 月 13 日

2013 臺北國際聖誕城

盡覽世界各國無限精彩

全臺最大立體聖誕卡

花旗為您開卡獻“禮”

2013 臺北國際聖誕城魅力登場，即日起至 12 月 25 日止，邀請市民一起歡度為期
13 天聖誕歡樂佳節，主要贊助單位花旗(台灣)銀行今年更是傾全力投入集團全球資源，
將全球銀行無遠弗屆的概念，帶進臺北國際聖誕城，首次融入國際五都著名地標與元
素，包括臺北 101 及榮譽市民小熊貓圓仔、紐約自由女神像、巴黎鐵塔、雪梨歌劇院、
莫斯科聖巴西里大教堂等，將台北市信義區香堤大道打造成具有濃濃異國風情的聖誕國
度，民眾不需要任意門，就能悠遊於各個國際城市，盡情享受與全球零時差的國際化聖
誕體驗，還有機會獲得各種聖誕精美賀禮!
12 月 13 日(五)晚間「2013 臺北國際聖誕城開城儀式」
，由主辦單位媒體庫執行長
程懷昌、臺北市市長郝龍斌以及主要贊助單位花旗（台灣）銀行董事長管國霖共同打開
國際聖誕城創意立體賀卡後正式展開，同時也在臺北市正式取得 2016 世界設計之都申
辦權之際，為臺灣點亮希望無窮的創意藍海。
今年的臺北國際聖誕城有五大特色，首先，主辦單位巧心獨具地讓信義商業精華區的
香堤大道，搖身一變成巴黎左岸露天咖啡座與全台最大的立體音樂聖誕卡，市民不論走
入其中或站在空橋上，都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視野，盡情探索藍色燈海下，充滿異國風
情的聖誕城市之美。第二項特色，臺北國際聖誕城的主舞台區將推出震撼人心的國際城
市聖誕主題秀，由各國頂尖表演團體帶來超優質的大型演出，將於接續二週的週末假期
輪番登場。平安夜當晚更將加碼推出國際聖誕嘉年晚會。第三項特色，還有好玩、有趣
的國際聖誕城尋寶遊戲，只要憑聖誕城護照手冊至活動地圖所標示的據點，完成 5 個
戳章，即可領取免費咖啡 1 杯。第四項特色則是讓民眾 備感溫暖的聖誕快遞 ，
12/14~12/22 連續九天，民眾只要帶著禮物到聖誕城服務台，就有聖誕老公公為大家傳達聖
誕祝福，限量 500 個機會。最後，再加上國際各大品牌的共襄盛舉，為民眾準備各種
聖誕精美小禮。2013 臺北國際聖誕城邀請民眾看見世界無限精彩，也看見愛、幸福與
分享。
走進全臺最大立體聖誕賀卡

暢遊國際城市之美

今年的臺北國際聖誕城活動，以象徵幸福的音樂聖誕卡概念、融入國際城市元素，
將松壽路旁的香堤大道打造全臺獨一無二的立體聖誕卡。臺北市市長郝龍斌有感而發的
談到：
「成功取得 2016 世界設計之都申辦權，歡喜之餘，其實更多了一份責任。如何
讓臺北創意成為全球關注焦點、再創城市榮耀，對此，我們深刻體認到，從生活藝術切
入，激發創意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並進一步說明：「最動人的設計，往往就在我的生

活中。因此，這次特別策劃聖誕快遞活動，由聖誕老人快遞幸福，展現另一種現代城市
生活創意。」
主要贊助單位花旗（台灣）銀行董事長管國霖也強調：「如同臺北市申辦世界設計
之都，將創意設計導入城市規劃中，花旗在 200 年前也以『城市的銀行』(Citi for Cities)
為出發點，積極運用企業資源，協助城市找到對的方向、解決城市發展的問題，以向世
人再現城市的無窮生命力，並朝向永續發展目標前進。身為全球銀行，今年花旗更積極
掌握全球化的趨勢，將花旗的全球金融優勢融入客戶的生活，在全球超過 700 多個城
市推出無遠弗屆的全球銀行服務(Global Client Banking) ，無國界、零時差，讓客戶無
論身處世界哪個城市，均能感受到花旗近在咫尺的銀行服務，充分體現 “A Citi client
anywhere is a Citi client everywhere”的服務精神。」2013 臺北國際聖誕城活動，不
但是花旗（台灣）銀行連續第四年參與盛會，在創意思維帶動下，這次更融入全球化、
國際化的概念，讓民眾即使身在台北也能夠在國際知名城市穿梭、尋寶，造訪花旗聖誕
小屋國際體驗區更能留下您在各大城市的旅遊剪影，照片輸出後放進花旗貼心為民眾準
備的桌曆相框，既精美又實用。
深耕台灣 50 週年 花旗持續投資台灣、培育金融人才
花旗深耕台灣，明年將屆滿五十週年，花旗除了以完整及創新的產品線，支持台灣
消費者和企業成長，更以全球銀行中最綿密的網絡優勢，於超過160個國家設有營業據
點，滿足台灣消費者和企業海內外的金融需求。展望2014年，花旗將掌握「全球化」、
「數位化」與「城市化」的趨勢，持續投資台灣、為台灣培育優秀的金融人才、引進領
先的金融商品與服務、協助建構健全的金融環境，協助台灣企業邁向區域及國際舞台，
與世界接軌。

迎接人民幣法規鬆綁，花旗致力打造「全球化的國人理財平台」
隨著主管機關將金融業納入自由經濟示範區方案，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業務即
將鬆綁，人民幣將因政策開放而邁向更自由化、更國際化的 2014 年，伴隨企業及消費
者即時掌握人民幣變革的契機並提供必要的跨境金融解決方案，絕對是花旗企業金融和
消費金融發展重點之一。花旗將善用獨有的全球資源及平台的優勢，在法令開放之際，
於第一時間提供企業及消費者相關的人民幣解決方案，一方面協助企業能透過更具效率
的資金管理及避險工具，零時差地進行全球營運、強化競爭力，另一方面提供消費者更
多元的人民幣投資選擇與管道。展望未來，花旗將致力於打造「全球化的國人理財平
台」，不僅僅理國人的財、而是理華人的財、全世界客戶的財，讓有理財或是金融規劃

需求的消費者或企業，都能在花旗(台灣)銀行都找到適合他們的解決方案。
消費金融業務:花旗側重「全球銀行」的服務優勢與開發「新富族群」

在消費金融業務部分，觀察到客戶因為工作或家庭的關係，可能會需要處理到跨國
匯款、提現及出國差旅時可能會使用到的銀行及信用卡服務，花旗將持續發揮全球銀行
服務(Global Client Banking)的優勢，強化產品價值(Value Proposition)，推出符合客戶
需求的金融服務。信用卡活卡率向來位居業界龍頭花旗，陸續推出「花旗鑽石無限卡」
及「花旗現金回饋無限卡」，以提供更貼近新富族群客戶生活型態的服務；因應數位時
代的來臨，花旗更發展「QR Code電子票券系統」讓卡友從購票、選位、付款到取票
全程數位化，同時更進一步於WeChat推出官方帳號，與消費者分享最即時、最好康的
優惠資訊。未來花旗也將更細緻地規劃屬於不同客群的專屬優惠和禮遇，以更即時及更
多元的方式與客戶互動。

企業金融業務:花旗擁「兩岸三地縝密佈局」以及「跨國資金管理平台」兩大優勢
在企業金融業務方面，隨著貿易自由化與資訊全球化的趨勢，與中國的跨境貿易或
是跨國經營已成為多數台灣企業主要經營模式。花旗在 2014 年將致力於運用豐富的貿
易融資經驗，提供經營觸角邁向國際化的企業客製化的貿易融資方案，使其在各地的經
營據點都能享有整合性的服務。同時，為了協助企業享受人民幣國際化及兩岸政策開放
所帶來的便利，在兩岸三地主要城市擁有超過 150 個營運據點的花旗，將掌握兩岸三
地縝密布局及熟悉當地法規的優勢，即時地提供企業客戶市場報告及財務建議，協助其
有效率且靈活地運用其境內、外營運資金，降低成本。此外，我們亦持續強化花旗 e
通網及 Citi Direct 以提供企業更安全且有效率的跨國資金管理平台，迅速掌握其公司帳
務狀態。

附件：2013 臺北國際聖誕城－聖誕系列活動
時間

內容／說明

地點

12/14 、 12/15 、
12/21 、 12/22 、
12/24、12/25
13:00~21:00 PM

國際聖誕城尋寶遊戲
聖誕城服務台
憑聖誕城護照手冊至活動地圖所標示據點，只要完成
5 個 戳 章 ， 即 可 領 取 Nespresso 咖 啡 乙 杯 。

12/14~12/25
13:00-21:00 PM

城市體驗活動拍照活動
花旗聖誕小屋
造訪花旗聖誕小屋內的國際體驗區，大會精心挑選 9
個國際城市景點供大家合影拍照，完成拍照後更可以
免費獲得聖誕城所準備的相片夾。
另外於週末期間的 15:30、17:30、19:30，大會邀請
本次國際城市主秀的表演者至花旗聖誕小屋前與大
家拍照互動，讓大家有個不同的聖誕體驗。

12/24
17:00~21:00 PM

Cold Stone 歡樂大 Fun 送
花旗聖誕小屋
凡至花旗聖誕小屋－國際體驗區完成互動遊戲者，即
可免費兌換 Cold Stone 乙杯，活動限量 1,500 杯，
發完為止。

兌換時間：13:00~21:00
兌換數量：活動當日限量 500 杯，送完為止

遊戲規則
1.念出通關密碼: A Citi client anywhere is a Citi
client everywhere.
2.再和 Cold Stone 店員玩擲骰子比大小遊戲，贏者即
可獲得酷樂杯一杯
12/14~12/22
13:00~21:00 PM

時間

聖誕快遞收件服務
聖誕城服務台
只要帶著您的禮物到聖誕城服務台，就有聖誕老公公
會為您送禮到指定收件人手中！
收件日期：12/14～12/22
收件時間：13：00～21：00
收件數量：限量 500 份（額滿為止）
送禮時間：12/23（一）～12/25（三），共 3 天
送禮範圍：本活動只受理送禮範圍於臺北市各行政區
注意事項：受理物品裝箱尺寸上限為
長 50mX 寬 50cmX 高 50cm，重量不超過 2 公斤，
價錢低於新台幣 1 萬元，易碎品及珠寶、貨幣、食品
不予接受。
內容／說明

地點

12/14、12/15、12/21、 花旗卡耶誕 好禮滿額抽
花旗聖誕小屋
12/22、12/24、12/25
活動內容:憑當日單筆 NTD500 元以上之花旗卡簽
13:00~21:00 PM
單，即可至花旗聖誕小屋參加現場抽獎，禮物共計

2,500 份，送完為止。
花王微笑聖誕
品客歡樂聖誕
蜜妮魅力聖誕
LG 行動聖誕

12/14~12/25
13:00~21:00 PM

各品牌小屋

2013 臺北國際聖誕城-國際城市主題秀演出時間
時間

表演內容

地點

12/14(六)

15:00、17:00、19:00 PM

紐約爵士日

主舞台

12/15(日)

15:00、17:00、19:00 PM

巴黎紅磨坊日

主舞台

12/21(六)

15:00、17:00、19:00 PM

雪梨歌劇日

主舞台

12/22(日)

15:00、17:00、19:00 PM

莫斯科馬戲團日

主舞台

12/24(二)

19:00~21:00 PM

聖誕嘉年華晚會

主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