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價朱古力產品9折

不適用於婚禮系列

     www.agnesb-happyb.com.hk/en

堂食惠顧滿HK$500可享9折

加一服務費以原價計算‧每枱每次只限使用一次，恕不接受分拆或合併賬單
‧不適用於Deliveroo外賣平台

     2377 2733       www.beppu.com.hk/ajinotei-amayaki

輕怡自助午餐及半自助晚餐85折
午市及晚市全自助餐9折

只限最多12位用膳‧不適用於公眾假期及前夕、情人節、母親節、父親節、
中秋節、平安夜及除夕‧不適用於加一服務費

     2295 8288       www.aubergediscoverybay.com/tc

消費滿HK$200可享95折

加一服務費並以原價計算‧每枱每次只限使用一次，恕不接受分拆或合併賬單
‧不適用於Deliveroo及Foodpanda外賣平台

     2377 2733       www.beppu.com.hk/bugis

‧堂食及外賣95折
‧自助點餐額外95折

不適用於推廣或特價菜式、套餐及節日食品

     2332 5912       www.leigarden.com.hk

由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憑南商銀聯提款卡於精選商戶消費可享精彩禮遇。

南商提款卡
2020全年商戶禮遇

時尚服飾 美容護膚 珠寶鐘錶
生活消閒 保健養生 兒童天地 影音電器
餐飲美饌



堂食及外賣95折 

敬請預約‧只適用於利苑北角、旺角、觀塘、九龍灣、沙田及元朗分店
‧不適用於購買利苑現金禮券、推廣或特價菜式、套餐、宴會及節日食品

     2332 5912       www.leigarden.com.hk

帝都酒店

one+one café & bar 
‧單點菜譜9折

不適用於2020年1月1日、24至28日、2月14日、5月10日、6月21日及12月15至31日

2+2 café
‧自助午餐、下午茶自助餐及全時段自助晚餐9折

不適用於2020年1月1日、24至28日、2月14日、5月10日、6月21日及12月15至31日

櫻田日本餐廳
‧單點菜譜9折 

不適用於2020年1月1日、24至28日、2月14日、5月10日、6月21日及12月15至31日

玉庭
‧星期一至五午市/晚市單點菜譜85折 
‧星期六至日晚市單點菜譜9折

不適用於2020年1月24至28日、4月4日、10至13日、5月10日、6月21日、25日、
7月1日、10月1至2日、25至26日及12月21日、24至25日、公眾假期及其前夕

加一服務費以原價計算‧不適用於茶芥、活海鮮、外賣、套餐、私人派對或宴會
服務及購買香煙、雪茄、瓶裝飲品或酒類、門券或優惠券‧每枱最多12人享用

     2601 2111       www.royalpark.com.hk

時尚服飾 美容護膚 珠寶鐘錶
生活消閒 保健養生 兒童天地 影音電器
餐飲美饌



皇家太平洋酒店

柏景餐廳
‧自助午餐及晚餐8折
‧自選餐牌8折

     2738 2322

堤岸酒吧及餐廳
‧自選餐牌8折

     2738 2398

沙嗲軒
‧星期一至五自選餐牌85折

     2738 2368

柏景餅店
‧原個磅裝蛋糕9折

     2738 2382   

不適用於2020年5月10日及12月24至25日‧敬請訂座並說明使用優惠‧只限堂食
(柏景餅度除外)‧加一服務費以原價計算‧6位或以上訂座須繳付訂金，訂金不設退款
‧不適用於套餐、亞洲萬里通Asia Miles Dining Programme、客房送餐服務、外賣
服務、私人活動、婚宴、到會服務、香煙、雪茄、樽裝飲品/酒類及門券/禮券/贈券

    www.royalpacific.com.hk

時尚服飾 美容護膚 珠寶鐘錶
生活消閒 保健養生 兒童天地 影音電器
餐飲美饌

城景國際

Amazing、城景閣、樂雅軒
‧堂食正價食品9折

不適用於指定日子、飲品、宴會服務及廳房用膳‧加一服務費以原價計算
‧敬請訂座

     2783 3888       www.thecityview.com.hk



時尚服飾 美容護膚 珠寶鐘錶
生活消閒 保健養生 兒童天地 影音電器
餐飲美饌

Lion Rock 
‧星期一至五午市半自助餐及晚市套餐82折

不適用於2020年1月1日、25-28日、2月14日、5月8日、6月19日、10月1-2日、
12月15-31日及公眾假期

帝京餅店 
‧磅裝蛋糕82折

不適用於推廣蛋糕、2D及3D蛋糕‧不適用於2020年1月1日、12月15-31日
‧須最少3天前預訂

加一服務費以原價計算‧每次最多只限12位惠顧
‧不適用於套餐、私人宴會及婚宴‧不適用於購買香煙、雪茄、所有餐飲、禮物籃
或門票及禮券‧只限堂食及須預先訂座

     2928 8822        www.royalplaza.com.hk

帝景酒店

帝景軒
‧自助晚餐8折

不適用於2020年1月1日、12月15至31日、特別節日及公眾假期前夕
‧每次最多12位惠顧‧不適用於套餐、私人宴會及婚宴‧不適用於購買香煙、雪茄、
樽裝飲品/酒或門券/禮券/贈券‧不適用於茶芥及加一服務費

     3716 2898       www.royalview.com.hk/hk/dining/#cafe-lido

帝京酒店

帝京軒
‧星期一至五午市及晚市主餐牌82折

不適用於2020年1月1日、25-28日、5月8日、6月19日、10月1-2日、12月15-31日
及公眾假期‧不適用於茶芥

花月庭
‧星期一至五自助午餐、自助晚餐全時段及主餐牌82折

不適用於2020年1月1日、2月14日、12月15-31日



上午11時半後堂食主餐牌95折

不適用於午市定食、下午茶餐、學生餐及任何套餐‧每枱賬單以登記入座時
人數為準，恕不接受分單

     3158 0218       www.watami.com.hk

堂食消費滿HK$500可享9折

加一服務費以原價計算‧每枱每次只限使用一次，恕不接受分拆或合併賬單
‧不適用於Deliveroo外賣平台‧不適用於新世紀廣場食代館分店及澳門

     2377 2733       www.beppu.com.hk/yummy

購買葡萄酒滿HK$3,888可獲贈指定禮品一份

只適用於香港門市及網店‧不適用於香檳、烈酒及汽酒

     2606 8828       www.watsonswine.com

時尚服飾 美容護膚 珠寶鐘錶
生活消閒 保健養生 兒童天地 影音電器
餐飲美饌



南商提款卡全年消費優惠

‧指定正價貨品9折
‧指定減價貨品額外95折

     2310 6070

正價貨品95折

不適用於限量及指定貨品

    2310 6073       www.cathkidston.hk

正價貨品95折

只適用於香港分店

     www.armani.com

購物滿HK$3,000即減HK$300

不適用於公價貨品

     www.brooksbrothers.com

購買正價貨品滿HK$3,800可享9折

不適用於定價貨品‧不適用於東薈城分店

     2118 2987 / (853) 2882 7803        www.clubmonacohk.com

由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憑南商銀聯提款卡於精選商戶消費可享精彩禮遇。

美容護膚 珠寶鐘錶
生活消閒 保健養生 兒童天地 影音電器
餐飲美饌 時尚服飾

港澳

港澳

港澳

南商提款卡
2020全年商戶禮遇



南商提款卡全年消費優惠

正價貨品95折

只適用於概念店

     2310 6523       www.columbiasportswear.hk

‧正價貨品9折
‧減價貨品額外95折

不適用於尖沙咀中港城、鑽石山及東涌分店‧不適用於鞋履護理套裝、鞋墊及飾物

     www.geox.com/en-EE

正價貨品95折

     2735 8000       www.extravaganza.ws

正價貨品9折

不適用於襪款

     2369 6339       www.fila.com.hk

指定品牌正價貨品95折

只適用於概念店

     2310 6523       www.gowild.hk

指定正價貨品9折

不適用於指定品牌、特選貨品、寄售貨品及專櫃‧只適用於香港分店

     2310 6251       馬拉松：www.imarathon.com
                             GigaSports：www.gigasports.com.hk
                             Catalog：www.eshop.cataloghk.com

正價貨品9折

不適用於鞋履護理產品

     3929 0309       www.millies.com.hk

美容護膚 珠寶鐘錶
生活消閒 保健養生 兒童天地 影音電器
餐飲美饌 時尚服飾

港澳

港澳

港澳

港澳



南商提款卡全年消費優惠

正價貨品9折

不適用於Cartier品牌眼鏡產品、指定鏡片系列、隱形眼鏡、藥水、真金眼鏡及
特價貨品(包括套餐優惠)或雜項‧須全數付款方可享用優惠

     2113 2363       www.optical88.com.hk

正價鞋款9折

不適用於淘大花園、東薈城、杏花新城、元朗國華大廈及澳門永益大廈分店

     2485 8800       www.skechers.com.hk

正價貨品95折
     2735 8000       www.ll-porter.com

購買正價貨品滿HK$2,500可享9折
     www.agnesb-sportb.com

額外95折

不適用於指定及減價貨品

     2797 2111       www.twist.hk

‧正價貨品85折
‧7折或以上貨品額外95折
     2310 8837       www.veeko.com.hk

美容護膚 珠寶鐘錶
生活消閒 保健養生 兒童天地 影音電器
餐飲美饌 時尚服飾

港澳

港澳

港澳



南商提款卡全年消費優惠

優惠價HK$690購買皇牌排毒鎖水面膜套裝一份
(仙人掌鎖水滋潤面膜一盒、南瓜排毒速效面膜一盒及紅酒重塑輪廓精華油
(10毫升)一支)(原價HK$900)

     www.apivita.com/hong-kong

指定貨品95折

     2201 8668       www.colourmix-cosmetics.com

購買正價貨品滿HK$2,200可獲贈有機護膚旅行套裝一份
     2882 5218      www.beyorgbeauty.com

‧購買正價貨品滿HK$800可獲贈指定修護面膜旅行裝(15ml)
一支(價值高達HK$145)
‧首次惠顧可享香薰舒緩手部護理一次(價值HK$250)

每人限享優惠一次‧不適用於銅鑼灣崇光百貨及澳門分店

     2420 3000      www.canvasbeauty.com.hk

消費可獲贈至臻再生眼部護理一次(價值HK$320)

請與店員預約

     2408 9797       www.jurlique.hk

由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憑南商銀聯提款卡於精選商戶消費可享精彩禮遇。

珠寶鐘錶
生活消閒 保健養生 兒童天地 影音電器
餐飲美饌 時尚服飾 美容護膚

港澳

港澳

by

南商提款卡
2020全年商戶禮遇



南商提款卡全年消費優惠

‧免費20分鐘面部護理服務，完成後可獲贈護膚
試用套裝一份
‧購物並登記成為新會員可獲贈HK$100現金券一張

HK$100現金券適用於下次購物滿淨額HK$500時使用，有效期為發出日期起計3個月

     origins.hk

購物滿HK$500可獲贈潤白美肌防曬乳液SPF50+ 
PA++++ 旅行裝(9ml)一件(價值HK$180)

     2866 3776       web.sofina.com/hk

購買Ultimune系列產品滿HK$1,000可獲贈美透白
補濕修護組合一份
(White Lucent速效美透白啫喱乳霜15ml、White Lucent激亮淨白面膜一片、
淨肌防禦潔面泡沫50ml及活膚補濕防禦健膚水18ml)(價值HK$480)

不適用於優惠組合

     www.shiseido.com.hk

正價貨品9折
     2117 1140       www.thann.com.hk

‧購買正價貨品滿HK$500可獲贈蝸牛酵母修護
潔面泡沫一支(零售價HK$165)
‧購買正價彩妝貨品滿HK$300可享85折

     2790 0781       www.tonymoly.com.hk

珠寶鐘錶
生活消閒 保健養生 兒童天地 影音電器
餐飲美饌 時尚服飾 美容護膚

港澳

港澳

港澳

正價貨品及療程9折
     3689 4391       www.thann.com.hk



南商提款卡全年消費優惠

購物滿HK$1,500可獲贈多用途觸屏筆一支

     2510 5260

正價貨品9折
     3568 6628      www.monicavinader.com

購買腕錶淨值滿HK$6,000可成為瑞士天梭表尊貴會員，
並獲贈天梭表HK$100現金券兩張

只適用於新客戶

     www.tissotwatches.com

由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憑南商銀聯提款卡於精選商戶消費可享精彩禮遇。

生活消閒 保健養生 兒童天地 影音電器
餐飲美饌 時尚服飾 美容護膚 珠寶鐘錶

港澳

南商提款卡
2020全年商戶禮遇



南商提款卡全年消費優惠

正價套票9折

每次最多可購買套票四張‧只適用於正門售票處

     2849 6966      www.madametussauds.com/hong-kong

「360娛樂套票」9折
（來回標準纜車車票及景點「360VR體驗館」、「360動感影院」及「與佛同行」
入場券）

不適用於已編定之保養及維修日 ‧ 門票只限購買日當天使用 ‧ 只適用於昂坪
360東涌或昂坪纜車站售票處  ‧  開放時間可能因天氣或其他特別情況而有所更改，
請於出發前瀏覽昂坪360網頁

     3666 0606      www.np360.com.hk

‧正價男/女/戶外/運動服飾、鞋履及手袋9折
‧正價家品及電器95折
‧消費即可成為會員

不適用於指定貨品

     2830 1016      www.sincere.com.hk/department

由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憑南商銀聯提款卡於精選商戶消費可享精彩禮遇。

保健養生 兒童天地 影音電器
餐飲美饌 時尚服飾 美容護膚 珠寶鐘錶
生活消閒

標準門票8折

不適用於天際100因特別活動而關閉的日子、須另付費用的特別時段或節目及天際100
不時公佈的不適用日子，詳情請瀏覽天際100網頁‧每次最少購買兩張門票
‧門票只於購票當天有效

     2613 3888      www.sky100.com.hk

南商提款卡
2020全年商戶禮遇



南商提款卡全年消費優惠

購買正價天然營養補充食品、健康小食及沖劑9折

只適用於銅鑼灣、中環港鐵站、中環威靈頓街、上環、北角、灣仔、尖沙咀、
九龍塘、新世紀廣場、朗豪坊、紅磡、Megabox、德褔廣場、鑽石山、上水、沙田
廣場、沙田港鐵站、屯門、綠楊坊、愉景新城、葵芳、羅湖、深水埗及將軍澳分店

     3556 8686      www.catalo.com

正價貨品95折

不適用於余仁生中醫醫療中心、網上商店、專櫃、展銷會及攤位
‧不適用於購買余仁生禮券‧只適用於香港專門店

     2544 3308      www.euyansang.com.hk

卓健醫療中心
‧帶狀疱疹(生蛇)疫苗(CS Code: CL93)及9合1 HPV疫苗(3針)
(CS Code: DN40)95折

帶狀疱疹(生蛇)疫苗只適用於50歲或以上人士及已包括客人於接受疫苗注射前進行
的醫生會診‧9合1 HPV疫苗(3針)只適用於15歲或以上人士及已包括客人於接受首針
疫苗注射前進行的醫生會診

卓健醫療體檢中心
‧男士/女士體格檢查計劃95折
- 30+體格檢查 (CS code: GX68/GX65)
- 40+體格檢查 (CS code: GX69/GX66)
- 50+體格檢查 (CS code: GX70/GX67)
‧婚前尊貴全面健康檢查計劃(CS Code: FR41)85折

只適用於優惠期內之指定卓健醫療體檢中心及必須預約‧只適用於18歲或以上人士

     8100 8138      www.qhms.com/yro

由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憑南商銀聯提款卡於精選商戶消費可享精彩禮遇。

兒童天地 影音電器
餐飲美饌 時尚服飾 美容護膚 珠寶鐘錶
生活消閒 保健養生

南商提款卡
2020全年商戶禮遇



南商提款卡全年消費優惠

中醫診金半價(CS Code: FS45)

不適用於配藥。藥物治療(基本藥粉或中草藥)每劑量HK$90起

     8100 8138       www.qhms.com/yro

中成藥9折

不適用於中醫診症、配劑、治療服務及指定推廣產品‧不適用於展銷會場

     2727 8911       www.wyt.com.hk

購物可獲贈精美禮品一份

只適用於香港分店

     2901 6000       www.vitagreen.com

珠寶鐘錶
生活消閒 兒童天地 影音電器
餐飲美饌 時尚服飾 美容護膚

保健養生

港澳



南商提款卡全年消費優惠

正價貨品9折

     2810 7896      www.chicco.com.hk

正價貨品9折

不適用於公價貨品

     2786 4338      www.kingkow.com

由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憑南商銀聯提款卡於精選商戶消費可享精彩禮遇。

影音電器
餐飲美饌 時尚服飾 美容護膚 珠寶鐘錶
生活消閒 保健養生 兒童天地

南商提款卡
2020全年商戶禮遇



南商提款卡全年消費優惠

正價貨品95折

只適用於專門店‧不適用於新產品及配件

購買正價貨品滿HK$2,000即減HK$100

不適用於Apple及Bose產品

     2349 9111      www.cyeshop.com

由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憑南商銀聯提款卡於精選商戶消費可享精彩禮遇。

餐飲美饌 時尚服飾 美容護膚 珠寶鐘錶
生活消閒 保健養生 兒童天地 影音電器

‧指定正價配件88折
‧購買指定型號Mac系列可獲贈電腦袋或滑鼠套裝一份

只適用於MacBook/iPhone/iPad配件產品(指定音響產品除外）

     2331 8628 / (853) 2857 6386      www.sagroup.com.hk

‧指定正價配件88折
‧購買指定型號Mac系列可獲贈電腦袋或滑鼠套裝一份

只適用於MacBook/iPhone/iPad配件產品(指定音響產品除外）

     2628 3140      www.sagroup.com.hk

指定型號家庭電器、健康美容產品及耳筒低至8折
     2733 3888      www.panasonic.hk

港澳

南商提款卡
2020全年商戶禮遇



更多精彩優惠，請瀏覽 www.unionpayintl.com/hk/promotion/yro

一般條款及細則：
1.  除特別註明外，優惠有效期由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包括首尾兩日。
2. 優惠適用於卡號以62開頭的南商銀聯提款卡(下稱「南商提款卡」)。
3. 交易必須通過銀聯網絡結賬，方可享用優惠。
4. 持卡人必須於享用優惠前(預約、點菜或付款前)說明使用優惠。
5. 除特別註明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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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優惠或贈品並無現金價值，不可更換及不能兌換現金、其他商品或折扣。
7. 除特別註明外，每人每次只限享用優惠或換領贈品一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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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禮品價格僅供參考之用。
10. 除非另有訂明，優惠適用於商戶在香港及澳門之所有分店。
11. 如參與商戶停止營業，該參與商戶所提供之優惠將即時終止。
12. 優惠受有關商戶之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參考個別優惠內容或向有關商戶查詢。
13. 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下稱「本行」)及銀聯國際有限公司(下稱「銀聯國際」)並非所惠顧產品及服務

之供應商，故此將不會就商戶提供的產品及服務承擔任何責任。
14. 本行及銀聯國際有權隨時修改本條款及細則、更改或終止優惠，毋須就有關更改或終止另行通知持卡人，

亦恕不承擔任何有關優惠及條款更改或終止所引起的責任。
15. 如有任何爭議，本行保留最終決定權。
16. 南商提款卡須受有關條款約束，詳情請參閱本行網頁(www.ncb.com.hk/atm)及《零售銀行服務一般說

明》(www.ncb.com.hk > 銀行服務 > 個人客戶 > 其他服務 > 服務條款、規則及服務說明)。
17. 本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版本如有差歧，一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港澳 適用於香港及澳門之分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