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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母親節三大獻禮：刷卡滿額 美饌餐飲 國際精品專屬優惠
串聯三大百貨提供花旗卡友限定禮遇

最高享 10.5%回饋

還在研究母親節該去哪家百貨購物慶祝、刷哪張信用卡能盡享優惠嗎? 體貼卡友
母親節送精品慰勞母親及與家人聚餐歡度的需求，花旗(台灣)銀行信用卡與全台
超過 50 家百貨業者合作，主打禮券回饋，其中更與新光三越百貨、遠東百貨及
太平洋 SOGO 百貨三大百貨公司合作推出母親節檔期花旗卡友專屬優惠，刷花
旗卡不僅可享眾多滿額優惠，還可於精品、美食等類別專享額外回饋(註 1)。
花旗卡友專享三大百貨母親節多重優惠
新光三越百貨：雙卡合擊 三重獻禮
 第一重：銀行滿額禮
活動期間，刷卡滿額最高享「新光三越商品禮券 6,200 元」
 第二重：指定期間加碼
指定活動期間(4/21~4/24；4/29~5/1；5/6~5/8)滿 NT$20,000 加碼享「新
光三越商品禮券 200 元」
 第三重：花旗卡友專屬再加碼
指定活動期間(4/21~4/24)持新光三越貴賓卡過卡且刷花旗信用卡單日單店
消費累計滿 NT$5,000 元，可兌換「新光三越贈品禮券 300 元」(含百貨滿
額贈)
遠東百貨：聚餐溫馨好享受 四重回饋最暖心
 第一重：銀行滿額禮
活動期間刷卡滿額最高享「遠百商品券 1,100 元」
 第二重：指定期間加碼
活動首四日於板橋大遠百店內刷卡消費單日單筆滿 NT$10,000，加碼兌換
「遠百商品券 300 元」




第三重：餐廳業種再加碼：
活動期間於全台遠東百貨餐廳業種單日單筆消費滿 NT$3,000，可兌換「遠
百商品券 100 元」
第四重：花旗卡友專屬加碼
遠百週四花旗日樂享五大優惠，每週四滿 NT$5,000 享百元抵用券，每月累
積滿 NT$10,000 可再享 1%抵用券

太平洋 SOGO 百貨：四大名品寵媽咪 四重回饋超禮遇
 第一重：銀行滿額禮
活動期間，刷卡滿額最高享「SOGO 禮券 2,000 元」
 第二重：指定期間加碼
活動首四日累積滿 NT$10,000，可再兌換「SOGO 禮券 300 元」
 第三重：餐廳業種再加碼
活動期間於餐廳業種單日單店累計滿 NT$3,000，可兌換「SOGO 禮券 100
元」
 第四重：花旗卡友專屬加碼
活動期間與台北店復興館四大國際精品聯手推出刷卡專享 3%回饋(註 2)
聰明刷花旗卡，回饋可自 3%倍增，最多可達 10.5%！花旗卡友於板橋大遠百店
內餐廳單筆刷現金回饋白金卡滿 NT$10,000 且分期，最多可獲得高達 10.5%回
饋。試算如下：
活動內容

回饋金額

回饋比例

全台遠東百貨

銀行滿額禮(滿 6,000 享 200)

200

2%

母親節檔期回饋

分期加碼(單筆分 6 期享 100)

100

1%

指定期間加碼(首四日單筆滿萬享 300)

300

3%

餐廳業種加碼(餐廳業種單筆滿 3,000 享 100)

100

1%

遠百週四花旗日(週四滿 5,000 享 100)

100

1%

遠百週四花旗日(當月累積滿萬享 1%)

100

1%

150

1.5%

1,050

10.5%

板橋大遠百
花旗卡友
專享回饋
全台遠東百貨
花旗卡友
專享回饋
花旗現金回饋卡

現金回饋白金卡權益(當期帳單滿萬百貨類別享

專享回饋

1.5%)
總計

「天天花旗日，處處都美好，Good Day for You！」線上購物
除了在百貨通路提供母親節購物回饋，因應線上購物趨勢及消費者需求，花旗銀
行整合虛實，於線上購物領導品牌為卡友量身打造優惠禮遇：


Yahoo 奇摩購物中心：花旗卡友 2016 年底前成為購衷心會員後，2017/3/31
前於 Yahoo 奇摩購物中心可享額外 5%Yahoo 購物金回饋(註 4)



momo 購物網：週六及週日於 momo 購物網 APP 消費，滿額並登錄單筆滿
1,288 元尊享 400 元回饋(註 5)




PChome 線上購物：分期消費滿 5 萬最高享 2,000 元刷卡金回饋(註 6)
udn 買東西：5 月累積消費滿 1,200 元享 250 元購物金回饋(註 7)

此外，即日起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止，登錄並刷卡消費還可參加「天天花旗日 處
處都美好 Good Day for You!」感恩獻禮抽獎活動，不限金額、不限店家刷卡消
費，即可獲得一次抽獎機會，活動自 2015 年 12 月 1 日開始已陸續抽出 15 名幸
運得主(得獎名單請詳花旗官網)，於 5 月底前還有機會成為 15 名幸運得主，一
起樂享東京迪士尼三天兩夜雙人遊。
###
注意事項：
1. 活動期間依各百貨公司及花旗活動網站 www.citibank.com.tw/2016Q1DPS 公告為主。
2. 四大國際精品品牌詳太平洋 SOGO 台北店復興館館內公告。
3. 本試算範例僅供參考，詳細正確回饋比例將依持卡人個別消費狀況計算，實際回饋比例將依
當時本行所提供之優惠活動內容或消費金額、項目而定。
4. 活動期間即日起-2016/12/31。5%購物金含 Yahoo!奇摩購物中心回饋 3% + 花旗銀行回饋
2%; 購衷心會員資格以及符合月回饋之消費金額以 Yahoo 奇摩購物中心資料為準。
5. 活動期間即日起-2016/5/31，每周限量 200 名。須於 momo 購物網 app 登錄, 400 元回饋含
100 元刷卡金以及 300 元 momo 購物網折價券。
6. 活動期間即日起-2016/5/31，每月限量 100 名。須於消費當月至花旗活動網站登錄,單筆消費
(含一般及 3/6 分期)滿 50,000 元享 2,000 元刷卡金回饋。
7. 活動期間即日起-2016/12/31，每月限量 2,000 名。須於消費當月至 udn 買東西活動網站登
錄,每會員帳號每月限回饋乙次 udn 買東西購物金。

謹慎理財、信用至上
花旗信用卡循環利率：6.88%~15%
循環利率基準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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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費用請上花旗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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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