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台灣)新聞稿
2021 年 4 月 14 日 (三)

全台首創 花旗卡友到遠傳獨享「iPhone 12 Pro 搶得先機」
最高獨享萬元刷卡金

半年後輕鬆換購下一代 iPhone

還在思考該入手 iPhone 12 Pro，還是繼續等待下一代 iPhone 的果粉不用再猶
豫不決了，花旗(台灣)銀行與遠傳獨家合作，推出「iPhone 12 Pro 搶得先機方
案」，即日起至 4 月 30 日，花旗卡友到全台遠傳直營及加盟門市，申辦 iPhone
12 Pro/12 Pro Max 系列，搭配遠傳 5G 999/1399 資費綁約 24 個月方案，可獨
享分期零利率、半年後免違約金、下一代 iPhone 萬元購機折扣、花旗分期滿額
禮以及遠傳 3 期分期帳單刷卡金回饋等五大優惠。花旗卡友先拿 iPhone 12，半
年後即可輕鬆換購下一代最新 iPhone。
活動期間申辦 iPhone 12 Pro Max 512GB、搭配「遠傳心 5G 999」綁約 24 個
月方案為例，手機價 40,800 元，花旗卡友可享刷卡分期 13 期 0 利率，每月平
均應繳 3,138 元，至花旗活動網頁登錄活動即可享分期滿額禮刷卡金回饋 1,650
元，使用半年且下一代 iPhone 上市後，於今年 (2021)底前，可帶著手機回遠傳
直接升級換購下一代 iPhone 新機，不但提前解除「iPhone 12 Pro 搶得先機」
合約免付違約金，換購手機者，遠傳更將回饋花旗卡友 3 個月的分期帳單金額共
9,414 元的信用卡刷卡金，連同花旗分期滿額禮合計共回饋 11,064 元刷卡金。
另外再享遠傳提供下一代 iPhone 最高萬元的額外折扣。輕輕鬆鬆無痛續約，讓
花旗銀行與遠傳提早幫你預留下一代最新 iPhone 名額。
除此之外，花旗銀行還提供只想購買空機的持卡人於 Apple 直營店及 Online
Store 最高 12 期分期 0 利率 (優惠期間至 6 月 30 日)，或是於 Citi ThankYou
Rewards 點數兌換平台，將信用卡所累積的花旗點數 (包含紅利點數、現金紅
利、花旗哩程及聯名紅利點數) 兌換 Apple 系列商品。考量部分電子產品單價較
高，花旗銀行特別提供客戶彈性選擇，如客戶其花旗點數不足以兌換該 Apple 商
品時，能以點數加自付額 (以花旗信用卡支付)之方式兌換該 Apple 商品，讓持
卡人能彈性使用花旗點數，升級行動裝置與電子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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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 easy 購分期付款產品目前不收取分
期利率或各項相關費用，總費用年百分率為 0。

附表：iPhone 12 Pro 系列優惠價
5G 月租費

$999

手機型號

手機專案價

$1,399

每月分期帳單(共
13 期)

手機專案價

每月分期帳單
(共 13 期)

iPhone 12 Pro 128GB

$26,300

$2,023

$20,300

$1,561

iPhone 12 Pro 256GB

$29,800

$2,292

$23,800

$1,830

iPhone 12 Pro 512GB

$36,800

$2,830

$30,800

$2,369

iPhone 12 Pro Max 128GB

$30,300

$2,330

$24,300

$1,869

iPhone 12 Pro Max 256GB

$33,800

$2,600

$27,800

$2,138

iPhone 12 Pro Max 512GB

$40,800

$3,138

$34,800

$2,676

花旗刷卡回饋金
半年後 以舊換新回饋

滿 20,000 元/33,000 元並完成登錄享 600 元/1,650 元刷卡金回饋
遠傳提供相當於原手機 3 期分期金額之刷卡金回饋，可用於折抵續
期帳單金額

(每月分期付款本金非為整數時，餘額將於第一期收取。以上專案價格限 4/30 前有效，倘若異動
詳，請見遠傳活動網頁)

【貼心小叮嚀】
「iPhone 12 Pro 搶得先機」方案(下稱本方案)
1. 申辦資格：(1)限新申辦/攜碼/符合續約資格指定用戶(資格以遠傳系統為準)。(2)本方案限花
旗卡友申辦，花旗卡友係指花旗(台灣)信用卡(恕不包括商務信用卡、花旗晶片金融卡)正面或
反面標示有 CITIBANK 字樣之持卡人。
2. 申辦期限：限 2021/4/30 前。
3. 申辦地點：至遠傳直營/指定加盟申辦。
4. 申辦條件：(1)限搭配 iPhone 12 Pro/iPhone 12 Pro Max，並以 5G 999/1399 資費簽約 24
個月，預繳金額依實際方案為主。(2)申辦本方案手機限以花旗信用卡刷卡並分 13 期支付，
分 13 期 0 利率優惠。13 分期 0 利率優惠限活動指定手機費用，配件及其他費用恕不適用。
5. 舊換新提前續約：(1)申辦本方案成功且履約滿 6 個月後，於 2021/12/31 前可享至遠傳直營
/指定加盟門市提前續約指定方案升級更換下一代 iPhone(下稱下一代 iPhone)，原 iPhone
12 Pro/iPhone 12 Pro Max 手機(以下稱原手機)須繳回，原約提前解約不需支付提前解約金，
並享新約手機(下一代 iPhone)專案價折抵優惠，手機回收政策依據遠傳規定為準，相關規範
依申辦專案同意書為準。(2)新機專案價最高再折抵萬元：以 2021/4/30 前申辦搶得先機方案
綁約 5G 999 資費並搭配 iPhone 12 Pro Max 512G 為例且原 iPhone 12 Pro Max 512G 手
機須繳回，可享額外折抵新約之手機(下一代 iPhone)專案價。(3)舊換新回收條件：原手機須
符合本方案所搭配的手機 IMEI 碼，且手機狀態須為 A 級；A 級的判斷標準：1.「遠傳舊換
新 APP」功能檢測正常。2.外觀零件完整。3.機殼掉漆、凹損少於兩處；刮傷小於 0.5cm。
(4)下一代 iPhone 手機的升級優惠方案/專案價將於新款機種推出時公告，最新款 iPhone 規

格及上市時間需視原廠而定，用戶須自行考量市場情況及其他不可預見之因素。上市產品貨
量有限，換新機順序視供貨情況而定。
6. 以舊換新刷卡金回饋：(1)於 2021/12/31 前申辦換購下一代 iPhone 成功，遠傳將提供相當
於原手機 3 期分期金額之刷卡金回饋至原信用卡帳單，可用於折抵續期信用卡帳單金額。其
「以舊換新刷卡金回饋」最快 14 個工作天進行結算，並於下期帳單回饋至持卡人信用卡帳
上，倘若結算超過持卡人帳單結帳日，將於下下期帳單進行回饋；該刷卡金回饋用以折抵信
用卡消費，不得要求折抵現金。若花旗信用卡持卡人於刷卡金回饋至信用卡帳上後取消該信
用卡，或該筆金額尚未使用前該信用卡已為無效卡，該筆尚未使用之刷卡回饋金將一併取消。
(2)若完成「舊換新提前續約」活動時，客戶已繳之「刷花旗卡分 13 期零利率優惠」期數尚
未繳滿至第 11 期時，仍應持續定期繳納分期金額，且於第 11 期帳單結帳日時，將需一次結
清第 11 至 13 期之剩餘分期金額，應照帳單金額一次付清。(3)符合本方案優惠資格但並未
於 2021/12/31 前完成「舊換新提前續約」活動，則將視同放棄本方案優惠之權利。花旗持
卡人需持續繳交每期信用卡分期應繳金額，且於第 11 期帳單結帳日時，將需一次結清第 11
至 13 期之剩餘分期金額，持卡人應照帳單金額一次付清，且不得領取本優惠活動之刷卡金
回饋。(4)完整活動內容及相關限制條件請詳活動網頁 www.citibank.com.tw/AFL。
7. 其他回饋：(1)單筆分期滿 20,000 元/33,000 元並完成登錄享 600 元/1,650 元刷卡金回饋，
共限前 500 名登錄，活動期間限擇優回饋乙次且不可累積重覆回饋，參加本方案之持卡人，
不得再參加同期間花旗銀行分期優惠活動。(2)2021/7/31 前花旗銀行將刷卡金回饋至活動參
與人信用卡帳上，詳細活動辦法請至花旗銀行活動網頁 www.citibank.com.tw/AFL 。
8. 本方案如有未盡事宜，花旗銀行及遠傳保有終止、修改、解釋活動內容之權利，修改訊息將
於遠傳電信網站上公布，不另通知。

Apple 直營店及 Online Store 最高 12 期分期 0 利率
1. 分期付款僅於購買單件商品時提供且須單件商品消費滿 NT$1,500(含)以上，優惠期間至
2021/6/30，適用分期付款之商品及分期期數依商店公告為準。

*持卡人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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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當期帳單之繳款截
止日起，依持卡人當期帳單適用之差別利率，計收遲延利息計算至該筆帳款結清之日止，詳細說
明請參考花旗 easy 購信用卡分期付款注意事項第 8 點。
**花旗 easy 購分期付款產品 A.計算範例：分期帳款金額 10 萬元，分期期數 12 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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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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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