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至尊珠寶
- 正價珠寶鑽飾88折優惠

註：優惠只適用於香港及澳門分店 • 優惠不適用於足金及鉑
金貨品、鑽飾禮券、手錶、推廣、特價、公價及授權貨品 

2766 3693
www.3d-gold.com

DAZZLE
- 正價珠寶鑽飾88折優惠
- 千足金飾手工費5折優惠

3904 2189
www.dazzle.hk

Grossé
- 正價貨品9折優惠

2523 9532
www.grosse.de

ARTĒ Madrid
- 惠顧任何正價晶鑽首飾貨品滿HK$10,000或

以上，可獲贈Echo Heart吊墜 

3102 2088
www.arte-madrid.eu

周生生
- 正價鑲嵌珠寶及18K黃金飾品95折優惠

註：優惠不適用於購買純金貨品、裸鑽、企業禮品、手錶及
指定貨品 • 優惠不可與易貨同時使用 
 

2192 3123
www.chowsangsang.com

和鑽石
- 正價鑽飾95折優惠

註：優惠不適用於指定品牌鑽飾、裸鑽、證書鑽石及特價
貨品 

2929 2889
www.contidiamond.com

粵港澳湛周生生
- 珠寶鑽飾88折優惠

註：珠寶鑽飾優惠必須以標價計算 • 優惠不適用於所有金
類貨品、金條、金粒、鉑金飾品、18K金飾品、銀器、推廣
貨品及購買禮券 • 優惠不適用於更換貨品 

2745 4647
www.cssjewellery.com

周大福
- 惠顧足金類貨品，可享手工設計費8折優惠
- 出示中銀信用卡，可以「換購價」選購指定

首飾1件

註：優惠只適用於香港及澳門分店 • 優惠不適用於購買金
粒及投資產品黃金�、企業禮品客訂及其他客訂貨品 • 優惠
不可與其他優惠、金會/珠寶會標會、減價期間、周大福發
出之回贈禮券同時使用

2526 8649
www.chowtaifook.com

香港周大福網絡旗艦店
- 惠顧滿淨價HK$1,500或以上 (足金類貨品

除外)，可享HK$50優惠

註：優惠只適用於香港周大福網絡旗艦店 • 優惠有效期至
2017年12月31日，以周大福網絡旗艦店系統時間為準 • 每
張訂單只可使用1個優惠券代碼，並只限享用扣減優惠1次 
• 優惠須於網上填寫訂單時輸入指定優惠券代碼「BOC17」
方能生效

3111 7528
www.ctfeshop.com.hk

英皇鐘錶珠寶
- 指定正價珠寶貨品85折優惠

註：優惠不適用於999.9純金貨品及鐘錶

www.emperorwatchjewellery.com

G King Fook
- 惠顧足金金珠，可獲享編織手繩服務

註：優惠不適用於品牌首飾、證書鑽石、足金貨品、腕錶及
特價貨品

2822 8524
www.kingfook.com

閃燿首飾

請即瀏覽瞭解更多有關「中銀提款卡 - 2017全年商戶優惠」：中西餐饗、生活消閒及健康美容。

時尚服飾

http://www.bochk.com/dam/more/boccard/YearRoundOffers/2017/generic_dining_c.pdf
http://www.bochk.com/dam/more/boccard/YearRoundOffers/2017/generic_leisure_c.pdf
http://www.bochk.com/dam/more/boccard/YearRoundOffers/2017/generic_beauty_c.pdf


景福珠寶
- 惠顧足金金珠，可獲享編織手繩服務

註：優惠不適用於品牌首飾、證書鑽石、足金貨品、腕錶及
特價貨品

2822 8524
www.kingfook.com

六福珠寶
- 鑽石、天然翡翠、珍珠、寶石或K金首飾92

折優惠(不包括定價、特價、尊享價、授權、
精品廊、黃金及鐘錶貨品)

註：優惠只適用於香港及澳門分店 

2710 9368
www.lukfook.com 

MALL RIVER
- 正價貨品9折優惠
- 惠顧滿淨價HK$500或以上，可獲贈晶鑽筆
1支

3998 4534
www.mallriver.com

潮流服飾

娉飾珠寶
- 正價18K鑽飾貨品9折優惠
- 999.9金貨品設計費9折優惠

註：優惠只適用於香港分店 • 優惠不適用於999.9足金貨
品、證書鑽石貨品、戒指托、吊墜托及指定產品 • 優惠不
可與現金劵同時使用(PINKBOX生日禮券及商場禮券除外)

3421 1800
www.pinkbox.com.hk

SILVER'N GRACE
- 正價貨品9折優惠
- 惠顧滿淨價HK$500或以上，可獲贈晶鑽筆

1支

3998 4534
www.silverngrace.com

世界珠寶
- 正價貨品88折優惠

註：優惠不適用於公價貨品

2856 0209
www.theworld.com.hk 

TSL │謝瑞麟
- 正價珠寶貨品9折優惠

註：優惠適用於香港及澳門分店和專櫃(婚展會、展銷場、陳列室及
海外分店除外) • 優惠不包括Estrella鑽飾、未鑲嵌鑽石、足金、K金
、鉑金、特價及推廣貨品

2628 6228
www.tslj.com

CHARCOAL
- 正價貨品9折優惠

www.charcoalhk.com

COCCINELLE
- 正價貨品9折優惠 

註：優惠不適用於減價貨品、公價貨品及REVÉ by RENE Sunglasses
貨品

2103 7898
www.coccinelle.com

雞仔嘜
- 惠顧正價貨品滿HK$200或以上，可享

HK$20優惠

註：優惠只適用於香港分店 • 優惠不適用於百貨公司專櫃及
網上商店

2423 8831
www.chicks.com.hk 

閃燿首飾

時尚服飾



Hush Puppies
- 正價貨品9折優惠

註：優惠不適用於皮鞋護理用品

2489 8009
www.hushpuppies.com.hk

FX Creations
- 9折優惠
- 惠顧滿HK$900或以上，可獲贈禮品1份及成

為VIP

註：優惠只適用於正價及7折或以上之貨品 • 優惠不適用於
所有聯乘系列，限量貨品及寄售貨品

2175 0288
www.fxcreations.com

D-mop
- 正價貨品95折優惠

www.d-mop.com

FitFlop
- 正價貨品9折優惠

註：優惠不適用於皮鞋護理用品

2489 8009

GERMAIN Paris
- 正價貨品9折優惠

註：優惠不適用於減價貨品、公價貨品、晚裝、皮草及
REVÉ by RENE Sunglasses貨品

2103 7898
www.germainstudio.com

Gieves & Hawkes
-  正價貨品9折優惠

註：優惠不適用於經典款貨品

www.gievesandhawkes.hk

fxlite
- 正價貨品95折優惠

註：優惠不適用於所有聯乘系列，限量貨品及寄售貨品

2175 0288
www.fxlite.hk

Gitti
- 正價貨品9折優惠

2777 7172
www.gitti.com.hk

漢納歐洲名牌專賣店
- 正價貨品95折優惠

註：優惠不適用於指定貨品

3791 2018
www.hannah.hk 

i.S.O
- 正價貨品9折優惠

2786 1390
www.ISO.com.hk

ISA Boutique
- 惠顧可獲贈精美禮品1份，並於結賬時下載

ISA App，可升級成為ISA VIP會員及享用
各項優惠

www.isaboutique.com

J-01
- 正價貨品95折優惠

www.d-mop.com

潮流服飾

時尚服飾



mdms mademoiselle
- 正價貨品9折優惠

註：優惠不適用於減價貨品、公價貨品、晚裝及皮草

2103 7898

Pearls & Cashmere
- 正價貨品9折優惠

2723 8698
www.bypac.com

Joy & Peace
- 正價鞋履或手袋9折優惠

註：優惠只適用於香港及澳門分店

香港   2489 8005
www.joy-peace.com

M CONCEPT 
- 正價貨品9折優惠

註 ： 優惠不適用於減價貨品、公價貨品、晚裝、皮草、
ROSAMUND MOISELLE貨品及REVÉ by RENE Sunglasses
貨品

2103 7898

KIPLING 
- 正價貨品9折優惠

2953 6188
www.kipling.com.hk

MAUD FRIZON PARIS
- 正價貨品9折優惠

2581 2666
www.maudfrizon.com

米蘭
- 正價貨品9折優惠 

註：優惠不適用於百貨公司專櫃包括SOGO、新都城及
千色店

2367 6880

MiRABELL
- 正價貨品9折優惠

註：優惠不適用於減價貨品及皮鞋護理用品

2489 8009
www.mirabell.com.hk

MOISELLE
- 正價貨品9折優惠

註 ： 優惠不適用於減價貨品、公價貨品、晚裝、皮草、
ROSAMUND MOISELLE貨品及REVÉ by RENE Sunglasses
貨品

2103 7898
www.moiselle.com.hk

MOUSSY SLY
- 正價貨品95折優惠

www.d-mop.com

MOUSSY 
- 正價貨品95折優惠

www.d-mop.com

MPOP
- 正價貨品9折優惠

註：優惠不適用於減價貨品及皮鞋護理用品

2489 8009
www.mirabell.com.hk

潮流服飾

時尚服飾



孩童服飾

Pretty Ballerinas
- 正價貨品低至83折優惠

2725 3055
www.facebook.com/PrettyBallerinasHK

Twist
- 基本折扣額外95折優惠

註：優惠不適用於指定或減價貨品

2797 2111
www.twist.hk

世界名品
- 正價貨品88折優惠

註：優惠不適用於公價貨品

2111 9815
www.theworld.com.hk 

SEQUOIA
- 正價貨品9折優惠

註：優惠不適用於減價貨品及公價貨品

2103 7898
www.sequoiaparis.com

SLY
- 正價貨品95折優惠

www.d-mop.com

Veeko服裝專門店
- 正價貨品85折優惠
- 7折或以上之減價貨品額外95折優惠

2310 8837
www.veeko.com.hk

Wanko服裝專門店
- 正價貨品85折優惠
- 7折或以上之減價貨品額外95折優惠

2310 8837
www.veeko.com.hk

XSXXL.COM
- 正價貨品9折優惠

註：優惠只適用於門巿

2610 0161
www.store.xsxxl.com

Y-3
- 惠顧任何正價貨品滿HK$6,000或以上，可

享95折優惠

www.d-mop.com

BeBe Dream
- 正價貨品95折優惠 

3525 1028
www.bebedream.com.hk

Catimini
- 正價貨品9折優惠 

海港城 2110 1598
銅鑼灣崇光 2831 8448

Chicco
- 正價貨品9折優惠

註：優惠不適用於寄售貨品

2810 7896
www.chicco.com.hk

潮流服飾

時尚服飾



EIKŌWADA
- 正價貨品9折優惠

註：優惠不適用於特價貨品

銅鑼灣 2831 9862
油麻地 2833 6203
元朗 2368 8730
www.eikowada.com.hk

運動家
- 指定正價貨品9折優惠
- 球拍類貨品95折優惠

註：優惠不適用於指定品牌、優惠停用之貨品及合作專櫃 

2412 1809
www.sportshouse.com.hk

其 他

天恩眼鏡
- 正價眼鏡8折優惠

註：優惠不適用於DIESEL、Ed Hardy、Oakley、所有特
價眼鏡、鏡片、隱形眼鏡及藥水

2899 0569

葆露絲
- 正價功能內衣7折優惠(只限購買1件貨品)
- 免費「一對一塑身教室」課程(價值

HK$500)

註：7折優惠不適用於護臀褲系列 • 優惠只適用於女士及只
限使用各項優惠1次；課程必須預約

2832 2902
www.bonluxe.hk 

ELLE Kids
- 惠顧可獲免費Kidea會籍(價值HK$500)

2991 6111
www.striderite.com.hk

運動服飾

Stride Rite
- 惠顧可獲免費Kidea會籍(價值HK$500)

2991 6111
www.striderite.com.hk

Toonsland
- 惠顧可獲免費Kidea會籍(價值HK$500)

2991 6111
www.striderite.com.hk

C.P.U.
- 指定正價貨品9折優惠

註：優惠不適用於指定品牌、優惠停用之貨品及合作專櫃

2412 1809
www.facebook.com/cpuhk

Kingkow
- 正價貨品9折優惠

註：優惠不適用於公價貨品及配飾

2815 3886
www.kingkow.com

孩童服飾

時尚服飾



茂昌眼鏡
- 眼鏡架、鏡片及太陽眼鏡架8折優惠

註：優惠只適用於香港分店 • 優惠不適用於公價貨品、減
價貨品、顏色隱形眼鏡、即棄隱形眼鏡及隱形眼鏡藥水

2795 0288
www.hkoptical.com.hk

眼鏡88
- 正價貨品9折優惠

註：優惠只適用於香港分店 • 優惠須作全數付款 • 優惠不適
用於即棄隱形眼鏡、藥水、真金眼鏡及特價貨品(包括套餐優
惠)或雜項和HK$200及HK$320鏡片券

2113 2363
www.optical88.com

莎娜美
- 惠顧正價貨品滿HK$800或以上，可享9折優

惠 

2462 5068
www.satami.com.hk

世界視力
- 正價貨品88折優惠

註：優惠不適用於公價貨品

2110 9882
www.theworld.com.hk 

其 他

時尚服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