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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信用卡歡慶年終
超市量販、3C 通路、線上及電視購物，三大通路優惠同步登場
花旗卡友於指定店家消費 最高可享 24 期 0 手續費
越刷越集利加碼再抽 50 台 iPad Air
歲末年終之際，消費者已陸續準備添購年貨禮品犒賞自己或是家人一年的辛勞，
或是採買相關居家清潔用品、除舊佈新迎接馬年的到來！花旗(台灣)銀行體察消
費者辦年貨的需要，持續推出超越客戶期待的加值優惠服務，結合 3C、超市量
販、線上及電視購物等多元的實體及線上特約商店通路，提供卡友輕鬆辦年貨、
樂享 0 手續費分期等加值優惠。2 月底前每筆花旗卡消費還可參加 iPad Air(16GB)
抽獎，分期消費加碼享 3 次抽獎機會，不限金額、不需登錄皆可參與抽獎活動，
總計將抽出 50 名幸運得主！
優惠一

超市量販：花旗信用卡可享滿額禮或分期 0 手續費

農曆新年腳步接近了，每逢年前、過年之際，消費者多數會選擇到大型超市量販
店，添購滿足全家人需求的相關年節用品或是餽贈親友的禮物。花旗信用卡特別
與全臺大潤發及愛買量販店合作，提供卡友刷卡優惠及精選好禮。
 愛買：即日起至 2 月 4 日，當日單筆消費(含分期)滿 NT$2,500，可兌換「毛
寶洗碗精」乙瓶(450g，限量 1,500 份)，分期消費滿 NT$10,000 並分 6 期以上，
則可兌換「NT$200 元遠東商品券」(限量 800 份)。即日起至 2 月 14 日，週五
到愛買刷花旗卡單筆消費滿 NT$1,688，即享 NT$100 元現金折價券(每月限量
3,500 份，家電區消費不適用)，家電區單筆分期滿 NT$20,000，可享 NT$1,000
元現金折價券(每月限量 50 份)。
**上述優惠每卡每日限擇一回饋乙次，恕不得跨店重複兌換，或與其他消費併用；請於消費當日憑簽單於現場兌換。

 大潤發：即日起至 1 月底止，刷花旗卡當日單筆 3C 家電分期滿 NT$8,000
以上，可兌換 NT$100 元大潤發抵用券 (限量各 500 份，抵用券使用期限至
2014/2/28)。2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期間，累計消費滿(含分期)NT$15,000，即可
兌換 NT$300 元大潤發提貨券(限量 300 份)
*每卡每日限擇一回饋乙次，不得跨店重複兌換，請於消費當日憑消費信用卡及同卡號簽單現場兌領，其他活動細節以大
潤發店內公告為準。

優惠二 3C 通路：花旗信用卡分期 0 手續費，再享分期好禮

根據調查顯示，3C 產品是國人最期待的年終禮物之一。即日起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止，花旗卡友於燦坤、全國電子、Studio A 等主要特約商店刷卡購物，可
享分期 0 手續費。單筆分期消費達指定期數及金額(如下表)，並至花旗活動網站
完成登錄兌換，還可獲贈分期好禮。於 Studio A 及大同 3C 各門市刷卡最高可享
15 期分期 0 手續費。
通路

活動指定期數及分期好禮
即日起~1/31 前單筆分期消費 5 期(含)以上達指定金額，並於 2014/2/20
前完成登錄兌換者，可享回饋

燦坤 3C

．達 NT$10,000，享「燦坤提貨券 NT$200 元」(限量 3,000 份)
．達 NT$30,000，享「燦坤提貨券 NT$500 元」(限量 800 份)
‧達 NT$60,000，享「燦坤提貨券 NT$1,000 元」(限量 150 份)
即日起~1/31 單筆分期消費 5 期(含)以上達指定金額，並於 2014/2/20
前完成登錄兌換者，可享回饋

全國電子

．達 NT$10,000，享「全國電子提貨劵 NT$200 元」(限量 2,000 份)
．達 NT$30,000，享「全國電子提貨劵 NT$500 元」(限量 300 份)
‧達 NT$60,000，享「全國電子提貨劵 NT$1,000 元」(限量 100 份)
即日起~2/15 單筆分期消費 5 期(含)以上達指定金額，並於 2014/2/20
前完成登錄兌換者，可享回饋
‧單筆達 NT$15,000，享「STUDIO A 商品券 NT$300 元」(限量 200

STUDIO A 份)
SUPER A

‧單筆達 NT$35,000，享「STUDIO A 商品券 NT$600 元」(限量 100
份)
‧單筆達 NT$60,000，享「STUDIO A 商品券 NT$1,100 元」(限量 50
份)

大同 3C、順發 即日起~3/31 單筆分期消費 5 期(含)以上達下列指定金額，並於 2014/4/5
3C、LG 電器、前完成登錄兌換者，可享回饋
倍適得電器、 ．達 NT$15,000，享「刷卡金 NT$200 元」(限量 500 份)
德誼數位等指 ．達 NT$30,000，享「刷卡金 NT$500 元」(限量 200 份)
定店家

．達 NT$50,000，享「刷卡金 NT$800 元」(限量 100 份)

優惠三 線上及電視購物：花旗信用卡可享最高 24 期以上分期 0 手續費
隨著「宅經濟」的興起，線上及電視購物，也逐漸成為消費者購物的主要通路之
一，不用出門，也能完成打理日常購物的大小事。為此，花旗銀行也與主要網路
及電視購物特約商店合作，提供卡友更便利多元的購物選擇。
通路
台灣樂天

活動指定期數及分期好禮
即日起~2/28 單筆分期消費 6 期(含)以上達下列指定金額，並於

7NET

2014/3/5 前完成登錄兌換者，可享回饋

博客來

‧達 NT$6,000，享「7-Eleven 禮券 NT$300 元」
(限量 500 份，活動登錄代碼為 V010300)
‧達 NT$12,000，享「7-Eleven 禮券 NT$600 元」
(限量 350 份，活動登錄代碼為 V010600)

Yahoo 奇摩超級 即日起~2/28 單筆分期消費 6 期(含)以上達下列指定金額，並於
商城、PChome 2014/3/5 前至花旗活動網站完成登錄兌換者，可享回饋
商店街、大買家 ‧達 NT$6,000，享「全家商品兌換券 NT$300 元」(限量 500 份，活
網路量販店

動登錄代碼為 V010300)

、UDN、ASAP ‧達 NT$12,000，享「全家商品兌換券 NT$600 元」(限量 350 份，
閃電購物網

活動登錄代碼為 V010600)
即日起~2/28 單筆分期消費 6 期(含)以上達指定金額，並於 2014/3/5

富邦 momo、東 前至花旗活動網站完成登錄兌換者，可享回饋
森購物、森森百 ‧達 NT$6,000，享「全家商品兌換券 NT$300 元」(限量 600 份)
貨、VIVA

‧達 NT$12,000，享「全家商品兌換券 NT$600 元」(限量 600 份)
(每卡每月限回饋乙次)

(分期好禮數量有限且活動期間各特店每卡限回饋乙次，恕不得跨等級重複兌
換；各通路適用之商品、期數或回饋內容，依活動公告為主。)

謹慎理財、信用至上
花旗信用卡循環利率：6.88%~20% 預借現金手續費：預借現金金額乘以 3.5%
加上新臺幣 100 元 循環利率基準日為 98 年 2 月 16 日 其他費用請上花旗網站
www.citibank.com.tw 查詢
愛買活動注意事項：
1.

活動適用對象：本活動提供花旗銀行在台灣發行之VISA / MasterCard信用卡持卡人參加，
大來卡恕不適用。

2.

活動期間內(2013/5/15~2013/11/15)每週五，活動適用對象至全臺愛買分店刷花旗卡一般消
費(不含家電區消費)滿新臺幣 1,688 元，可獲贈「愛買NTD100 元現金折價券」乙份及花旗
紅利點數 2 倍送(折價券每月限量 3,500 份，紅利點數含原消費可得之 1 倍)；每週五家電
結帳櫃台單筆新增分期消費滿 20,000 元(含)以上，可獲贈「愛買NTD1,000 元現金折價券」
乙份(每月限量 50 份)，正附卡分開計算，每卡每日僅得就一般消費滿額禮及分期禮中擇一
優惠兌換，恕不得重複兌換，亦不得跨店重複兌換。符合活動資格之消費，請於消費當日
持刷花旗卡消費簽帳單及同卡號之花旗信用卡，至現場告示之指定地點兌換（限消費當日
當次兌換）；店內折扣商品需以折扣後金額計算單筆消費金額/分期金額並達活動門檻後，
始享花旗活動優惠。

3.

現金折價券折抵後餘額限刷花旗卡方享有優惠且須依愛買之規定於折價券載明之期間使用

完畢，恕無法兌換現金，亦不找零，不得加價購或要求更換其他商品及優惠內容，逾期無
效，使用方式及限制，請見折價券背面說明，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準，愛買保有認定現
金折價券效力、修改及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4.

單筆結帳金額需全額以花旗信用卡支付方可享本活動優惠，不得與其它付款方式併用(含使
用現金/禮券/現金抵用券/商品折價券/會員點數折現)。

5.

符合花旗紅利點數 2 倍送活動資格之持卡人，持卡人原先消費或其他紅利促銷活動所獲得
之禮享家積點/現金紅利/哩程/Happy Go點數依原有回饋方式計算。本活動額外獲得之紅利
回饋內容依持卡人卡別而各有不同，花旗鑽石卡、超級紅利卡、消費達人白金卡、饗樂生
活卡、透明卡、金卡、一般卡、喜憨兒卡、勤美天地聯名卡為花旗禮享家積點；花旗現金
回饋白金卡為現金紅利；花旗‧長榮聯名卡為哩程；花旗哩遇白金卡為里數回饋。額外紅
利回饋之計算：依持卡人刷卡消費卡別所屬之回饋機制—花旗禮享家計劃為 30 元累積一
點，四捨五入後依倍數加乘回饋；現金回饋白金卡現金紅利回饋依據消費當月帳單所列式
之”本月回饋比例”，計算後四捨五入回饋。本活動額外獲贈之現金紅利不受每卡每年累積
最高回饋金額新臺幣一萬元整之限制；超級紅利卡／消費達人白金卡積點回饋不受每年最
高 5 萬點之限制。 且本活動額外獲贈之禮享家積點每月每卡最高回饋 3,000 點，額外獲贈
之現金紅利每月每卡最高回饋 300 元，額外獲贈之Happy go點數每月每卡最高回饋 1,000
點，額外獲贈之哩程每月每卡最高回饋 1,000 哩。

6.

額外回饋之花旗禮享家積點/現金紅利/哩程/Happy Go點數，最快將於消費入帳日之八週
內，回饋到持卡人的花旗信用卡帳上，並於帳單中揭示。

7.

適用本活動之消費恕不得與活動期間內本行與愛買間其它分期優惠併用，或就同一筆消費
重複兌換回饋。

8.

若持卡人因任何理由將刷卡買受之商品或服務退還售回或取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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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持卡人將一項商品或服務分拆多張簽帳單及其他違反誠信原則之方法取得
本活動回饋資格者，持卡人因該筆簽單所獲得之活動資格、額外禮享家積點／現金紅利回
饋，本行將逕予以取消，並不另行通知。

9.

信用卡分期付款交易係由花旗銀行一次墊付消費款項予特約商店，並由持卡人分期繳付消
費帳款予花旗銀行。花旗銀行並未介入商品之交付或商品瑕疵等買賣之實體關係，相關商
品退貨或服務取消之退款事宜，持卡人應先洽特約商店尋求解決，如無法解決，得要求花
旗銀行就該筆交易以「帳款疑義之處理程序」辦理。詳細花旗銀行easy購信用卡分期付款
注意事項請上花旗銀行網站www.citibank.com.tw/EPP查詢。

10.

本活動之商品服務係由愛買提供，花旗銀行僅提供各項優惠訊息，並非商品或服務出售人
與愛買間並無代理或提供保證，持卡人對所提供服務內容有任何爭議，請逕洽愛買尋求協
助。

11.

愛買保有修改及終止本活動之權利，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準。

12.

相關優惠權益或服務細節與限制條件請洽全臺愛買分店或上本行網站
www.citibank.com.tw/amart2013 查詢。

大潤發活動注意事項：
1.

本活動提供花旗銀行在台灣發行之 VISA / MasterCard 信用卡（不含 Ready Cash 卡）持
卡人參加，大來卡不適用。

2.

本活動正、附卡消費合併計算，3C 分期禮限活動期間內單筆分期(以消費日為準)消費金額
達$8,000 元以上(含)以上，擇優獲贈回饋乙次，恕不得跨級距重複回饋；累積滿額禮：於
活動期間內累計消費金額達$15,000(含)以上，可獲回饋乙次。滿額禮活動期間限回饋乙
次，符合分期禮回饋資格之持卡人需於消費當日憑簽單與發票；符合累計滿額禮之持卡人
須於活動期間截止前持活動期間之消費簽單與發票至大潤發顧客服務中心兌領，其他活動
細節及注意事項依大潤發全臺門市公告為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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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信用卡分期付款交易係由花旗銀行一次墊付消費款項予特約商店，並由持卡人分期繳付消
費帳款予花旗銀行。花旗銀行並未介入商品之交付或商品瑕疵等買賣之實體關係，相關商
品退貨或服務取消之退款事宜，持卡人應先洽特約商店尋求解決，如無法解決，得要求花
旗銀行就該筆交易以「帳款疑義之處理程序」辦理。

5.

花旗銀行分期付款總費用年百分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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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花旗銀行 easy 購信
用卡分期付款注意事項請上花旗銀行網站 www.citibank.com.tw/EPP 查詢。

分期注意事項
1.

本活動提供花旗銀行在台灣發行之 VISA / MasterCard 信用卡（不含 Ready Cash 卡）之
持卡人參加。大來公司發行之大來卡恕不適用本活動。

2.

本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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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附卡消
費合併計算，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回饋一次。分期交易以消費日為準，於活動期間內單筆分
期消費金額達指定門檻，即可擇優獲贈回饋乙次。恕不得跨級距重複回饋。

3.

持卡人需於活動期間進入花旗活動專屬網頁輸入指定之活動登錄代碼及提供相關資訊以完
成登錄兌換，逾期未登錄或資料輸入錯誤者，視同放棄未符合活動回饋資格，恕無法補登
錄。各活動登錄額滿即提前終止並公告於分期活動登錄網頁。符合活動回饋資格登錄兌換
成功之正卡持卡人所獲得之贈品/刷卡金，最快將統一於活動結束後 8 週內由花旗銀行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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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各活動內容所獲
贈之贈品，持卡人不得要求將所獲贈之贈品/刷卡金更換或折抵現金。若您符合本活動回饋
資格之交易因交易簽單或帳單未載明適用本活動回饋之商家名稱而未獲回饋時，或您有其
他任何疑問，請致電本行卡背專線，本行將有專人為您服務處理。

4.

若所獲贈之贈品為商品兌換券，持卡人不得要求更換或折抵現金，相關使用條件限制及使
用期限依活動網頁及券上所載說明為準。

5.

若所獲贈之贈品為全家便利商店商品電子兌換券，回饋方式及紅利 PIN 碼使用/兌換列印說
明如下： 符合活動回饋資格之持卡人，本行將於活動結束後 8 週內，將全家便利商店紅利
PIN 碼發送簡訊至信用卡正卡持卡人登記於本行之手機號碼，持卡人於取得紅利 PIN 碼後
需於 2 個月內至全臺全家便利商店，將紅利 PIN 碼，輸入店內 FamiPort 機台，完成全家
商品兌換券之領取，憑券可於全臺全家便利商店購買商品時享商品兌換券等值金額之折
抵。前揭兌換券使用有效期限為兌換券列印完成後 7 天內。取得前揭兌換券後，紅利 PIN
碼將立即失效，恕無法補發亦不得來電爭取延長兌換期限，全家商品兌換券不得要求更換
或折抵現金，不得抵用代收、代售業務費用(如停車費、電話費、水電費…等)，相關使用
條件限制依券載說明為準。

6.

本活動所獲贈兌換之商品、相關圖片均由合作廠商提供，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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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本活動訂單金額應以實際刷卡授權金額為準，分期交易以消費日為準。本活動符合回饋資
格之訂單須成功刷花旗卡付款且未退貨始可具有回饋資格，若付款失敗、訂單取消、分期
取消、退貨，該筆交易不得參加本活動。所有參加本活動所持有之花旗信用卡所載特定卡
號於活動期間至贈品/刷卡金回饋時，皆須為有效卡且無逾期未繳款情事；持卡人若有不符
合或違反本活動規定事項者或所持有之花旗信用卡發生遭限制或停止使用或延滯繳款之情
事，花旗銀行保有取消回饋之權利。

8.

本活動注意事項載明於活動網頁中，參加者於參加本活動之同時，即同意接受本活動注意
事項之規範，如有違反本活動注意事項之行為，特約商店與花旗銀行得取消其參加或回饋
資格，並對於任何破壞本活動之行為保留相關權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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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信用卡分期付款交易係由花旗銀行一次墊付消費款項予特約商店，並由持卡人分期繳付消
費帳款予花旗銀行。花旗銀行並未介入商品之交付或商品瑕疵等買賣之實體關係，相關商
品退貨或服務取消之退款事宜，持卡人應先洽特約商店尋求解決，如無法解決，得要求花
旗銀行就該筆交易以「帳款疑義之處理程序」辦理。

11.

詳細花旗銀行 easy 購信用卡分期付款注意事項請上花旗銀行網站 www.citibank.com.tw
/EPP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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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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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