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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logo 商店名稱 回饋說明 商店簡介

Braz Pizzaria

在 Braz Pizzaria 消費滿 200 巴西

雷亞爾或以上，可獲 10% 現金回

贈。

探索食材、啟發新食譜，在每一個細節上都表現出熱情好客。Braz

擁有 20 年歷史，並在《衛報》和《Corriere della Sera》排行榜中

躋身全球十佳薄餅之列，Braz 對薄餅充滿熱情。與您不謀而合。

聖保羅四季酒店

在聖保羅四季酒店消費滿 500 巴

西雷亞爾或以上，即可獲 5% 現金

回贈。

納克斯猶達斯的聖保羅四季酒店在南美的商業和文化強國中首次亮

相，以其豪華的住宿、高雅的酒吧、別緻的餐廳和鮮明的巴西色彩

來歡迎旅客。旅客可在我們的水療中心盡情放鬆、在室內室外泳池

鬆弛一下，並在酒店附近找到聖保羅最好的餐飲和精彩夜生活。

達斯瀑布貝爾蒙德酒

店

於達斯瀑布貝爾蒙德酒店消費滿

1,000 巴西雷亞爾或以上，可獲

5% 現金回贈。

酒店回復了 1950 年代的原有魅力，莊園風格的外觀與溫暖誘人的

室內設計互相輝映。走到外面探索一下廣闊的雕刻地面吧。您可聽

到遠處的猴子在呼喚，看到千變萬化的熱帶花卉。坐落在中央的是

一個設計典雅的泳池。泳池兩側長滿蘭花，經過一天歷險後，這裡

是暢泳怡神的好去處。

Brigadeiro Doceria

& Café

在Brigadeiro Doceria ＆ Cafe購

買任何貨品皆可獲得20％的現金

回贈。

Bia Forte希望可以透過開設Brigadeiro Doceria ＆ Cafe以展示她的

才華以及多年來她一直在學習和發明的一切。店內提供舒適的暖風

讓客人好好享受咖啡，並配以多種款式的自製糕點。

Buddha Spa
透過網站預訂Buddha Spa任何療

程均可獲得6％的現金回贈。

Buddha Spa是全國最大的水療中心，在各個城市和州都設有分

店。我們的分店位於房屋、酒店內、公寓、商場、髮型屋和健身房

，致力跟我們的客戶更接近。我們專注於健康、放鬆和美容服務，

提供超過25種療法，包括身體按摩、沐浴、高級美容護理、日間水

療，以及專門針對男性、孕婦和產後客戶的療程。Buddha Spa的

精髓在於為客人在各方面的都達到「感覺良好」。我們致力在每項

服務中不單止提供是基本的服務，並為客戶提供獨特的體驗。喚醒

5種感官是我們關懷客戶的基礎，他們享受完全專注於幸福的高標

準基礎設施：聲音、香氣和茶為我們每位治療師的專業風格錦上添

花。快來體驗我們，讓我們好好照顧你！

Casa Camolese

在餐廳和Manouche內購買門票，

並在Casa Camolese消費滿300雷

亞爾或以上即可獲得10％的現金

回贈。

從前，賽馬會裡有一個村莊，其十八世紀的建築已經荒廢了幾十

年。它位於Carpentaria藝術畫廊旁邊，經過適當複興工程後，現在

稱為Vila Portugal，這就是我們的家。在列入歷史遺產的建築物、

玻璃幕牆、外露橫樑和高聳的天花板背後，有著各種各樣的激情：

餐廳、精釀啤酒廠、高級雞尾酒、咖啡、美食店、吉普賽爵士，以

及在地下室內藏有隱秘的舞台。

Chalezinho
在Chalezinho購買任何貨品即可

獲得10％的現金回贈。

Chalezinho擁有瑞士木屋的建築風格，是一個浪漫的地方，同時也

適合各種聚會。餐廳重現了各種歐洲美食，特別是火鍋，並配以溫

暖的壁爐、花卉裝飾、祝福和豐富的細節，讓每個人都感到歡欣愉

快。現場鋼琴表演和特別的節日，使餐廳越來越能贏得顧客的心。

科帕卡巴納皇宮

於貝爾蒙德科帕卡巴納皇宮消費滿

1,000 巴西雷亞爾或以上，可獲 5%

現金回贈。

在爾蒙德科帕卡巴納皇宮，大都會的生活方式與舊世界的魅力相遇

相知。酒店採用裝飾藝術牆壁設計，內有一家標誌性的酒吧、米芝

蓮星級餐廳和植物水療中心，等待您逐一探索。里約最好的地方就

在門前。在以鑲嵌畫鋪砌的葡萄牙式行人路上漫步；在城中跳森巴

舞直至天明；或只在金色沙灘上伸展放鬆。

Emile

在里約熱內盧的Emiliano酒店的

Emile餐廳消費滿500雷亞爾，即可

享有5％現金回贈。

美食與里約熱內盧的關係非常緊密 - 苦思冥想滿足里約熱內盧的美

食愛好者和苛刻的口味。主廚Damien Montecer為Emile餐廳的菜餚使

用了由當地小型生產商和農民提供的原材料，採用了新鮮和手工的

製品，與海洋有強烈的聯繫，帶有濃烈的巴薩風味。

Emiliano

在聖保羅和里約熱內盧的所有酒店

設施中消費滿500,000雷亞爾以上，

包括住宿和消費，可獲得5％的現

金回贈。

Emiliano注重所有細節。一切都經過精心設計，為滿足你的舒適而打

造。從好客的環境到酒店員工非常友好的服務，讓你在這裡可以有

賓至如歸的感覺。

*本優惠由MasterCard國際組織提供，活動詳情及未盡事宜詳至MasterCard網站查詢www.mastercard.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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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chic Brazilian Art
在Fuchic Brazilian Art購買任何貨品

即可獲得10％的現金回贈。

FUCHIC BRASIL為你呈現巴西手工藝品的美麗和意義！ 手工製作的

產品可以改變製造者和佩戴者的生活！ 這激勵著我們，激勵我們了

解更多的工匠，並以卓越的成就完成我們的工作！ 使用巴西！ 試試

巴西！ 巴西萬歲！

Gloria Coelho
在巴西的Gloria Coelho商店購買任

何商品可獲得10％的現金回贈。

在其45年的歷史中，Gloria Coelho品牌多次獲得 Phytoervas時裝大獎

最佳時裝設計師獎、時尚目標乳腺癌大獎、2003年CFDA基金會IBC

，以及：巴西時尚最佳獎2009/2010年度設計師、2010/2011年度最佳

時裝設計師Época São Paulo雜誌獎、2013年Woman Highlight獎和2014

年第27屆Shell Theater Award最佳服裝獎。

Janeiro Hotel
於酒店或網上預訂消費滿3,500雷亞

爾或以上可獲得5％的現金回贈。

沐浴在微風中，在沙灘上享受著，雙臂向大西洋敞開，這就是

JANEIRO。位於擁有奇妙海灘文化的Leblon之中，我們將里約熱內盧

的巴薩氛圍變為現實。自然的氣色為愉快的感覺錦上添花。那個觀

景怎麼樣？ 正如眼睛所見，卡加拉斯島分散在地平線上。這裡不需

要假裝。在晚上，月亮出來了，在遠處，Vidigal的燈光閃閃發光，

像螢火蟲一樣跳舞。純粹的詩歌為眼睛，編織出城市的精彩。在海

灘上赤腳走著的簡約風格，我們注意一切的小細節；從房間到食物

，從音樂到藝術，都是前面金色沙灘的延伸。除了里約熱內盧外，

我們沒有其他節奏。

Julice Boulangerie
在Julice Boulangerie購買任何貨品即

可獲得10％的現金回贈。

自2011年以來，麵包專家Julice開始使用自然發酵，提供超過180種不

同的麵包、手工果凍、果菜甜酸醬、餅乾、布朗尼和蛋糕。

Julio Okubo
在巴西的Julio Okubo商店購買任何

商品可獲得15％的現金回贈。

在巴西與珍珠同義的品牌。Julio Okubo創造獨特的珠寶，以慶祝和

紀念特殊時刻和愛情故事。該品牌保留了傳統，並將寶石的禮物轉

化為習慣。新娘的亮點是金色和珍珠色飾物。在各款寶石中，最受

追捧的是黃金和鑽石。

Lanchonete da Cidade

在 Lanchonete da Cidade 消費滿 150

巴西雷亞爾或以上，可獲 10% 現

金回贈。

我們的漢堡唯我獨尊！ 每天從頭到尾自家炮製。總是新鮮可口。在

https://www.lanchonetedacidade.com/ 瞭解更多

Lenny Niemeyer
在巴西的Lenny Niemeyer商店購買

任何商品可獲得10％的現金回贈。

從那以後，Lenny就變成了一個真正的時代傳奇。1993年，經過10年

為其他著名巴西品牌設計和製造比基尼，Lenny決定在伊帕內瑪開設

第一間店來創立自己的品牌。

Localiza

在 Localiza 消費滿 500 巴西雷亞爾

或以上，即可獲 75 巴西雷亞爾現

金回贈。

我們是巴西和拉丁美洲的專業汽車租賃公司。憑藉我們 43 年的經驗

，我們誠邀您重新思考移動的含義。對於我們來說，移動與自由息

息相關， 那就是能夠以最實用、最安全的方式到達您想去的目的

地。我們熱愛這種自由，但我們知道每人都有點不同。這就是為什

麼我們的使命是為您的每次旅程提供最佳的選擇。我們為每次旅程

提供理想的車輛，為超過 570 萬人提供便利。儘管汽車可能會大量

生產，但您的旅行卻只獨一無二。我們很自豪地說，今天的 Localiza

提供南美最佳的出行體驗。

Richards
在巴西的Richards購買任何商品可

獲得5％的現金回贈。

Richards是一個真正的里約熱內盧品牌，於1974年以不起眼的方式在

伊帕內瑪開立。今天，它出現在巴西的幾個城市和度假村，擁有49

家自營店和34家特許經營店，並在大約400家多品牌商店中佔一席

位。

Salinas
在巴西的Salinas商店購買任何商品

可獲得5％的現金回贈。

該品牌由Tunico and Jacqueline De Biase於1982年創立，現在是

INBRANDS集團的一部分，Salinas在當地的主要時尚媒體中出現，以

及印刷來自國際雜誌如Sports Illustrated和Vogue等等的各種封面和時

尚社論。Madonna及Naomi Campbell都是該品牌比堅尼的愛好者。有

20多個國外市場都有進口Salinas的產品，如美國、法國、日本、俄

羅斯、德國、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臘。

*本優惠由MasterCard國際組織提供，活動詳情及未盡事宜詳至MasterCard網站查詢www.mastercard.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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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tra
在Tantra餐廳消費可獲10％的現金

回贈。

自1998年以來，我們一直以異國風情及亞洲融合美食風格提供最好

的亞洲美食，而且提供免費表演，如耍蛇人、空中表演、看掌相和

指壓按摩。

Unidas rent a car
於店內租賃任何汽車，可獲10％現

金回贈。

我們提供的不僅僅是汽車。自1985年以來，Unidas提供的不僅僅是汽

車。我們是車輛和車隊租賃和管理的專家。但此外，我們的主要目

標始終是提供最佳體驗、旅行、故事和微笑。今天，我們的車隊擁

有超過4.3萬輛汽車，可為巴西的36萬多的客戶提供服務。但不只是

汽車租賃服務。我們在三個具有戰略性的互補業務部門營運：車隊

外賃、汽車租賃和新車銷售。我們的股權由以下公司組成：汽車行

內最大的葡萄牙企業集團Principal於2001年收購了該公司；全球最大

的汽車租賃公司Enterprise Holdings；以及於2011年7月進駐公司首都

的Gavea, Kinea and Vinci Partners投資基金。

VR Collezioni
在巴西的VR Collezioni商店購買任

何商品可獲得5％的現金回贈。
VR Collezioni體現了其對意大利風格的靈感和對優雅與運動的承諾。

*本優惠由MasterCard國際組織提供，活動詳情及未盡事宜詳至MasterCard網站查詢www.mastercard.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