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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花旗日 處處都美好

花旗整合虛實 提供卡友從週一到週日、不分國內海外的優惠
歲末年終感恩鉅獻 海外回饋再加碼 1.3%、東京迪士尼月月抽

花旗信用卡結合國內七大生活消費合作夥伴及國內外五大線上購物網站，於即日
起推出全新「天天花旗日 處處都美好 Good Day for You!」，提供卡友週一到週
日、整合實體與虛擬、從台灣到海外無所不在的優惠。為了希望客戶能多體驗花
旗信用卡帶給消費者的美好，花旗信用卡還加碼現金回饋及暢遊東京迪士尼雙人
行抽獎等感恩回饋獻禮。此外，歲末年終是海外旅遊旺季，即日起至 2016 年 2
月 29 日，針對海外消費再加碼單筆刷卡滿 5,000 元享 1.3%、最高享 1,000 元的
高額回饋，期望透過花旗信用卡無所不在的貼心禮遇，帶給消費者「天天花旗日
處處都美好 Good Day for You!」的感動體驗。
花旗信用卡創新前行 提供無所不在的美好優惠
為了帶給客戶更美好的生活與消費體驗，花旗(台灣)銀行自 2008 年起，首創推出
與民生消費息息相關的「天天花旗日」活動，廣受卡友好評，每年吸引超過百萬
卡友透過使用花旗信用卡，感受「天天花旗日」為生活帶來的美好。
花旗(台灣)銀行消費金融總事業群負責人李芸表示，秉持「Progressing：不斷創
新前行」的企業精神，花旗於 2008 年 9 月，從消費者食、衣、住、行、育、樂
的日常需求角度出發，創新提出「天天花旗日」的概念。一直以來，花旗始終督
促自己觀察市場動態、聆聽消費者心聲，陸續與台亞、王品、誠品、遠東百貨、
康是美、愛買、威秀、星巴克等市場領導品牌合作，攜手推動貼近消費者期待的
禮遇。生活消費外，隨著消費習慣的變遷，我們看見消費者線上購物的消費需求，
也因此為卡友量身打造，推出囊括台灣主要五大網購通路的「天天花旗日 處處
都美好 Good Day for You!」[註 1]，無時無刻提供卡友不受時空限制的貼心專屬
優惠，致力呈現給客戶美好的一天。
整合虛實

生活消費、線上購物

首選花旗

根據資策會統計，國內電子商務市場逐年成長，2015 年可望突破 1 兆元，並在
2016 年更進一步成長 12%。VISA 調查亦顯示，有近九成(87%)的民眾在過去 12
個月中有網路購物經驗，而其中更有四分之一的民眾曾在海外網站購物，顯示網
路購物已成為台灣民眾生活消費的一部分，且對海外購物並不陌生。

花旗(台灣)銀行信用卡及信貸事業群負責人藍亞恆指出，從資策會網路購物消費
調查中，可以發現淘寶網高居國人海外熱門網購網站首位。綜觀考量國人消費習
慣，花旗在統籌「天天花旗日 處處都美好 Good Day for You!」線上購物禮遇活
動時，即在與國內知名購物網站 PChome、Yahoo 奇摩、momo 以及 UDN 買東西
購物中心合作外，特別與淘寶網台灣首度推出「週四花旗日」，並進一步和淘寶
網台灣會員日結合，推出花旗卡友專屬的四重超值回饋，希望帶給卡友不一樣的
購物體驗。
從台灣到國外 海外消費 首選花旗
透過海外購物網站消費的同時，國人實際出國旅遊的次數與消費亦與日俱增。根
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截至 2015 年 10 月，國人出國總人次較去年同期成長 11%，
每人每次平均消費支出也較去年同期成長 4.3%，突破 5 萬元(50,944 元)。為了讓
卡友無論身處世界何處，都能感受到花旗的用心，花旗除了在既有的花旗環球禮
遇中，於全球推出超過 7,000 個專屬禮遇外，更善用花旗布局全球的優勢，與花
旗泰國同步推出「耀眼璀璨‧精彩泰國」
，提供卡友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精選酒
店住宿 8 折、在地美食 85 折和豪華商場購物 9 折的優惠[註 2]。即日起至 2 月
29 日止，更加碼海外消費單筆刷卡滿 5,000 元享 1.3%刷卡金、最高享 1,000 元的
高額回饋[註 3]。
感謝有您 感恩獻禮 Thank You！
歲末年終，為感謝廣大卡友一年來的支持，並邀請卡友體驗「天天花旗日 處處
都美好 Good Day for You!」無時無刻、整合虛實的美好購物體驗，即日起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止，花旗特別推出加碼現金回饋及東京迪士尼三天兩夜抽獎。凡登
錄後於活動期間，每月任選三間天天花旗日指定合作夥伴刷卡消費，不限金額，
每月最高享 200 元現金回饋；不限金額、不限店家刷卡消費，即可獲得一次抽獎
機會，月月抽出 5 名幸運得主，樂享東京迪士尼三天兩夜雙人遊[註 4]。迎接溫
馨耶誕佳節及農曆新年，即日起至 2016 年 2 月 17 日止，花旗也與知名家居品牌
IKEA 合作推出刷卡消費滿 5,000 元享 100 元刷卡金之歲末回饋，伴卡友為新年妝
點光彩[註 5]。
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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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上
www.citibank.com.tw 查詢。

天天花旗日 處處都美好 Good Day for You!
天天
花旗日
週一

生活消費
台亞/
鯨世界
王品

週二

藝奇

線上購物

每公升最優降 1.4 元

momo 購物網

單筆滿 1,888 元享 150 元刷卡金

2 人以上同行享 88 折

PChome

單筆滿 1,200 元享 100 元刷卡金

PChome

單筆滿 1,200 元享 100 元刷卡金

Taobao

單筆滿 1,000 元享 100 元刷卡金

淘寶網®台灣

單筆滿 2,000 元享 200 元刷卡金

週三

誠品

單筆滿 888 元享 100 元抵用券

週四

遠東百貨

累積滿 5,000 元享 100 元抵用券

週五

愛買

單筆滿 1,500 元享 100 元現金折價券

udn 買東西

單月累積滿 1,200 元享 250 元購
物金

Yahoo 奇摩購
週六

康是美

單筆滿 888 元享 100 元

物中心/

單筆滿 1,288 元享 100 元刷卡金

超級商城
指定花旗信用卡購票享 83 折起
週日

威秀

Yahoo 奇摩購

購買電影票單筆滿 888 元享小爆米花

物中心/

與中杯可樂乙份

超級商城

單筆滿 1,288 元享 100 元刷卡金

*以上線上購物均須登錄

淘寶網®台灣週四花旗日 刷花旗超多寶
第一寶

滿 1,000 享 100 元刷卡金；滿 2,000 享 200 元刷卡金 (需登錄)

第二寶

月月加碼滿 5,000 享 3%刷卡金回饋 (需登錄)

第三寶

淘寶會員日

第四寶

下載使用淘寶全球 APP 消費抽人民幣 20 元淘寶紅包 (即將推出)

抽人民幣 20 元淘寶紅包 (即將推出)

附註 1：「生活消費與線上購物」活動注意事項
1. 台亞/鯨世界：適用花旗銀行信用卡於全臺台亞及鯨世界加油站每周一自助加油，限加汽油並加入單台
車輛油箱，可享此優惠。活動期間為即日起至 2015/12/31。
2. 王品、藝奇：折扣需以套餐定價 88 折計算，另收服務費，不得與花旗饗樂卡或其他優惠及特殊方案合
併使用，且每卡每日限回饋一次。活動期間為 2015/12/1 至 2016/6/30。
3. 誠品：此活動每卡每日限回饋一次，恕不得跨等級重覆兌換。回饋之誠品抵用券期限為自蓋章日期至
次二個月月底前使用完畢，逾期無效，遺失恕不補發。其它使用方式或限制按券載說明為準。活動期
間為即日起至 2016/10/15。
4. 遠百：每卡每日限回饋一次。回饋之遠百抵用券期限為自蓋章日期至次二個月月底前使用完畢，上述
遠百抵用券逾期無效，遺失恕不補發。其它使用方式或限制按券載說明為準。活動期間為即日起至
2016/6/30。
5. 愛買：正附卡分開計算，每卡每日限擇一回饋乙次，一般消費與分期皆適用，恕不適用家電區消費。
活動期間為即日起至 2015/12/25。
6. 康是美：每卡每日限折抵一次且不得與其他店內現折優惠活動併用；店內折扣商品須以折扣後金額計
算單筆消費金額。維骨力、若元錠、循例寧、淨脈舒、腦速通、武田、紙製品、奶粉、尿布等恕不適
用本優惠。活動期間為即日起至 2015/12/26。
7. 威秀：本活動限於現場購票，不適用網路或手機購票。本活動之合格消費限購買威秀電影票，不含團
票、套餐、飲料、食物等其他交易消費。本活動贈品採現場兌換不需登錄。本活動適用之花旗信用卡
卡別：饗樂生活卡/花旗鑽石卡/現金回饋卡/超級紅利回饋卡/透明卡/哩遇卡/花旗長榮航空聯名世界卡
/花旗長榮航空聯名鈦金卡。活動期間為即日起至 2016/5/31。

momo 購物網：不適用 momo 摩天商城;含一般及分期消費；每人每月限回饋乙次，限每周前 500 名登
錄者;每周一晚上 7 點-12 點至 momo 購物網活動網站登錄。活動期間為即日起至 2015/12/31。
9. PChome 線上購物：含一般及分期 3/6 期消費, 每人每月限回饋乙次，限每月前 10,000 名登錄者，須於
消費當月完成登錄。如當月於 pchome 週二刷卡符合回饋資格，則當月週三 pchome 刷卡優惠恕不再回
饋，每卡每月於 Pchome 限擇一優惠回饋一次。活動期間為即日起至 2015/12/31。
10. Taobao 淘寶網台灣®：週四刷花旗卡滿千送百活動：每月前 4,000 個回饋，最高回饋 800 元，每人每週
擇一優惠回饋乙次；月月加碼 3%刷卡金活動：限每月前 1,000 登錄者，最高回饋 600 元。活動期間為
2015/12/1 至 2016/3/31。
11. udn 買東西：每位會員帳號每月限回饋乙次，限每月前 2,000 名登錄者，須於消費當月至 udn 買東西
活動網站完成登錄。活動期間為即日起至 2016/12/31。
12. Yahoo 奇摩購物中心/超級商城：含一般及分期消費, 每人每月限回饋乙次，限每月前 1,000 名登錄者，
須於消費當月完成登錄。如當月於 Yahoo 奇摩購物中心/超級商城週六刷卡符合回饋資格，則當月週日
Yahoo 奇摩購物中心/超級商城刷卡優惠恕不再回饋，每卡每月於 Yahoo 奇摩購物中心/超級商城限各回
饋一次。活動期間為即日起至 2015/12/31。
8.

附註 2：「花旗環球禮遇」活動注意事項
1. 活動期間：即日起~2016/12/31
2. 本活動之商品或服務係由各國合作店家提供，訂位額滿恕不再提供。花旗（台灣）銀行僅提供各項優
惠訊息，並非提供訂位保證，亦非商品或服務之出售人、與合作店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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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逕洽合作店家尋求協助。
3. 花旗環球禮遇各商家優惠期間、優惠適用內容及條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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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3：「海外消費」活動注意事項
1. 活動期間：2015/12/1~2016/2/29
2. 海外消費活動限以中華民國境外之交易方得適用。不適用之交易請詳海外消費注意事項第 4 點。
3. 前 6,000 名至活動網站完成登錄者方得適用，花旗‧長榮航空聯名卡及花旗現金回饋無限卡恕不適用。
4. 活動期間內所有單筆海外消費金額大於(含)5,000 元之交易，除原消費可得之回饋外，可享額外 1.3%刷
卡金回饋。正、附卡消費合併計算，活動期間正、附卡合併最高回饋 NT$1,000。
附註 4：「體驗天天花旗日及暢遊東京迪士尼」活動注意事項
1. 花旗所有卡別皆享此優惠，惟大來卡除外。
2. 自首次完成登錄當月起，始可獲得活動回饋。
3. 體驗天天花旗日：3 筆交易須為同一月份於不同之天天花旗日指定店家消費，正、附卡合併每月最高
回饋 200 元。
4. 暢遊東京迪士尼：每人每月限得獎乙次，每月抽 5 組獎項共 30 組。本活動合格消費請詳活動網站注意
事項 2。
附註 5：「IKEA」活動注意事項：
1. 活動期間：即日起~2016/2/17
2. 登錄代碼 K010000。每卡每月限擇一優惠擇優回饋乙次，且活動期間內每卡最多回饋三次，最高回饋
1,050 元。參加本活動之持卡人，另不得再參加同期間本行與 IKEA 宜家家居之其他分期優惠活動或滿
額禮活動，亦不得重複計算消費金額與回饋。
3. 符合辦理分期付款之消費: 恕不含瑞典美食區、美食小站、餐廳、特價商品區(ASIS)及員購之消費金額。
於結帳區外結帳之運送、組裝及裁縫費用亦不列入辦理分期付款之總金額。

***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花旗信用卡循環利率：6.88%~15% 花旗大來卡年利率：15% 利率基準日為 104
年 9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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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顧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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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金融與信用卡、企業金融與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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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