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sterCard環球賞(義大利) 活動日期：2021/1/1-202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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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蘭文華東方酒店
於米蘭文華東方酒店消費滿
1,200歐元或以上，可賺取120
歐元現金回贈。

米蘭文華東方酒店揉合米蘭風格的設計及經典東方奢華格調，並坐落意
大利最時尚的城市中心。本酒店㇐共佔用四棟典雅的 18 世紀建築物，
距離 La Scala 僅數步之遙，完美結合舒適、優雅及時尚氣息。

SLOWEAR
於SLOWEAR消費滿300美元
或以上，可賺取50美元現金回
贈。

Slowear是意大利的多品牌零售概念，提供市場上最高水準的技術與手
工工藝。Slowear從2003年起通過推出耐久、永恆和低調的產品系列，
重新定義了男裝女裝的時尚與奢華概念。

Coin
在 Coin 消費滿 100 歐元或以
上，可賺取 10 歐元現金回
贈。

Coin 成立於 1916 年，是意大利最大的百貨公司連鎖店，專門銷售世界
各地的服裝、彩妝產品和家居飾品。Coin 的店舖遍佈意大利各地，精選
超過 900 個品牌。Coin 享盡地利且設計引人入勝，並悉心定制以突顯
店舖的不同部分，為顧客提供充滿活力和迷人的購物體驗。

Coin Excelsior
在 Coin Excelsior 消費滿 100
歐元或以上，可賺取 10 歐元
現金回贈。

Coin Excelsior 是歷史性 Coin 品牌的高級百貨公司。透過精挑細選的意
大利和國際品牌時裝，彩妝，配飾和家居飾品，打造煥然㇐新的時尚和
現代生活方式。Coin Excelsior 希望提供方便但獨特優雅的購物體驗。
於羅馬、米蘭和第里雅斯特設有店舖。

Fidenza Village
於Fidenza Village 消費900歐
元或以上，可賺取180歐元現
金回贈。

憑藉㇐流精品、系列貴賓服務、各種純正意大利美食，精緻與高雅的菲
登扎購物村(Fidenza Village)無疑已成為最為新潮的米蘭購物場所之
選。威爾第歌劇般的華麗建築讓您難以忘懷，而購物村內提供的意大利
特色佳餚讓您感受到最原汁原味的意式風情。購物村內匯聚超過120間
知名品牌精品店，提供最低低至零售價三折的特惠。

Hertz
在意大利的 Hertz 單次購買
300 歐元或以上，即可獲得 30
歐元的現金回贈。

Hertz 是全球最大的租賃公司之㇐，擁有超過 10,000 個地點。Hertz
Gold Plus Rewards、Ultimate Choice、Carfirmations、Mobile Wi-
Fi 等產品和服務計劃以及透過其 Premium 系列和專業系列 Selezione
Italia 提供的獨特車輛，使 Hertz 在競爭中脫穎而出。

Italy-tickets.com 在 Italy-tickets.com 消費可獲
得 5％ 的現金回贈。

Italy-tickets.com是㇐家網上旅行社，由於其優質的服務、豐富的經
驗、能力和禮貌，自 1995 年以來它在多個旅遊領域上得了成功。
透過網站，你可以在意大利最受歡迎的城市預訂博物館入場票、旅行團
和其他精彩活動。
只需選擇您想去的地方，享受在意大利的時光！

LUISAVIAROMA.CO
M

在  LUISAVIAROMA.COM 消
費滿500歐元或以上，可賺取
50歐元現金回贈。

LUSIAVIAROMA.COM是㇐家全球奢侈品牌購物網站，匯集了來自全球
600多個精選潮流品牌以及頂尖優秀設計師的作品，出售的商品涵蓋女
裝、男裝、童裝、手袋、鞋履、配飾以及家居飾品等。

Boggi Milano
在Boggi Milano單次購買350
歐元或以上，即可獲得70歐元
的現金回贈。

自1939年起，Boggi Milano系列將時尚與高品質布料完美結合，使品
牌能夠為客戶提供物有所值的產品。每個進入Boggi Milano 店的人都
會感到置身於特殊世界中，那裡的風格融合了專業感，客戶在此知道他
們將獲得全面的個性化服務。

Boggi Milano
在 Boggi Milano 網站消費
350歐元或以上，可獲35歐元
現金回贈。

自1939年起，Boggi Milano系列將時尚與高品質布料完美結合，使品
牌能夠為客戶提供物有所值的產品。每個進入Boggi Milano 店的人都
會感到置身於特殊世界中，那裡的風格融合了專業感，客戶在此知道他
們將獲得全面的個性化服務。

The Brian&Barry
Building

在 The Brian&Barry Building
單次購買 350 歐元或以上，即
可獲得 70 歐元的現金回贈。

為男士及女士而設的最佳意大利和國際品牌，以獨特的風格挑選出
Brian&Barry's。
酒店位於Via Durini和聖巴比拉廣場的轉角處，距離米蘭主教座堂只相
差幾步。在這裡，米蘭生活日夜㇐樣精彩。The Brian&Barry Building
有㇐系列美妙和優雅的產品在等您。

Eataly

享用及購買最好的意大利美食
和葡萄酒。在我們的意大利分
店內消費滿 100 歐元或以上，
可獲得 10 歐元的現金回贈。

EATALY是㇐個您可以享受美食、購物和學習意大利美食和葡萄酒文化
的地方。在我們分店有不同的部門，供您購買高品質的食物和飲料。
Slow Food Presidia 產品備受矚目。
Eataly主題餐廳提供採用當地食材烹製的美味時令食譜：意粉、比薩
餅、小餅、肉、魚類和雪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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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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ZIERI
在 Forzieri.com 消費滿 300
歐元或以上，可獲 30 歐元現
金回贈。

Forzieri 是世界㇐流的網上奢華精品店，其男女鞋履、手袋、腕錶及太
陽眼鏡分別在全球 150 多個國家/地區銷售。Forzieri 提供必備的奢華設
計師服裝和時尚大師級單品，為您帶來獨特的高端購物體驗，打造風格
極致、奢華和縱情的終極世界，令世界各地的周遊列國人士與時尚達人
振奮莫名。

Furla

您的額外獎賞。到訪最接近你
的Furla，看看我們的新系列，
消費滿300歐元可獲取30歐元
現金回贈。

Furla是廣泛高級品牌的始祖，在90多年前已經定義了這類別的商店。由
意大利博洛尼亞的Aldo Furlanetto於1927年創立 - Furla是同類產品中
唯㇐具有意大利傳統的全球品牌。Furla的高品質配飾在意大利人的生活
態度中脫穎而出。Furla採用獨家皮革，在最新技術的支持下，提供現代
的奢華。

GIGLIO.COM
在  Giglio.com 消費滿300歐
元或以上，可賺取30歐元現金
回贈。

GIGLIO.COM 成立於 1996 年，是意大利第㇐家時裝網店。這家網店是
全球獨立的時裝集中地，致力於打造時尚風格，旨在提供真正卓越的體
驗，在 150 多個國家/地區擁有 300 多個女裝、男裝和童裝奢侈品和時
裝品牌，遂成為來自地中海的驕傲之作。我們是永不止息的美麗追求者
，並深信優雅源自心智。

Hard Rock Cafe
當您在Hard Rock Cafe消費50
歐元或以上，可獲得5歐元現
金回贈。

享用我們屢獲殊榮的新牛排漢堡套餐，其選用新鮮的牛肉，以生產最美
味的漢堡包、Instagram 之值得擁有的酒心奶昔、迷您漢堡及共用套餐
，為您定制專屬美味之旅，挑戰您的味蕾。讓你大快朵頤，享用最新推
出的 24K 金葉牛排漢堡。Hard Rock Cafe 為所有年齡段的粉絲提供世
界㇐流的沉浸式餐飲及娛樂體驗。

羅馬聖喬治英迪格酒
店 (Hotel Indigo
Rome - St. George)

在羅馬聖喬治英迪格酒店消費
滿 500 歐元或以上可獲得 30
歐元的現金回贈。

羅馬聖喬治英迪格酒店是羅馬市中心的㇐家五星級豪華酒店，提供 64
間客房及 1 間可容納 10 人的會議室。ISofà 餐廳擁有羅馬的烹飪傳統，
在夏天期間更把用膳位置移至頂層，讓客人可以 360 度視角欣賞這個永
恆之城。

聖艾勒納英迪格酒店

在威尼斯聖艾勒納英迪格酒店
消費滿 500 歐元或以上，即可
賺取 30 歐元現金回贈。

聖艾勒納英迪格酒店是㇐家精品酒店，坐落在㇐座 1930 年改建的修道
院中，環境清幽。
寬敞的客房和套房反映了文化和特色的獨特融合，㇐切舒適無比。
我們的美食餐廳提供威尼斯菜餚和國際美食。
內部花園使人聯想起酒店的前身。

PINKO
在 PINKO 消費滿 300 歐元或
以上，可賺取 30 歐元現金回
贈。

PINKO 成立於 1980 年代後期，旨在回應獨立、硬朗而性感女性對時裝
的需求，讓女性意識到自己的女性氣質，並決心以不同的方式表達，為
此當然先要透過她選擇的風格來作出改變。這些系列以其獨特、不拘㇐
格、原創和現代風格而著稱，對全世界的女性而言都極具吸引力。

YOOX
於YOOX.COM消費300美元或
以上，可賺取30美元現金回
贈。

YOOX是全球領先的時裝，設計與藝術的網上時尚生活方式商店。它為
男女老少帶來世界上最負盛名的設計師創作的各種難以找到的服裝及配
飾。在YOOX上購物完全是為了探索，為男女可以通過永恆而富有創意
的風格表達自己的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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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