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

除特別註明外，所有查詢電話號碼均屬香港地區(852)。

豐澤
購買單一正價貨品滿HK$2,000，可享HK$100折扣
不適用於指定貨品‧不適用於香港機場分店

www.fortress.com.hk
2555 5788

環亞機場貴賓室
貴賓室服務9折(2小時/5小時)(不適用於小童價格)

www.plaza-network.com

3960 1396

福茗堂茶莊
正價貨品95折

www.fookmingtong.com

2295 0368

荷花親子
單一簽賬購買正價貨品滿HK$800，可享95折

www.eugenegroup.com.hk

2811 4522

中原電器
購物滿淨價HK$2,000，可享HK$100折扣
不適用於手機、Apple產品、電腦、配件、公價及特價貨品

www.cyeshop.com
2349 9111

LALIQUE
購物滿淨價HK$5,000，可享9折
不適用於限量版貨品及傢俱

www.lalique.com
2259 6663

DG Lifestyle Store
購買正價手提電腦，可獲贈指定LS-NY
電腦保護套一個
不適用於鑽石山分店

www.dg-lifestyle.com

2895 2220

日本ASK數碼專門店
正價貨品95折

www.uthk.com
3173 2555

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
購買正價成人門票，可享HK$20折扣
每人每次最多可購買門票兩張

www.madametussauds.com/HongKong
2849 6966

昂坪360
精選套票9折
‧360海陸空全日通套票
 包括：來回纜車、新大嶼山巴士一天通行證、大澳小艇遊及昂坪360 
 禮品店HK$20現金券一張

‧昂坪動感同行套票
 包括：來回纜車、昂坪市集主題景點「360動感影院」及「與佛同行」 
 入場門票
‧昂坪大舞臺套票
 包括：來回纜車、昂坪市集主題景點「360舞臺」入場門票及昂坪市集 
 小食券一張

www.np360.com.hk

MiraSpa
水療護理8折
敬請預訂‧不適用於公眾假期及其前夕‧加一服務費以原價計算

www.themirahotel.com
 2315 5500

www.cachk.com中藝
正價貨品9折

2839 1188

正價貨品95折

www.maxcare.net
2950 9383

美斯凱

通利琴行
‧購買音樂書籍、CD或DVD滿HK$200，可享9折
 (特價及指定貨品除外)
‧單一簽賬購買結他或結他擴音器折實滿HK$10,000， 
 可享額外95折(指定貨品除外)
‧報讀Club Keyboard流行數碼鋼琴速成班(適合14歲或以上 
 人士)並一次過繳交12堂學費，可享HK$100折扣及豁 
 免HK$30報名費

www.tomleemusic.com.hk

九龍 2723 9932  香港 2519 0238  新界 2602 3829

衛訊
正價配件9折(指定貨品除外) 

www.wilsoncomm.com.hk
8202 8699

香港怡東酒店
以最優惠價格預訂行政樓層客房或套房並
連續入住兩晚或以上，可享:
 ‧餐飲簽賬額HK$388
 ‧於行政廊免費享用行政早餐、下午茶、小食及雞尾酒
 ‧於客房內免費享用互聯網服務
 ‧惠顧指定餐廳及酒吧8折
 ‧健體中心面部美容及美體護理服務8折
 ‧免費客房升級
不適用於2015年1月1日、2月19-22日、3月24-29日、4月3-6日、10月1日、12月
24-27日及12月30-31日‧此優惠及免費客房升級須視乎房間供應情況而定‧不適用
於 行 政 豪 華 海 景 客 房 及 豪 華 套 房 ‧ 須 提 前 以 電 話 或 電 郵
exhkg-reservations@mohg.com預訂及以銀聯卡作入住擔保‧不可與其他推廣、優
惠或折扣同時使用

www.mandarinoriental.com/excelsior
2837 6840

天際100香港觀景台
「日與夜門票」9折

www.sky100.com.hk
2613 3888

膳魔師
‧正價貨品9折
‧減價貨品及指定真空煲95折

www.thermos.com.hk
2608 0880

Panasonic 陳列室 / 人気電器店
指定型號家庭電器、健康美容產品及
耳筒低至8折
只適用於尖沙咀、油塘人気电器店及尖沙咀東陳列室

 www.panasonic.hk
2833 0955

皇家雪蘭莪
正價貨品9折

www.royalselangor.com

2994 9688

THE CLUB
正價個人Kick-fit健體課程85折
只適用於年滿18歲新顧客及香港居民

www.facebook.com/theclubhongkong
2346 2223

先施百貨
‧男/女服裝、男/女鞋、童裝、童鞋、
 手袋及運動部正價自營貨品9折
‧正價電器95折
不適用於指定貨品

www.sincere.com.hk
2830 1016

The Mira Hong Kong
酒店網站提供之提前訂房優惠額外95折
敬請預訂‧不適用於公眾假期及其前夕‧加一服務費以原價計算

www.themirahotel.com
 2315 5605

新怡旅遊
惠顧可獲贈環保袋一個

www.skywards.com.hk
2809 4567

香港海洋公園
‧門票95折(每次最多可購買四張)
‧惠顧香港海洋公園餐廳堂食，可享9折(麥當勞餐廳及小食亭除外)
不適用於2015年2月19-25日

www.oceanpark.com.hk
3923 2323香港及澳門

中銀提款卡專享銀聯2015全年商戶優惠

生活消閒
繼續發掘更多有關珠寶鐘錶、時尚服飾、美容護膚、保健養生、餐飲美饌的全年優惠及禮遇，
請即按此瀏覽。

時間太急，趕不及兌換外幣？於離港前記得啟動手上的
中銀提款卡的境外提款功能及設定提款上限，便可輕鬆
境外提款遊世界，既安全又保障！啟動渠道包括：
‧ 網上銀行
‧ 手機銀行
‧ 中銀香港集團自動櫃員機
‧ 24小時客戶服務熱線 (852) 2691 2323
詳情請按此瀏覽。

溫馨提示 : 啟動境外提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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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ochk.com/tc/more/boccard/offer.html
http://www.bochk.com/tc/more/boccard/securityoverseas.html


香港及澳門澳門

除特別註明外，所有查詢電話號碼均屬香港地區(852)。

www.rockshotel.com.mo

全年商務客房優惠 (不適用於香港及澳門公眾假期)
(853) 2878 2782

‧本地送花服務9折
‧海外送花服務95折

www.macaulkf.com/TiffanyFleur.html

(853) 8291 2917
蒂芬妮花藝

萊斯酒店

‧正價貨品9折
‧購買正價貨品滿淨值MOP$20,000，可獲贈精美禮品一份
不適用於Heritage銀器系列‧只適用於澳門分店

www.georgjensen.com
(853) 2882 8329

Georg Jensen

中銀提款卡專享銀聯2015全年商戶優惠

生活消閒
繼續發掘更多有關珠寶鐘錶、時尚服飾、美容護膚、保健養生、餐飲美饌的全年優惠及禮遇，
請即按此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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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閱最新詳情，請掃瞄

http://www.bochk.com/tc/more/boccard/offer.html


免責聲明：

1. 上述優惠由中國銀聯香港分公司(「銀聯香港」)提供，並適用於     
中銀香港集團提款卡(「中銀提款卡」) 。

2. 以下條款及細則由銀聯香港提供，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對於     
銀聯香港、參與商場及參與商戶所提供的食品、產品、商品及服務
一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一般條款及細則：

1. 一般優惠適用於銀聯卡(卡號以62開頭的提款卡，下稱「銀聯卡」)，
惟香港及澳門指定發卡機構所發行之人民幣銀聯卡除外。

2. 銀聯香港、apm、中港城、彩園廣場、頌富廣場、元朗千色廣場、
荃灣城市中心I&II、荃新天地、中港薈、愉景新城─購物商場、東港城、
粉嶺中心、黃金海岸商場、H.A.N.D.S.、希慎廣場、錦薈坊、上水廣場、
朗豪坊、利園一期及二期、利舞臺、禮頓中心、樂富廣場、龍翔廣場、
青衣城、MegaBox、MCP新都城中心、新都會廣場、新都廣場、Mikiki、
新世紀廣場、新翠商場、新城市廣場、奧海城、將軍澳中心、荷里活廣場、
PopCorn、沙田中心、沙田廣場、信和廣場、新元朗中心、新港城中心、
大埔超級城、太和廣場、德福廣場、新太陽廣場、屯門市廣場、
屯門時代廣場、尖沙咀中心及帝國中心、荃灣廣場、V city、黃大仙中心、
wtc世貿中心商場及元朗廣場(下稱「參與商場」)並非產品或服務供應商，
故此將不會就有關產品或服務承擔任何責任。

3. 銀聯香港有權隨時修改條款及細則、更改或終止優惠，毋須就有關改動
另行通知持卡人，亦恕不承擔任何以上提及之改動所引起的責任。

4. 如有任何爭議，銀聯香港、參與商場及參與商戶保留最終決定權。

商戶優惠條款及細則：

1. 除特別註明外，優惠有效期由201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包括首尾
兩日。

2. 持卡人必須於享用優惠前出示銀聯卡，並使用該卡通過銀聯網絡簽賬，
方可享用有關優惠。

3. 除非另有訂明，商戶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會員優惠、折扣、禮券、
特價貨品及公價貨品同時使用。

4. 優惠並無現金價值，不可更換及不能兌換現金、其他商品或折扣。
贈品優惠不可更換或兌換現金。

5. 優惠或贈品數量有限，送完即止。參與商戶保留更改同等價值贈品
之權利。

6. 禮品價格僅供參考之用。
7. 除非另有訂明，優惠適用於商戶在香港及澳門之所有分店。部分參與
商場內之商戶優惠只適用該商場內之分店。

8. 商戶優惠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參考個別優惠內容或向有關
商戶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