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價珠寶鑽飾88折

不適用於購買足金及鉑金產品、現金禮券、手錶、推廣、特價及授權產品

     2766 3693       www.3d-gold.com

正價貨品95折

     3580 1070 / (853) 8801 2652       www.accakappa.com

購買正價肉類產品滿HK$300可享9折

     2815 6969 / (853) 2836 6169       www.bch.hk

南商提款卡2019全年商戶禮遇

由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憑南商提款卡於香港及澳門精選商戶簽賬尊享下列精選禮遇：

‧購買足金類產品可享手工設計費8折
‧購物可以換購價選購指定首飾一件

不適用於香港迪士尼樂園分店、T MARK分店、HEARTS ON FIRE專門店及專櫃
‧可與幸福禮金卡同時使用‧不可與金會或珠寶會標會、周大福發出之回贈禮券或
營銷推廣禮券同時使用‧不適用於購買金粒、黃金類投資產品、企業禮品客訂及
其他客訂貨品

     2526 8649       www.chowtaifook.com

指定貨品95折

     2201 8668       www.colourmix-cosmetics.com

香港及澳門 香港



珠寶鑽飾標價88折

不適用於金類貨品、金條、金粒、鉑金飾品、18K金飾品、銀器、推廣貨品、
更換貨品及購買禮券

     2745 4647       www.cssjewellery.com

正價鞋履及手袋95折

不適用於童裝、銀包、皮帶及鞋履護理用品

     3656 9275       hk.ecco.com

購買指定單一正價貨品滿HK$2,000即減HK$100

     2555 5788       www.fortress.com.hk

正價貨品95折

     www.elsalee.fr

正價貨品9折

不適用於襪款

     2369 6339       www.fila.com.hk

‧正價貨品9折
‧減價貨品額外95折

不適用於鴨脷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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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7 7009       www.geox.com

正價貨品95折

     www.garel.fr

香港及澳門 香港



以優惠價HK$538購買靈芝孢子粉(65g)(原價HK$850)

     2580 1560       www.kaitai-hk.com

購買正價貨品滿HK$10,000可享9折

     2285 7288       www.linksoflondon.com

正價鞋履手袋9折

     2489 8005       www.joy-peace.com

指定貨品95折 

     2201 8679

正價貨品9折

     2581 2666       www.maudfrizon.com

正價貨品95折

不適用於旅行配件

     www.samsonite.com.hk

正價鞋履9折

不適用於第一城分店

     2612 0003

香港及澳門 香港

正價貨品9折

     2323 9802 / (853) 2850 1062       www.mrcollection.co



購買Ultimune系列產品滿HK$1,000(優惠組合除外)可獲贈
White Lucent深層亮白修護組合一份(價值HK$460)
包括：亮白豐盈潔面泡沫30ml一支、深層亮白保濕乳液30ml一支、
深層亮白健膚水25ml一支及抗黑眼圈美白眼霜5ml一份

     www.shiseido.com.hk

購物滿HK$500(工具除外)可獲贈潤白美肌防曬乳液旅行裝
(價值HK$180)

     2866 3776       web.sofina.com/hk

‧單一簽賬購買音樂書籍、CD及DVD滿淨價HK$300
可享9折
‧單一簽賬購買結他及結他擴音器滿淨價HK$10,000可享
額外95折

不適用於指定貨品 
     香港島2519 0238  九龍2762 6900  新界2602 3829  澳門 (853) 2851 2828
     www.tomleemusic.com.hk

‧正價貨品85折
‧7折或以上貨品額外95折

     2310 8837       www.veeko.com.hk

香港及澳門 香港

購買正價貨品滿HK$1,500可享9折

不適用於手錶及香氛系列‧不適用於東薈城名店倉分店

     2301 1288       www.tommy.com



南商提款卡全年消費優惠

正價貨品95折

     2599 2399       www.armani.com

指定正價貨品9折

不適用於指定品牌、優惠停用之貨品及合作專櫃

     2412 1809       cpuhk

Café bord de Mer & Lou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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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節、母親節、父親節、平安夜及除夕
‧加一服務費以原價計算

     2295 8288       www.aubergediscoverybay.com

購買正價產品滿HK$2,200可獲贈有機護膚試用裝四件

     2882 5218       beyorgbeauty.com

正價貨品9折

只適用於香港分店

     2810 7896       www.chicco.com.hk

南商提款卡2019全年商戶禮遇

由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憑南商提款卡於香港及澳門精選商戶簽賬尊享下列精選禮遇：

香港及澳門 香港



南商提款卡全年消費優惠
正價鞋履9折

不適用於皇后大道中、海富中心、Mall Plus、和富薈、元朗勤業樓、愉景新城及
新港城中心分店

     2612 0003

免開瓶費(原價HK$50/瓶)

敬請於預約時說明使用優惠

     6110 8933       一登龍門

購買單一正價貨品滿HK$2,000即減HK$200

不適用於指定貨品

     6283 9099       www.cmk.hk

正價貨品95折

不適用於LEGO及寄售品牌

     2505 8982       www.d-mop.com

正價貨品9折

只適用於旗艦店

     2742 0800       www.eikowada.com.hk

香港及澳門 香港

新價乾貨燕窩產品9折

     2815 5811       www.nest1964.com

‧正價貨品及飲品9折
‧以優惠價HK$388體驗Aqua Power瞬間補濕療程
    (75分鐘)一次(價值HK$1,720)(敬請預約‧只適用於女性新客戶
     ‧須於購買日起計一個月內完成)

     3182 7777       www.glycel.com



南商提款卡全年消費優惠
上午11時30分後堂食主餐牌95折

只適用於K11分店‧不適用於午市定食、下午茶餐、學生餐及套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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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8 0218

鏡架、光學鏡片及太陽眼鏡9折

不適用於隱形眼鏡及藥水

     2795 0288       www.hkoptical.com.hk

Osteria 意大利餐廳/龍苑中菜廳
午市及晚市8折

Bistro on the Mile
午餐、下午茶、晚餐及宵夜自助餐8折

夏利吧
非歡樂時光時段餐飲8折

敬請預約‧不適用於元旦、情人節、母親節、平安夜、聖誕節及除夕
‧不適用於宴會及廳房用膳

     2369 3111       www.higoldenmile.com

購買龜苓膏套票一套可額外獲贈HK$10現金禮券兩張

只適用於香港分店

     2442 1882       www.hkhls.com

香港及澳門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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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0 2206       www.hungfooktong.com

上午11時30分後堂食主餐牌95折

只適用於康怡廣場分店‧不適用於午市定食、下午茶餐、學生餐及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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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8 0218       www.watami.com.hk



南商提款卡全年消費優惠
正價貨品95折

     6133 4022       www.maplefashion.com

購物可獲贈精美禮品一份

     2739 2333       www.princejewellerywatch.com

正價貨品9折

不適用於配飾‧只適用於香港分店

     2111 8815       www.momonittu.com

購買正價貨品滿HK$2,000可享95折 

不適用於配件

     2422 0100       www.privateshop.com.hk

香港及澳門 香港

中醫診症服務診金半價(FS45)

只適用於指定中醫醫療中心‧不適用於配藥收費‧藥物治療(基本藥粉或中草藥)
每劑量HK$90起

     8301 8301       www.qhms.com/yro

卓健醫療中心       8301 8301
以優惠價HK$1,300注射生蛇疫苗(原價HK$1,500)(CL93)

只適用於年滿50歲的客戶‧已包括接受疫苗注射前進行的醫生會診

卓健醫療體檢中心       8100 8138
指定男女體格檢查計劃及婚前尊貴全面健康檢查(FR41)85折
指定體格檢查計劃包括：白金(CL85/CL84)、行政人員(CL87/CL86)、
尊貴全面(CL89/CL88)及精選體格檢查計劃(CL91/CL90)

敬請預約‧只適用於年滿18歲的客戶

     www.qhms.com/yro



南商提款卡全年消費優惠
‧正價貨品9折
‧減價貨品額外95折

不適用於高級訂製系列、限量版、腕錶系列、特別套裝及補充配件

     2994 0823       www.st-dupont.com/hk

‧正價男/女戶外運動服飾鞋履及手袋9折
‧正價家品及電器貨品95折
‧購物可成為會員

不適用於指定貨品

     2830 1016       www.sincere.com.hk

購買正價貨品滿HK$800可享9折

     2361 8989       www.satami.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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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2 1809       www.sportshouse.com

香港及澳門 香港

9折

     2117 1140       www.thann.com.hk

正價貨品9折

不適用於購買禮券及節日禮品

     2696 6969       peninsulaboutique.com

購買正價貨品滿HK$3,800可享9折
     2785 6308       www.viviennetam.com



南商提款卡全年消費優惠
上午11時30分後堂食主餐牌95折

只適用於皇室堡、萬宜商場、始創中心、奧海城、宇晴滙、1亞太中心、黃埔花園、
V city、荃灣廣場、新港城中心及置富第一城分店‧不適用於午市定食、下午茶餐、
學生餐及套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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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8 0218       www.watami.com.hk

購買正價貨品滿HK$6,000可享95折

不適用於LEGO及寄售品牌

     2505 8982       www.y-3.com

網上預定可享8折

     www.wifibb.com

香港及澳門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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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除特別註明外，優惠有效期由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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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