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消費優惠

由即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期間，於香港及澳門地區

消費尊享無盡的全年消費購物優惠。

香港

正價貨品83折

註：不適用於指定及減價貨品

TWIST
www.twist.hk2797 2111



指定正價貨品9折

www.alvieromartini.it3695 3388



Alviero Martini 1A Classe

正價貨品9折

BeLLE
www.hk-belle.com



www.sportshouse.com.hk2412 1809

指定正價貨品9折

球拍類貨品95折

 註：不適用於公價貨品、特定指明之貨品及合作專櫃

運動家

指定正價貨品9折

註：不適用於公價貨品、特定指明之貨品及合作專櫃

C.P.U.
www.sportshouse.com.hk2412 1809



指定正價貨品9折

註：不適用於公價貨品、特定指明之貨品、維修及保養項目

BIRKENSTOCK
www.sportshouse.com.hk2412 1809



正價貨品9折

註：不適用於即棄隱形眼鏡、藥水、特價(包括套餐優惠)、公價貨品及雜項

眼鏡88


www.optical88.com2113 2363

指定正價貨品9折

註：不適用於公價貨品及特定指明之貨品

Onitsuka Tiger
www.sportshouse.com.hk2412 1809



正價貨品9折

Mousse
www.mousse.com.hk 2323 3860



正價貨品85折

註：不適用於公價及寄售貨品

mi�y x 2%
www.2percenthk.com2371 2705



正價貨品88折 (皮鞋護理產品除外)

le saunda
www.lesaunda.com.hk2518 1559



購買鏡架連鏡片或太陽眼鏡，可獲贈精美禮品一份

註：不適用於公價貨品、配件及隱形眼鏡產品

溥儀眼鏡

www.puyi.com2700 8833



PRO CAM-FIS
www.procam-�s.com.hk2407 9222

正價貨品9折

www.shutalk.com3996 8009

正價貨品9折

減價貨品額外95折

ShuTalk

Catalog
www.cataloghk.com2310 6251

指定正價貨品9折

註：不適用於公價及寄售貨品

Marathon Sports
www.imarathon.com2310 6251

指定正價貨品9折

註：不適用於公價及寄售貨品

莎娜美
www.satami.com.hk2462 5068

購買正價貨品滿800港元，可享9折

www.toninolamborghini.com.hk2317 3686

正價貨品9折

減價貨品額外95折 (5折或以下貨品除外)

 註：不適用於手錶、首飾及指定配飾產品

林寶堅尼

LEO
www.leo1980.com2300 2557

正價貨品9折

www.nikijodi.com2334 7208 

購買正價貨品滿1,500港元，可獲贈禮品一份 (價值400港元-600港元)

購買正價貨品滿2,500港元，可獲贈禮品一份 (價值700港元-1,200港元)

NIKI JODI

www.cobointl.com2334 7208 

購買正價貨品滿2,500港元，可獲贈禮品一份 (價值1,000港元)

購買正價貨品滿3,500港元，可獲贈禮品一份 (價值1,300港元)

COBO International

www.coboblu.com2334 7208 

購買正價貨品滿1,500港元，可獲贈禮品一份 (價值600港元-800港元)

購買正價貨品滿2,500港元，可獲贈禮品一份 (價值1,000港元-1,300港元) 

COBO blu

kipling
www.kipling.com2953 6188

正價貨品兩件95折、三件9折

Undercover
2959 0788

購物滿200港元，可享20港元折扣

Kate
www.kate-hk.com2572 9998

正價貨品85折

www.veeko.com.hk 2310 8837 

正價貨品85折

減價期間7折或以上貨品額外95折 

Veeko服裝專門店

www.veeko.com.hk 2310 8837 

正價貨品85折

減價期間7折或以上貨品額外95折 

Wanko服裝專門店

指定正價貨品9折

註：不適用於公價貨品、特定指明之貨品及合作專櫃

Rabu Rabu / Matchbox
www.sportshouse.com.hk2412 1809



正價貨品85折

註：不適用於公價及寄售貨品

2%
www.2percenthk.com2371 2705



正價貨品85折

註：不適用於公價及寄售貨品

+ - × ÷ / th:
www.2percenthk.com2371 2705



trippen
www.trippen.com.hk3543 1212

正價鞋履95折

註：不適用於訂製鞋履、配飾及手袋

www.musegrouphk.com3162 4884

正價貨品9折

musé全新天然水晶鑽飾8折

musé



www.mi-tu.com8108 6811

mi-tu / mi-tu moda 
正價貨品9折

正價貨品9折 (公價貨品除外)

Sports Corner


3512 2730





www.magfashiongroup.com8108 6811

Sinequanone
正價貨品9折

減價貨品額外95折 (指定特價貨品除外)

MOISELLE / GERMAIN / mademoiselle /
COCCINELLE / SEQUOIA

www.moiselle.com.hk / www.germainstudio.com /
www.mademoiselle.com.hk / www.coccinelle.com / www.sequoiaparis.com 

2103 7898

正價貨品9折

註：不適用於晚裝、皮草、減價及公價貨品

JESSICA RED / WEEKEND WORKSHOP
www.toppy.com.hk2943 2115

正價貨品9折

購買鏡架連鏡片或太陽眼鏡，可獲贈精美禮品一份

註：不適用於公價貨品、配件及隱形眼鏡產品

www.puyi.com2700 8833



零一零眼鏡店 / Cutler and Gross /
Linda Farrow Gallery / VAULT





www.magfashiongroup.com8108 6811

Manila Grace / KOOLABURRA / 
Hotel Particulier / MAGin
正價貨品9折

減價貨品額外95折 (指定特價貨品除外)

Nautica
www.nautica.com.hk2279 3300

購買正價服裝滿500港元，可享9折

註：不適用於東薈城分店

Tommy Hilf iger / Tommy Hilf iger Childrenswear /
Tommy Hilf iger Denim

2301 1288

正價貨品9折

註：不適用於定價貨品、手錶及香氛系列

www.courcarre.com.hk2317 3680

正價貨品9折

減價貨品額外95折 (5折或以下貨品除外)

COUR CARRÉ

www.fxcreations.com2175 0288

正價貨品9折

8折或以上減價貨品額外9折

 註：不適用於HosannArt產品系列

FX Creations

Heritage及女裝系列正價貨品9折

EVISU
www.evisu.com2234 7266



購買鏡架連鏡片或太陽眼鏡，可獲贈精美禮品一份

註：不適用於公價貨品、配件及隱形眼鏡產品

Glasstique
www.puyi.com2700 8833



www.eyesmate.com.hk2761 8191

眼鏡架85折

太陽眼鏡75折

 註：不適用於公價及減價貨品

愛視美眼鏡

GigaSports
www.gigasports.com.hk2310 6251

指定正價貨品9折

註：不適用於公價及寄售貨品

FABLES AZ
www.fablesaz.com2712 6221

正價貨品9折

註：不適用於飾物配件及鞋

茂昌眼鏡

www.hkoptical.com.hk2795 0288

鏡架、太陽眼鏡及鏡片8折

註：不適用於公價及特價貨品、隱形眼鏡及隱形眼鏡藥水

Gitti / V'cocca
正價貨品9折

www.gitti.com.hk / www.vcocca.com.hk2777 7172

www.futboltrend.com3512 2730

正價貨品9折

註：不適用於球衣印字及公價貨品

Futbol Trend / Little Corner


正價貨品9折

EPISODE / JESSICA
www.toppy.com.hk2943 2115



正價鞋及手袋9折

House of Avenues
www.houseofavenues.com.hk2422 0737



正價貨品9折

註：不適用於特價貨品‧只適用於軒尼詩道、彌敦道、元朗及新光工業大廈專門店 

EIKŌWADA
www.eikowada.com.hk2742 0800



www.spurshoes.com2111 1156

正價貨品9折

減價貨品額外97折

SPUR

正價貨品98折

周大福年青專區
www.chowtaifook.com2610 8718



Dreams London
2146 1028

正價貨品9折

周大福
www.chowtaifook.com2526 8649

正價珠寶鑲嵌類首飾/18K金/PT950鉑金/定價足金工藝精品類產品98折

註：不可與其他優惠(包括周大福會員購物優惠、金會/珠寶會標會)、各類免息分期、
周大福發出回贈禮券及其他聯營優惠或禮券付款同時使用，亦不可在大減價期間使用
‧不適用於特價貨品、禮券、金粒、散石、代理手錶、企業禮品客訂、修理費及訂金

周生生
www.chowsangsang.com2192 3123

鑲嵌珠寶首飾95折

註：不適用於純金產品、裸鑽、企業禮品、手錶及指定貨品
‧不適用於易貨及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不適用於香港迪士尼樂園小鎮珠寶店

點睛品

www.emphasis.com2192 3133

正價鑲嵌珠寶首飾93折 (純金產品及裸鑽除外)
正價貨品9折

註：不適用於維修服務及減價貨品

ToyWatch
2915 7383



正價珠寶貨品95折

註：不適用於Estrella鑽飾、未鑲嵌鑽石、足金、K金、鉑金、特價及推廣貨品

TSL | 謝瑞麟
www.tslj.com2628 6228



正價貨品9折

MALL RIVER
www.mallriver.com3998 4534



www.just925.com.hk2749 9928

正價貨品85折

減價貨品額外85折

購物滿500港元，可獲贈洗銀水及抹銀布一份 (價值100港元)

Just 925

Morellato
www.morellato.com3755 3190

正價貨品9折

名錶廊

2808 1811

購物可獲贈精美8GB USB一份

註：名額500份

www.pinkbox.com.hk3421 1800

正價18K鑽飾貨品9折

999.9金貨品設計費9折

 註：不適用於證書貨品、戒指托、吊墜托、指定及減價貨品

PINKBOX

六福珠寶

www.lukfook.com2710 9368

鑽石、天然翡翠、珍珠、寶石及K金首飾92折

註：不適用於定價、特價、專利、精品廊及鐘錶貨品

www.larryjewelry.com2840 1166

正價貨品95折 (特價貨品及金鏈除外)

憑卡可享免費首飾設計 (敬請預約)、珠寶清潔及檢查服務

俊文寶石店

鎮金店

www.justgold.cc2213 0099

購買公價貨品滿3,000港元，可享100港元折扣

註：不適用於淨鏈、皮繩、非足金類擺件、金條、金幣、配件、Just Gift Card、
精選貨品、減價貨品及維修服務‧不可與其他折扣、現金券及會員折扣優惠
同時使用(Just Gift Card及新鴻基現金券除外)

購物可獲贈精美禮品一份

東方表行 / 瑞士表行

www.orientalwatch.com香港 2815 8821 中國 400 892 5595

紅茶館

www.bthhotel.com2780 6113

惠顧滿100港元，可獲贈小食一客

註：只適用於堂食‧不適用於外賣、到會及貴賓廳

惠顧滿60港元 (加一服務費前計)，可獲贈日式秘製炸雞一客

味千拉麵

www.ajisen.com.hk3972 7788



www.bch.hk2815 6969

購買正價肉類產品滿300港元，可享9折

美珍香


時尚服飾

珠寶鐘錶

餐飲美饌



「2014年消費優惠」一般條款及細則：1.優惠適用於建行（亞洲）銀聯雙幣信用卡

（下稱「銀聯卡」），白金卡優惠只適用於白金卡。2.交易必須通過銀聯網絡簽賬，

方可享用有關優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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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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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消費優惠」商戶優惠條款及細則：1.除特別註明外，商戶優惠有效期由

201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包括首尾兩日。2.商戶優惠只適用於參與商戶門市使用，

部份商戶優惠只適用於參與商戶個別分店使用。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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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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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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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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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禮品價格僅供參考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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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戶推廣優惠」（「本計劃」）條款及細則：1.除特別註明外，本計劃只適用於由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所發的信用卡（「信用卡」）（公司卡除外）

的信用卡會員（「閣下」）。本計劃只適用於推廣宣傳物品上訂明之優惠日期。建行

（亞洲）銀聯雙幣信用卡會員可於接受該卡簽賬之商戶享用有關優惠。2.閣下須以

信用卡作零售消費簽賬，方可享此推廣宣傳物品所列之優惠（「優惠」），並不得以

任何方式兌換為現金。優惠不可與其他推廣優惠同時使用。3.優惠之供應須視乎

供應量而定。所有圖片及資料只供參考，詳情請向有關商戶查詢。4.若優惠未能

供應或已被代替，本行將不作另行通知。5.本計劃之產品 /服務由有關商戶提供，

對於有關產品及服務之質素，本行概不負責。本計劃中之任何有關優惠的貨品及

服務之有效性及使用均受供應商指定的有關使用指示及條款及細則所規限。

6.本行不會充當，或負上任何產品/服務供應商（或其代理）的責任，任何有關貨品及

服務的申索、投訴或糾紛，閣下應向有關的供應商反映，並跟有關的供應商解決。

任何閣下向供應商所作的申索將不會解除該信用卡持有人對本行所承擔的付款責任或

其他責任。7.本行保留可隨時酌情更改本計劃及/或本條款及細則，或取消本計劃而

不須事先通知閣下之權利。8.本行及商戶保留就所有本計劃的分歧或糾紛的最終

決定權。

標準價貨品9折

註：不適用於香港機場分店及臨時銷售點

榮華餅家

www.wingwah.com2477 9947



福茗堂茶莊

www.fookmingtong.com2295 0368

正價貨品95折

屈臣氏酒窖
www.watsonswine.com2606 8828

單次購買葡萄酒滿3,888港元，可獲贈禮品一份 (價值400港元)

註：不適用於香檳、汽酒、烈酒及期酒‧不可與屈臣氏酒窖現金券、屈臣氏醇酒匯
現金券或其他推廣優惠同時使用

惠顧主餐牌定食，可獲贈巨峰提子活乳酸梳打一杯

註：不適用於中環及沙田分店‧不適用於公眾假期及其前夕‧只適用於堂食，不適用於
午市定食‧每份套餐只可享用優惠一次‧不可與其他折扣、推廣、餐券及宴會同時使用

銀座梅林

www.ginzabairin.com.hk2363 7733



零食物語
www.okashiland.com2797 9967

購物滿100港元，可享9折

註：不適用於禮券、優惠組合(如「買一送一」、「10港元三件」等)及換購貨品
‧不適用於香港機場分店及零食物語優惠店

購買正價清熱解毒藥製龜苓膏一盅，

可獲贈清熱除濕唧唧龜苓膏一包(價值28港元)

鴻福堂
www.hungfooktong.com2920 2206



LUCQUES tavern
www.lucquestavern.com2735 6111

堂食惠顧主餐牌菜式及飲品，可享9折

註：不適用於元旦、情人節、母親節、父親節、感恩節及聖誕假期(2014年12月21至
31日)‧每檯只可享用優惠一次

正價貨品85折 (嫁囍系列除外)

伊莎貝爾
www.isabelle.com.hk2359 9001



2263 2270 www.ritzcarlton.com/zh-cn/Properties/HongKong/Default.htm

餐廳及酒吧9折

香港麗思卡爾頓酒店

註：只適用於港澳及其他海外地區發行之銀聯卡‧敬請提前預約‧優惠不適用於2014年
1月1日及31日、2月1至3日及14日(晚餐時段)、4月5日及18至21日、5月1日、6日及
11日、6月2日、7月1日、9月8日(晚餐時段)及9日、10月1至2日、12月22日(晚餐時段)、
24至26日及31日及餐廳特殊推廣日‧不可與其他優惠及餐飲優惠券同時使用‧每次最多
十人享用‧只適用於堂食及於指定餐飲地點‧不適用於客房送餐服務‧不適用於服務費
(以原價計算)、婚宴、宴會廳、私人貴賓室之預訂服務及特別節日/推廣和派對菜單

香港

香港及澳門

除特別註明外，所有查詢電話號碼均屬香港地區(852)。

www.angel.com.hk2793 0005

購物滿港元/MOP1,000，可獲贈法國La Rochelle純美骨膠原淨白 

 修護面膜 六片裝 (價值680港元)

天使

鑲嵌珠寶首飾93折

註：不適用於純金產品、裸鑽、企業禮品、手錶及指定貨品‧不適用於易貨及
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不適用於香港迪士尼樂園小鎮珠寶店

周生生
www.chowsangsang.com2192 3123



正價套裝8折

購物滿淨價4,000港元，可成為VIP會員

COUR CARRÉ
www.courcarre.com.hk2317 3680





正價貨品92折

余仁生
www.euyansang.com.hk2544 3308



主餐牌食品9折

註：只適用於星期日至四(公眾假期及其前夕除外)‧不適用於2014年1月1日、
2月14日、12月24至26日及31日

光 日本料理

2808 0292



以優惠價188港元尊享上唇或腋下激光脫毛療程一次

註：只適用於18歲或以上新顧客，並須出示身份証明文件作核對‧敬請預約

康橋優年醫學

www.hkmedspa.com2881 5400



正價貨品9折

HONEY BERRIE
www.honeyberrie.com2366 0060



www.bonbonail.com / www.nailnail.com.hk

2577 2238

所有正價美甲及護甲產品9折

生日月份惠顧美甲服務，可享85折

 註：敬請預約‧每人只可享用生日月份優惠一次‧不適用於公眾假期及其前夕、
2014年1月15至31日及12月10至31日(只限in NAIL NAIL)

bonboNAIL
2577 2880in NAIL NAIL

購買正價貨品滿2,000港元，可享85折

英格蜜兒
www.imparis.com2581 2666



購物滿港元/MOP15,000，正價貨品9折，減價貨品95折，

並可獲贈貴賓卡一張 (特價及5折以下貨品除外)

義莎
www.isaboutique.com2366 5820 / (853) 2832 2663



2701 7233

正價貨品9折 (配件、氣體及筆芯除外)

減價服裝額外9折 (4折或以下貨品除外)

其他減價貨品額外95折 (5折或以下貨品除外)

JET 8 S.T.Dupont PARIS

正價貨品9折 (特價貨品及金鏈除外)

俊文寶石店
www.larryjewelry.com2840 1166



lukfook.com2710 9368

購物可獲贈VIP會籍一個及即時尊享以下優惠：
 鑽石、天然翡翠、珍珠、寶石及K金首飾88折 (定價、特價、專利、精品廊及
  鐘錶貨品除外)
 定價及Ice g.貨品95折

六福珠寶

購買正價貨品滿500港元，可享85折

ORGANIC BEAUTY
www.organicbeauty.com.hk2543 7000



正價貨品92折

註：不適用於書券、雜誌、玩具、精品、減價及公價貨品

Page One
www.pageonegroup.com2730 9080



購買百成堂純正野生冬蟲夏草丸或百成堂純正野生冬蟲夏草粉(38克)

一盒，可獲贈300港元現金禮券

註：只適用於零售價貨品‧每張發票只可享用優惠一次

百成堂
www.pakshingtong.com2541 1882



購物可獲贈精美Parker筆一支

註：名額500份

太子珠寶鐘錶
www.princejewellerywatch.com2739 2333



2994 0823

正價服飾系列9折

正價打火機、書寫工具及皮具產品95折

 註：不適用於減價貨品、限量版、補充配件、氣體及香水

S.T.Dupont

2566 3801

主餐牌食品9折

註：只適用於星期日至四(公眾假期及其前夕除外)‧不適用於2014年1月1日、2月14日、
12月24至26日及31日



正價鞋履92折

註：不適用於訂製鞋履、配飾及手袋

trippen
www.trippen.com.hk3543 1212



www.MaBelle.com2971 2222 

MaBelle
購買正價貨品滿1,500港元，可享95折
 註：不適用於裸粒鑽石、證書及品牌鑽石貨品‧每張發票只可享用優惠一次

正價18K金珠寶首飾9折

註：不適用於品牌首飾、證書鑽石、足金貨品、腕錶及特價貨品

Masterpiece by king fook
www.kingfook.com2822 8524



www.madia.com.hk2971 2266 

MADIA
購買正價貨品滿1,500港元，可享95折
 註：不適用於裸粒鑽石、證書及品牌鑽石貨品‧每張發票只可享用優惠一次

www.lamodsalon.com2881 1092

La Môd – Salon & Hair Spa
剪髮服務85折

電/染/數碼直曲髮8折

卡詩頭皮/頭髮護理療程85折

首次Skin Ceuticals面部療程半價

Kérastase及Skin Ceuticals產品8折

Tristar Worldwide Chau�eur Services
www.tristarworldwide.com3753 7700

商務時租包車每三小時送一小時

豪華轎車往返香港國際機場及香港各區接送服務8折
 九龍往返香港機場600港元起
 其他地區往返香港機場700港元起

 註：須提前以電話或電郵hk.reservations@tristarworldwide.com預訂，須視乎供應情況 
而定‧必須透過電話進行付款

正價18K金珠寶首飾9折

註：不適用於品牌首飾、證書鑽石、足金貨品、腕錶及特價貨品

景福珠寶

www.kingfook.com2822 8524



白金卡客戶尊享優惠

www.nailnail.com.hk2970 3033

所有正價美甲及護甲產品9折

生日月份惠顧修趾甲服務，可獲贈修指甲服務一次

 註：敬請預約‧只適用於星期日至四‧不適用於公眾假期及其前夕、2014年1月15至 
31日及12月10至31日‧每人只可享用生日月份優惠一次

NAIL NAIL

www.toninolamborghini.com.hk2317 3686

正價服裝產品8折

林寶堅尼

www.mandarinoriental.com/excelsior

餐饗85折

香港怡東酒店

一樓咖啡室

雙城吧

ToTT's and Roof Terrace

Cammino意大利餐廳

怡東軒

註：敬請預約‧只適用於堂食‧每次最多十二位顧客一同享用‧不適用於節慶日子，
包括農曆年初一及年初二、情人節及前夕、母親節及前夕、父親節及前夕、國慶日、
冬至(只限怡東軒)、聖誕節及前夕、除夕及所有煙花日‧不適用於加一服務費
(以原價計算)‧不適用於飲品、煙葉、筵席、會議、婚宴、貴賓房及食肆內其他
食品以外之消費

2837 6781
2837 6782
2837 6786
2837 6780
2837 6790

www.waiyuentong.com2727 8911

購物滿折實價50,000港元，可享2,000港元折扣

購物滿折實價30,000港元，可享1,000港元折扣

位元堂

建行（亞洲）銀聯雙幣信用卡
尊享2014年簽賬禮遇

www.asia.ccb.com

歡迎下載
建行(亞洲)App
Download CCB (Asia) App

建行(亞洲)銀聯雙幣信用卡
2 4 小 時 客 戶 服 務 熱 線
CCB(Asia)UnionPay Dual Currency Credit Card 
24-Hour  Customer  Serv ice   Hot l ine

317 95568

若閣下日後不欲收到本行的宣傳推廣，請致函香港七姊妹道郵政信箱

60126號，並表明閣下選擇不收取的（i）宣傳推廣產品類別（即信用卡產品或

其他銀行產品）；及（ii）宣傳推廣種類（即郵件、電郵、電話短訊或來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