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sterCard環球賞(香港) 活動日期：2020/7/1-2020/9/30

適用卡片：永豐簽帳金融卡(Debit)

商店logo 商店名稱 回饋說明 商店簡介

登喜路 (香港)

在登喜路 (香港)消費滿 5,000 港

元或以上，可獲 500 港元現金

回贈。

以設計為本，以風格、創新和卓越見稱的英國奢侈品牌 登喜路，由富

有新視野的創意總監 Mark Weston 和行政總裁 Andrew Maag 掌舵。

品牌於 1893 年由 Alfred Dunhill 創立，秉承了工藝、裁縫和品質的價

值，並引領著服裝和配飾的低調革命。

Lifetrons
在 Lifetrons.ch 購物可獲 10%

現金回贈。

Lifetrons 是瑞士著名的美容品牌，專門提供美容和個人護理解決方

案。我們致力提供革命性的高科技美容電子產品，以有效改善和恢復

皮膚活力，同時延緩衰老過程。我們的豪華美容工具專為家庭護膚而

設計，並得到世界知名醫生的專業推薦。

Beauty&You
於Beauty&You消費滿1,500港

幣可享10%現金回贈。

新羅免稅店的「Beauty&You」旨在帶給顧客美妙的購物體驗，擁有超

過200家美容和時尚品牌，以及眾多獨家銷售的超高性價比的產品和旅

行套裝。

富豪機場酒店餐廳

於參與計劃的富豪機場酒店餐廳

消費滿港幣 500元 或以上，可

賺取 6% 現金回贈。

香港是一個民以食為天的城市。富豪機場酒店提供獨一無二的用餐體

驗，其優質餐廳供應粵菜、上海菜、日本菜、美國菜和國際美食。從

點心到壽司、牛排到自助餐，客人可以在我們的機場酒店餐廳享用各

種美食，並體驗各式各樣的風味。我們亦提供清真和素食菜單。

麗豪酒店餐廳

於麗豪酒店的參與餐廳消費滿港

幣 300 元或以上，可賺取6% 現

金回贈。

麗豪酒店是餐飲和夜生活的樞紐，酒店共有 10 間精選餐廳和 2 間一流

酒吧以供選擇。從燭光晚餐到美味壽司、粵菜到三五知己暢飲啤酒，

酒店提供各適其適的美味佳餚。

富薈炮台山酒店

入住富薈炮台山酒店並消費港幣

600 元或以上，可賺取6% 現金

回贈。

富薈砲台山酒店是一家現代精選服務酒店，坐落香港著名的砲台山和

北角中間，是商務和娛樂的主要中心，五分鐘內即可到達銅鑼灣。

富薈馬頭圍酒店和富

薈旺角酒店

入住富薈馬頭圍酒店或富薈旺角

酒店並消費滿港幣600元或以上

，可賺取 6% 現金回贈。

富薈馬頭圍酒店位於九龍的土瓜灣，鄰近尖沙咀、紅磡和佐敦。這家

現代化的精選服務酒店提供 340 間設備齊全的全面禁煙客房，環境時

尚舒適。入住較高樓層的客人可以欣賞維多利亞港全景或九龍的璀璨

城市風光。

富薈上環酒店

入住富薈上環酒店並消費滿港幣

800 元或以上，可賺取 6% 現金

回贈。

富薈上環酒店是一家現代精選服務酒店，坐落香港著名的上環，是商

務和娛樂的主要中心。

富薈灣仔酒店

入住富薈灣仔酒店並消費滿港幣

700 元或以上，可賺取6%現金

回贈。

富薈灣仔酒店是香港第一家碳中和酒店，位於香港著名的灣仔區，該

區是商務、會議、娛樂和購物的主要中心。由酒店前往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僅 10 分鐘步行路程，或步行 5 分鐘便可到達灣仔地鐵站。

富豪機場酒店

入住富豪機場酒店並消費滿港幣

950 元或以上，可賺取 6% 現金

回贈。

香港富豪機場酒店被《Business Traveller》雜誌評為世界最佳機場酒

店。酒店與香港國際機場的客運大樓直接相連，距離酒店僅兩分鐘的

步行路程，也鄰近亞洲國際博覽館會議中心。

富豪香港酒店

入住富豪香港酒店並消費滿港幣

850元或以上，可賺取 6% 現金

回贈。

富豪香港酒店位於銅鑼灣的中心地帶，這個充滿活力的商業和購物區

毗鄰時代廣場和崇光百貨。酒店的尊貴時尚氣派，令國際商務和休閒

旅客可在此享受時尚的舒適感，酒店更備有多間精選餐廳。

富豪九龍酒店

入住富豪九龍酒店並消費滿港幣

800元或以上，可賺取 6% 現金

回贈。

麗豪酒店是餐飲和夜生活的樞紐，酒店共有 10 間精選餐廳和 2 間一流

酒吧以供選擇。從燭光晚餐到美味壽司、粵菜到三五知己暢飲啤酒，

酒店提供各適其適的美味佳餚。

富豪東方酒店

入住富豪東方酒店並消費滿港幣

850 元或以上，可賺取 6% 現金

回贈。

富豪東方酒店是唯一一家提供全套服務的酒店，位於香港文物古蹟區

九龍城的中心，以地道的當地美食而聞名，毗鄰世界一流的啟德郵輪

碼頭。酒店提供寬敞的客房和套房，可欣賞該區和維多利亞港的全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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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terCard環球賞(香港) 活動日期：2020/7/1-2020/9/30

適用卡片：永豐簽帳金融卡(Debit)

商店logo 商店名稱 回饋說明 商店簡介

富豪香港酒店的富豪

金殿

於富豪金殿消費滿港幣 1,000 元

或以上，可賺取  6% 現金回

贈。

富豪香港酒店位於銅鑼灣的中心地帶，這個充滿活力的商業和購物區

毗鄰時代廣場和崇光百貨。我們位於 3 樓的中餐廳富豪金殿環境華

麗、裝璜現代優雅，並供應正宗和傳統的中國美食。提供各種屢獲殊

榮的特色菜、招牌菜和點心。

麗豪酒店

入住麗豪酒店並消費滿港幣 800

元或以上，可賺取 6% 現金回

贈。

麗豪酒店位於熱鬧的沙田，方便前往乘搭主要交通工具、購物區以及

新界的景點，包括新城市廣場和沙田馬場。酒店提供寬敞的客房和套

房，可提供三人房和四人房，非常適合家庭和三五知己入住。

Fumi
在 Fumi 消費滿港幣 1,500 或以

上即可賺取 10％ 回贈。

FUMI 是一間日本餐廳和酒吧，致力將全國最好的美食和飲料帶到香

港。除了供應 omakase 晚餐、懷石料理、單點菜餚和午餐套餐外，

FUMI 還提供各種各樣的清酒和各種日本葡萄酒。

Kyoto Joe
在 Kyoto Joe 消費滿港幣 1,500

或以上即可賺取 10％ 回贈。

Kyoto Joe 位於蘭桂坊，是一間提供創新的日本料理的餐廳，除了壽

司、魚生、捲物和沙律等美食外，還提供各種素食菜餚。

樂茶軒
餐飲消費滿 400 港元或以上即

可賺取 10％現金回贈。

樂軒茶不顧萬里去尋找最為優質的從茶葉。從茶葉的種植，對環境和

氣候的考量，以及對茶農的管理再到對茶葉的包裝，我們嚴格確保以

上每個環節都做到盡善盡美，以保證我們的茶葉呈現最佳品質，以此

帶給你最好的飲茶體驗。

Porterhouse

在 Porterhouse 消費滿港幣

1,500 或以上即可賺取 10％ 回

贈。

Porterhouse 為中環帶來了全新的牛排餐飲體驗。Porterhouse 由行

政總廚 Angelo Vecchio 主持，不僅為大眾提供招牌烤肉，還提供各種

新鮮的海鮮，可以生吃或烤熟。

Tokio Joe
在 Tokio Joe 消費滿港幣 1,500

或以上即可賺取 10％ 回贈。

始於蘭桂坊的日本餐廳到今天仍然一如既往地受歡迎，Tokio Joe 讓客

人在舒適、有娛樂性的氛圍下享受傳統的日式用餐體驗。Chef Wah 以

其精湛的技藝和傳統壽司及魚生的創新精神點燃了壽司櫃檯。無論你

選擇的是 Omakase 還是單點菜餚，你的味蕾都會被新鮮的食材和精心

準備所震撼。

THANN 香港

在 THANN 香港消費滿港幣 500

元或以上，可獲 港幣 50 元現金

回贈。

THANN – 國際天然護膚和水療品牌

THANN-Oryza Co. Ltd 成立於 2002 年，業務遍及 20 多個國家/地區

，使用亞洲創新、天然成分和現代設計來製造和銷售 THANN 品牌的

天然護膚產品。透過將自然療法與現代皮膚科學相結合，從植物學配

方中提取出一系列天然頭髮和護膚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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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