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台灣)銀行新聞稿
2018 年 5 月 3 日(四)

花旗、PChome 強強聯手推出「花旗 PChome Prime 聯名卡」
PChome 內消費享最高 6%回饋

海外消費享 1.5%回饋

採取開放銀行策略 透過 API 串接

優化客戶體驗

花旗(台灣)銀行宣布與 PChome 網路家庭合作，推出全新「花旗 PChome Prime
聯名卡」
，為喜愛線上購物的網購族量身打造刷卡消費權益，除了在 PChome 線上
購物全站消費最高享 6%回饋，亦可享國內一般消費 0.5%、海外消費 1.5%之回饋，
無論線上通路、實體通路，國內消費或海外消費都好刷。
線上消費需求激增

領導品牌強強聯手

網路電商於全球蓬勃發展，在台灣的成長趨勢也銳不可擋。從花旗信用卡內部資
料觀察，過去三年間（2014 年至 2017 年）
，花旗信用卡線上消費類別在各項指標
中皆呈現顯著成長，不僅刷卡金額和筆數分別成長近 20%和 30%；線上消費類別
的金額/筆數占全部刷卡金額/筆數的成長率也達四分之一，分別為 25%和 23%。
PChome 線上購物也觀察到，有高達 85%的會員都選擇以信用卡支付，可見快速、
便利的支付方式為重要的網購體驗。
因此，繼 2015 年花旗將國內外主要線上購物網站納入「天天花旗日 處處都美好
Good Day for You!」權益，提供卡友整合實體與虛擬通路的消費優惠，花旗更進
一步深化與台灣電商領導品牌 PChome 的夥伴關係，發揮雙方品牌優勢，推出切
合彼此客戶需求的聯名卡。
花旗(台灣)銀行董事長莫兆鴻表示：「花旗很開心能深化與 PChome 長達 10 年的
夥伴關係，合作推出花旗 PChome Prime 聯名卡。做為信用卡領導品牌，花旗除
了擁有業界第一的高活卡率，更致力透過市場趨勢觀察，打造符合消費者期望的
用卡體驗，相信與擁有廣大優質會員的 PChome 攜手，定能發揮雙方優勢與綜效，
締造兩大品牌及消費者的三贏。」
PChome 網路家庭董事長詹宏志表示：「過去這 18 年來，PChome 持續帶領台灣
電子商務的創新發展，讓全台消費者、品牌商、中小企業都能體驗電商帶來的貼
心服務和便利生活，成就了『everyday reliable』的服務精神，而我們醞釀已久的
下一步就是『everyday prime』的加值會員服務，也將為電商界帶來全新的會員服
務標竿，以 PChome 線上購物超過 500 萬的商品和 1,000 萬的會員的優勢，結合
與花旗銀行合作的『花旗 PChome Prime 聯名卡』只是第一步，會員不只可獨享

更多優惠，也將結合雙方手上的線上、線下消費行為交叉分析數據，在全台 online
和 offline 的消費場景中，為會員創造更多專屬的優惠與服務。」
花旗(台灣)銀行消費金融總事業群負責人賀德俐分享：
「『數位化』是花旗集團的重
要企業目標，花旗亦持續就相關領域進行投資，繼 2017 年初推出『自然人憑證線
上辦卡』、並於 2018 年第一季推出『信用卡驗證辦卡』服務後，花旗積極採取開
放銀行（Open banking）的策略，透過應用程式介面（API）的開放，優化客戶辦
卡流程體驗。本次與 PChome 的合作，也包含了相互開放 API 進行資料串接，以
減少客戶重複填寫資料的時間、提升辦卡效率。」
三大權益優勢

線上購物、一般消費都好刷

整合花旗與 PChome 兩大領導品牌資源，花旗 PChome Prime 聯名卡為喜愛線上
購物的消費族群量身打造三大優勢權益，期望帶給卡友一卡在手，線上購物、吃
喝玩樂皆好刷的優質用卡體驗：


PChome 內消費

最高樂享 6%回饋

刷花旗 PChome Prime 聯名卡於「PChome 線上購物」全站消費，無論一般
消費或分期消費，皆可獲得 2%聯名紅利點數以及 2% PChome P 幣回饋，即
日起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天天再享加碼 2% P 幣回饋。2018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每週四加碼享 2% P 幣回饋，相當於最高可獲得 6%回饋。


PChome 外消費

海外消費享 1.5%回饋

除了於 PChome 店內消費，持花旗 PChome Prime 聯名卡於國內進行一般消
費，可享 0.5%聯名紅利點數回饋（悠遊自動加值同享回饋），海外消費聯名
紅利點數回饋高達 1.5%，無論線上通路、實體通路，國內消費或海外消費都
好刷。


聯名紅利點數

多元折抵

終身有效

刷花旗 PChome Prime 聯名卡所獲得的聯名紅利點數及 P 幣，可以 1:1 比例
折抵 PChome 訂單金額。
除了折抵 PChome 訂單金額，聯名紅利點數還可於王品、威秀、雄獅、可樂
旅遊等通路折抵，亦可直接折抵花旗卡帳單或兌換各大哩程酬賓計畫，兌換
通路多元，且聯名紅利點數持卡期間終身有效。

歡慶上市

網路辦卡樂享好禮四選一

歡慶花旗 PChome Prime 聯名卡全新上市，即日起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透過網站
新申辦花旗 PChome Prime 聯名卡並核卡成功，核卡後 30 天內於 PChome 單筆
刷滿新台幣 490 元以上，即可在該筆訂單結帳流程中選擇首刷禮好禮四選一，包
含 KKBOX 270 天免費聽、經典德系名品餐具組、鐵三角限量款耳機，或俥酷
iParking 連續 60 天免費停車 3 小時。數量有限，動作要快。
更多產品相關權益或服務之細節及限制條件，請上 www.citibank.com.tw 查詢或詳
卡友權益手冊。
###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花旗信用卡循環利率：6.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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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1. PChome 消費係指於「PChome 線上購物」之全站消費，包含：PChome 24h 購物、PChome
購物中心、PChome 24h 書店，不適用於 PChome 商店街、露天拍賣。
2. PChome 消費最高享 6%回饋︰聯名紅利點數 2%、P 幣 2%、加碼回饋 P 幣 2% (2018/6/30 前
天天享加碼 2%P 幣回饋，2018/7/1-12/31 每週四享加碼 2%P 幣回饋)， 一般消費及分期皆適
用。
3. 聯名紅利點數係回饋至花旗卡帳戶，於持卡期間皆為有效。
4. P 幣/加碼回饋 P 幣係回饋至 PChome 會員帳戶，P 幣效期一年，加碼回饋 P 幣效期依 PChome
活動網頁公告為準。
5. 聯名紅利點數及 P 幣每年最高回饋 5 萬點，加碼回饋 P 幣不在此限。
6. 「1 聯名紅利點數=1 元折抵 PChome 訂單金額」最低持有聯名紅利點數需為 300 點始可折抵。
7. 王品、威秀、雄獅、可樂折抵通路上線依實際網頁公告為準。
8. 悠遊自動加值享回饋僅適用附加悠遊卡功能之信用卡，悠遊扣款消費與悠遊現金加值恕不回
饋。
9. 上述優惠活動期間至 2018/12/31，相關優惠權益或服務之細節及限制條件請詳花旗官網/權益
手冊或 PChome 線上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