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一至四堂食晚膳9折

只適用於晚上6時至11時‧不可與YOKU MOKU會員卡同時使用
‧不適用於加一服務費‧不適用於公眾假期

2865 0355

惠顧滿HK$150可享9折

不適用於購買禮券、優惠組合(如買1送1、HK$10/3件等)及換購貨品
‧不可與VIP卡同時使用‧不適用於機場分店及優惠店‧只適用於香港分店

www.okashiland.com
2797 9967

御花園咖啡室 / 富豪金殿 / Alto 88 食品9折

敬請預約‧每次最多12位顧客使用‧只適用於堂食‧不適用於茶芥、瓶裝酒及烈酒、
飲品、宴會、特別推廣食品及菜單、廳房用膳及預售門票之項目‧加一服務費以原價
計算‧不可與免費泊車同時使用‧富豪金殿優惠不適用於2018年2月13日至18日、
5月12日至13日、6月16日至17日、9月23日至24日、12月15日、16日及22日
‧御花園咖啡室及Alto 88優惠不適用於2018年1月1日、2月14日、5月13日、
12月24日至26日及31日

www.regalhotel.com
2890 6633

南商提款卡全年消費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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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南商提款卡客戶於香港及澳門精選商戶簽賬尊享全年消費優惠。

餐飲美饌

堂食主餐牌95折

只適用於皇室堡、利舞臺廣場、黃埔花園、尖沙咀誠信大廈、奧海城、始創中心、
觀塘1亞太中心、新港城中心及V city分店‧不適用於早餐、午市定食、下午茶餐、
學生餐及任何套餐‧每檯每次只限使用優惠一次，每檯賬單以登記入座時人數為準，
恕不接受分單

www.watami.com.hk
3158 0218

正價貨品9折 www.fookmingtong.com
2295 0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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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尚服飾

正價貨品9折

只適用於旗艦店

www.eikowada.com.hk
2742 0800

正價貨品9折

不適用於聯乘系列及限量貨品‧不適用於東薈城分店

www.evisu.com

鏡架、鏡片及太陽眼鏡9折

不適用於指定貨品、配飾及隱形眼鏡產品

www.puyi.com
2700 8833

正價貨品9折 www.maudfrizon.com
2581 2666

正價貨品95折

只適用於香港分店

www.ll-porter.com
2735 8000

南商提款卡全年消費優惠

由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南商提款卡客戶於香港及澳門精選商戶簽賬尊享全年消費優惠。



時尚服飾

‧指定正價貨品9折
‧球拍類貨品95折

不適用於指定品牌、優惠停用之貨品及合作專櫃

www.sportshouse.com
2412 1809

正價貨品額外95折

不適用於指定貨品‧可與基本折扣同時使用

www.twist.hk
2797 2111

‧正價貨品85折
‧7折或以上減價貨品額外95折

www.veeko.com.hk
2310 8837

正價貨品9折 

不適用於皮具護理產品

www.staccato.com
2785 9011

正價鞋履手袋9折 www.joy-peace.com
2489 8005



免費護膚或彩妝服務一節，完成後可獲贈
試用裝一份

敬請預約

www.clinique.com.hk
2378 0641

南商提款卡全年消費優惠

由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南商提款卡客戶於香港及澳門精選商戶簽賬尊享全年消費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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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yorgbeauty.com
2882 5218

指定貨品95折

購買正價貨品滿HK$2,200可獲贈
有機護膚旅行套裝一份

www.colourmix-cosmetics.com
2201 8668

購物可享升級版手部護理一次 (價值HK$320)

敬請預約

www.jurlique.hk
2408 9797

‧資生堂專業護髮產品、理髮及
    美髮服務85折
‧頭髮及頭皮護理、美容及美體療程8折

www.lamodsalon.com
2881 1092

美容護膚

首次惠顧購物滿HK$1,000可享9折及
獲贈迎新禮品一份

(BEAUNESS化妝水S迷你裝一支(30ml)及Herb Mask面膜N迷你裝(20g)一個，
價值HK$240)

www.menard.com.hk
3426 3866



美容護膚

購買正價彩妝產品滿HK$200可享85折 www.tonymoly.com.hk
2790 0781

‧以優惠價HK$550購買Ultimune紅妍 
肌活眼部精華組合一份(總值: $820) 

包括：Ultimune紅妍肌活眼部精華(15ml)、White Lucent亮白豐盈潔面
泡沫(30ml)、White Lucent深層亮白健膚水(25ml)及 White Lucent抗黑眼圈
美白眼霜(5ml) 

‧購物滿HK$1,500(其中須包括Vital-Perfection產品兩件)
可獲贈全效美白健膚組合一份(總值: $710)

每人只限享用一次‧不適用於優惠組合 
包括：全效無痕修護潔面泡沫(30ml)、全效無痕美白乳液 (30ml)、 全效無痕美白
健膚水(25ml)及 全效無痕亮白精華素(10ml) 

www.shiseido.com.hk 

‧購買正價天然健康食品即減HK$50
    (只適用於專櫃及專門店)
‧首次惠顧可以優惠價HK$380體驗75分鐘日本皇室御用
    氣功穴位 美容治療按摩療程(原價HK$1,560)，完成後可全數
    換購正價貨品

    不適用於特價品及優惠套裝‧只適用於銅鑼灣邊寧頓街18號18樓、尖沙咀美麗華
    廣場6樓、觀塘1亞太中心27樓及沙田新城市商業大廈9樓‧須致電2972 2833預約

www.squina.com
2882 4884



南商提款卡全年消費優惠

由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南商提款卡客戶於香港及澳門精選商戶簽賬尊享全年消費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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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agatha.fr
3529 6777

正價貨品88折

不適用於足金及鉑金產品、鑽飾禮券、手錶及授權產品

正價貨品9折 

不適用於K金產品及網上購物‧只適用於香港分店

www.3d-gold.hk
2766 3693

珠寶鐘錶

www.chowtaifook.com
2526 8649

購買正價貨品滿HK$10,000可享9折

不適用於葵涌分店

‧購買足金類貨品可享手工設計費8折
‧以換購價購買指定首飾一件

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包括金會或珠寶會標會、周大福發出之VIP回贈禮券或
推廣禮券)‧不適用於購買金粒、投資產品黃金類、企業禮品客訂及其他客訂貨品
‧可與幸福禮金卡同時使用‧不適用於香港迪士尼樂園分店

www.linksoflondon.com
2285 7288 

www.lukfook.com
2710 9368

鑽石、天然翡翠、珍珠、寶石或K金首飾92折

不適用於定價、特價、尊享價、授權、精品廊、黃金及鐘錶貨品

購物滿HK$3,000可享9折 www.monicavinader.com
3568 6628

正價珠寶9折

不適用於Estrella鑽飾、未鑲嵌鑽石、K金、足金、鉑金、定價、換購貨品及訂單貨品

www.tslj.com
2628 6228



南商提款卡全年消費優惠

由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南商提款卡客戶於香港及澳門精選商戶簽賬尊享全年消費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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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airland.com
2206 3388

正價貨品95折

不適用於限量及指定貨品

正價貨品95折

www.cathkidston.hk
2310 6073

生活消閒

購買正價產品滿HK$10,000可獲贈
Spinex II 3D迴旋按摩器 (型號：SPX-520) 一件(價值HK$799)

不適用於香港百貨專櫃‧不適用於購買配件、繳付維修及零件費、
運費及其他服務費用

www.otobodycare.com
2549 4611

正價貨品9折

不適用於旅行配件

www.samsonite.com.hk
3753 6789

‧男/女服飾鞋履及手袋正價貨品9折
‧家品及電器正價貨品95折
‧購物可成為會員

不適用於指定貨品

www.sincere.com.hk
2830 1016

指定貨品95折

不適用於6及12個月分期付款

www.giormani.com
2688 2072



南商提款卡全年消費優惠

由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南商提款卡客戶於香港及澳門精選商戶簽賬尊享全年消費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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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價乾貨燕窩產品9折 www.nest1964.com
2815 5811

購物滿港幣HK$600可獲贈NS紐西蘭
三葉草蜜(250克) (價值HK$82) 

不適用於參茸櫃產品、冬蟲夏草、天然燕窩、百子櫃、藥材、海味、罐裝鮑魚、奶粉、
嬰兒用品、專櫃、換購品、公價品、部份折實價貨品及禮券‧不適用於感謝日 

www.crcare.com.hk
2839 1100

保健養生

 www.ibnest.com
2390 6668

‧正價冬蟲夏草78折(一両起)
‧正價乾燕窩9折(一両起)

只適用於香港分店(專櫃除外)‧不可與斤裝批發產品、大量購買批發優惠、
會員或聯營推廣優惠、及現金券同時使用‧不適用於網上及電話訂購

每購買解毒除濕藥製龜苓膏套票或
清熱解毒靈芝龜苓膏套票一套(10張)，
可獲贈同款龜苓膏一盅

www.hungfooktong.com
2920 2206



保健養生

‧以優惠價HK$2,600注射2合1 HPV疫苗
     (3針)(原價HK$2,900-HK$3,200)(EU30)

‧以優惠價HK$3,200注射4合1 HPV疫苗
     (3針)(原價HK$3,500-HK$3,800)(CL92)

‧以優惠價HK$4,800注射9合1 HPV疫苗
     (3針)(原價HK$5,100-HK$5,500)(DN40)

‧以優惠價HK$1,300注射生蛇疫苗
     (原價HK$1,400-HK$1,500)(CL93)

已包括客戶於接受疫苗注射前進行的醫生會診

 www.qhms.com
8301 8301

www.euyansang.com.hk
2544 3308

正價貨品95折

不適用於購買禮券‧只適用於香港分店(網店、綜合醫療中心、郵輪碼頭、
郵輪分店展銷會除外)

正價降宣茶及深海魚油軟膠囊買一送一 www.tongrentang.com.hk
2972 4022



南商提款卡全年消費優惠

由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南商提款卡客戶於香港及澳門精選商戶簽賬尊享全年消費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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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hicco.com.hk
2810 7896

正價貨品9折

只適用於香港分店

單一購買正價貨品滿HK$800可享95折 www.eugenegroup.com.hk
2811 4522

兒童天地

購物滿HK$3,000即減HK$150

購買正價貨品滿HK$2,000即減HK$100

不適用於手機、Apple產品及平板電腦

影音電器

 www.uthk.com
3173 2555

 www.cyeshop.com
2349 9111

購買單一正價貨品滿HK$2,000即減HK$200

不適用於指定貨品

 www.cmk.hk
6283 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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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塘及荃灣人氣电器店、銅鑼灣崇光及尖沙咀東陳列室

 www.panasonic.hk
2833 0955



南商提款卡全年消費優惠

由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南商提款卡客戶於香港及澳門精選商戶簽賬尊享全年消費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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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hicco.com.hk
2810 7896

正價貨品9折

只適用於香港分店

單一購買正價貨品滿HK$800可享95折 www.eugenegroup.com.hk
2811 4522

兒童天地

購物滿HK$3,000即減HK$150

購買正價貨品滿HK$2,000即減HK$100

不適用於手機、Apple產品及平板電腦

影音電器

 www.uthk.com
3173 2555

 www.cyeshop.com
2349 9111

購買單一正價貨品滿HK$2,000即減HK$200

不適用於指定貨品

 www.cmk.hk
6283 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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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塘及荃灣人氣电器店、銅鑼灣崇光及尖沙咀東陳列室

 www.panasonic.hk
2833 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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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消費優惠條款及細則：
1. 此優惠適用於卡號以62開頭的南商提款卡(下稱「南商提款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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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特別註明外，優惠有效期由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包括首尾兩日。
3. 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下稱「本行」)、銀聯國際有限公司(下稱「銀聯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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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持卡人必須於預約、點菜或付款前說明使用南商提款卡，並使用該卡通過銀聯網絡簽賬，方可享用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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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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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本行對參與商戶提供的食品、產品及服務質素概不承擔任何責任，商戶將負上所有食品、產品及服務的法
律責任。

14.本行及銀聯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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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如有任何爭議，本行、銀聯國際及參與商戶保留最終決定權。
16.如此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版有所差異，一概以中文版為準。

一般條款及細則： 
‧本行產品、服務與優惠受有關條款約束，詳情請參閱相關宣傳品或向本行職員查詢。 
‧本行保留隨時修訂、暫停或取消本行產品、服務與優惠以及修訂有關條款的酌情權而毋須事先通知。 
‧如有任何爭議，本行保留最終決定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