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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尊享優惠

2020尊享優惠
條款及細則：
1.優惠適用於所有由澳門國際銀行(「本行」)發出的信用卡(「合資格信用卡」
)的持卡人(「持卡人」)。持卡人須於推廣期內以合資格信用卡簽賬繳付所有
有關費用以享本優惠。
2.優惠期由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除特別聲明外)(「推廣期」)。
3.優惠不可與其他折扣、推廣優惠、公價貨品、定價貨品、特價及促銷貨品、
特別推廣食品/菜單、禮券、現金券、貴賓卡、貴賓積分計劃及會員優惠同時
使用(除特別聲明外，詳情請向有關商戶查詢)。
4.優惠不適用於指定節日及有關商戶特定日期。詳情請向有關商戶查詢。
5.優惠不能兌換現金、其他產品、折扣或轉讓。
6.若商戶於推廣期間進行裝修工程或停止營業，有關優惠將會暫停或停止，
詳情請向有關商戶查詢。
7.商品資料/內容/價格/服務/優惠/食品/飲品及餐牌說明由有關參與商戶
提供及只作參考，本行恕不承擔任何責任。
8.此優惠所涉及之產品、服務及資訊均由參與商戶直接售賣及提供給客戶， 
因此，所有有關責任及義務亦由參與商戶全權負責。
9.對有關商戶提供的商品及服務質素及任何有關優惠詳情及條款的更改，
本行恕不承擔任何責任，亦不會另行通知持卡人。
10.如有任何爭議，本行及有關商戶保留最終決定權。
11.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參考個別優惠內容及備註，或有關商戶
查詢。
12.本條款及細則受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所管轄，並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法
律詮釋。

澳門雅廉訪大馬路45號3樓D號芬芳閣
2855 6205  /  2870 4073

-   特別項目除外(美容服務)
-   特價商品除外(購買商品)
-   商戶有最終以上優惠之行使權88標榜集團

有限公司

俏佳人美容中心

永恆專業
健康美顏創造中心

新碧斯美容院

NB Beauty Natural 
organic wellness

-    特價優惠除外

美
容
護
理

澳門南灣大馬路665-669志豪大廈地下A室 2832 2236

總店：澳門提督馬路123號A (紅街市正對面) 2833 2555
分店1：澳門黑沙灣勞動節街28號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對面)

2845 5095

分店2：澳門氹仔運動場園地，布拉
幹薩街47-L美都閣(第七座)地下BE

2886 8869

澳門飛能便度街28號C佰樂大廈地下C 6655 7533

澳門俾利喇街19-19A號 2835 1015

大阪鞋

天幕眼鏡

繁榮眼鏡公司

賓利酒世界

天利電業有限公司

愛華電業行

宏圖亞洲有限公司

利達家用
設備有限公司

溢明視覺

sda氣氛專營小舖

星光書店

澳門文化廣場
有限公司

Charming
艷時裝店

MEMO'S SACCS 

偉視光學

購
物
悠
閒

凡惠顧鞋類貨品可享9折優惠凡惠顧鞋類貨品可享9折優惠

凡惠顧滿MOP1,000，享95折優惠凡惠顧滿MOP1,000，享95折優惠

凡驗配眼鏡、鏡架連鏡片減MOP100凡驗配眼鏡、鏡架連鏡片減MOP100

凡惠顧眼鏡、太陽眼鏡，享6折優惠凡惠顧眼鏡、太陽眼鏡，享6折優惠

凡惠顧滿MOP100，享9折優惠 凡惠顧滿MOP100，享9折優惠 

凡惠顧正價產品，享95-9折優惠凡惠顧正價產品，享95-9折優惠

凡惠顧小型電器，享9折優惠凡惠顧小型電器，享9折優惠

凡惠顧Electrolux伊萊克斯電器，享95折優惠凡惠顧Electrolux伊萊克斯電器，享95折優惠

凡惠顧NORITZ (能率)，享9折優惠凡惠顧NORITZ (能率)，享9折優惠

凡惠顧正價產品，享9折優惠凡惠顧正價產品，享9折優惠

凡惠顧圖書、文具、紀念品滿MOP100，享9折優惠9折

凡惠顧圖書、金筆、文具、影音產品可享9折優惠9折

凡惠顧正價商品可享9折優惠凡惠顧正價商品可享9折優惠

凡惠顧享7折優惠凡惠顧享7折優惠

-   教科書及特價品除外

2837 5570/ 2837 8734
分店1：澳門大炮 z台斜巷3-7號新暉閣地下

8599 3110
分店2：澳門高美士街理工學院明德樓地下

-   特價品除外
2848 2888澳門賈伯樂提督街20和20-A號芬香閣PIR/C(地下)

-   特價及公價品除外
2833 7890澳門天神巷11號地下

-   藥水及公價品除外
2837 1039澳門連勝馬路68號地下

-   特價商品及襪除外
2833 5855澳門白馬行6B號地鋪

2856 5734澳門亞豐素街3-A地下

-   優惠不適用於購買名莊酒、烈酒及特價品
-   優惠不可重覆使用

分店1：2878 8000         分店2：2823 1025

分店1：澳門菜園新街83號建富新邨置富閣地下Y舖
分店2：澳門巴坡沙大馬路華大新邨第一座華富樓地下G舖

總店：澳門草堆街11號地下
分店1：澳門連勝馬路135號
分店2：澳門祐漢長壽大馬路祐添大廈L舖
分店3：澳門黑沙灣南暉大廈地下72-73號
分店4：澳門亞利鴉架街3號南國樓地下

2892 0337
2821 7736
2847 4063
2821 0199
2852 8707

2837 1068 / 2821 5825澳門連勝馬路68號地下

2835 4233澳門和隆街一號地下

2857 2008 / 2857 2009澳門高士德馬路6號地下

-   教科書及特價品除外
 2830 5613 / 2833 8561澳門荷蘭園大馬路32號G地下

2855 2933澳門俾利喇街94號B地下(富華酒店側)

-   特價貨品除外
6666 3155澳門俾利喇街92-A號D鋪地下

2842 1908澳門俾利喇巷信雅大廈地下D座
凡惠顧正價商品可享65折優惠凡惠顧正價商品可享65折優惠

惠顧大型家電可享特價優惠，詳情請向商戶查詢惠顧大型家電可享特價優惠，詳情請向商戶查詢

凡惠顧美容服務可享低至半價優惠低至半價

體驗價MOP98享有活氧泡泡療程1次體驗價MOP98

凡惠顧會員套票即送MOP680加值禮送MOP680

凡惠顧享85折優惠85折

優惠價MOP98享受16選1美容項目優惠價MOP98

優惠價MOP1980享受6項促銷美容項目優惠價MOP1980

凡惠顧購買商品可享9折優惠9折



澳門國際信用卡優惠商戶澳門國際信用卡優惠商戶

-   優惠不適用於飲品(大堂酒廊除外)
-   優惠不適用於皇都酒店釐定的特別日子，詳情
     請查詢商戶
-   花道葡萄牙餐廳優惠不適用於美食節自助餐
-   梓園上海菜館優惠不適用於貴賓房
-   優惠不適用於宴會及特別推廣項目
-   餐飲優惠須預先訂座
-   不可與其他優惠一起使用
-   不可轉讓，僅對所示優惠有效，不可兌換現金

梓園上海菜館

花道葡萄牙餐廳

大堂酒廊

皇都餅店

岩風味料理

澳門得勝馬路2-4號皇都酒店 2855 2222   內線110

-   僅限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澳門筷子基海灣南街112號信和廣場地下B舖 2826 6849

-   不包含特價出品及飲品，餐酒
-   優惠不適用於澳門公眾假期及特別日子
-   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   優惠不適用於特別節假日
-   優惠折扣不包括10%服務費
-   優惠不適用於宴席及特別推廣項目
-   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   優惠僅限使用一次，以每張單計算
-   優惠折扣不包括10%服務費及酒水

澳門友誼大馬路1071號華都酒店二樓 2888 6698

澳門馬六甲街澳門金龍酒店 8989 1871

-   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及折扣同時使用
-   不適用於私人宴會、特別套餐及節日套餐
-   不適用於節假日及前夕

澳門氹仔柯維納馬路142號君怡酒店 2883 7788

澳門新口岸漁人碼頭里斯本館第2座1樓 2872 5220

澳門沙梨頭海邊街91,93-99號 2895 2010分店①

分店② 澳門俾利喇街97-99號B俾利喇廣場5樓
2855 0506 / 2855 0849

-   優惠不適用於澳門公眾假期
-   優惠不適用於宴席

-   優惠不適用於澳門公眾假期及週日自助午餐
澳門新口岸友誼大馬路197-223號新建業商業大廈3樓
金碧吧：2878 5064｜滿庭軒：2878 6276

金碧吧

滿庭軒

王子海鮮酒家

TOP FUSION
第一無國界料理

柏斯餐廳
(柏斯餐廳)

(金龍軒)

金龍軒

金樹日本料理

（金樹日本料理）

龍哥大茶飯

君怡軒

華倫西餐廳

醉怡吧

餐
饗
美
食

凡惠顧套餐以外的食品享9折9折

凡惠顧正價出品享85折85折

凡惠顧享9折9折

凡惠顧享9折9折

凡惠顧享9折9折

凡惠顧享9折9折

凡惠顧享9折9折

凡惠顧享95折95折

凡惠顧享9折9折

凡惠顧享9折9折

-   

澳門得勝馬路2-4號皇都酒店 2855 2222  

-   以上費用已包括加一服務費及零五政府旅遊稅
-   優惠不適用於皇都酒店釐定的特別日子，詳情請查詢
     酒店訂房部
-   訂房及延遲退房服務需視乎客房供應情況而定
-   不可與其他優惠一起使用
-   不可轉讓，僅對所示優惠有效，不可兌換現金
-   全天享用商務中心不包括打印服務
-   以上客房優惠必須預先訂房

星期日至星期四 ：MOP980  
星期五：MOP1,130  星期六：MOP1,380

皇都酒店

酒
店
住
宿

-   優惠不適用於澳門、香港公眾及特別假期
-   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   優惠必須於訂座或入座前提及使用澳門國際銀行信用卡
     付款
-   優惠只限使用一次，以每一張單及每一檯計算
-   優惠不適用於法定假期及公眾假期
-   優惠不包括宴席套餐
-   所有餐飲優惠須另加一服務費，並以原價計算
-   優惠不可兌換現金、其他貨品或與其他折扣優惠同時使用，
     亦不可轉讓

怡心閣餐廳

潮州城酒家

置地軒餐廳

萬龍軒

御龍寶中餐廳

駿龍軒中餐廳

波力主題咖啡

九魚舫

8795 6280
澳門新口岸友誼大馬路555號新東方置地廣場酒店五樓

澳門廈門街37號A和59號及高美士街230號萬龍軒酒店3樓
8291 2512

澳門果亞街61-77號御龍酒店 2826 1999

澳門白馬行37號3樓 2825 0194

澳門氹仔沙維斯街駿龍酒店 2883 9933

澳門馬交石斜坡(黑沙環斜路)1-25號第二座地下H座新益花園
2852 2391

澳門十月初五日街9號利來大廈地下A座 2880 2092

澳門新口岸友誼大馬路555號新東方置地廣場酒店一樓
怡心閣餐廳

置地軒餐廳

潮州城酒家8795 6181 2878 2268

-   以上優惠不適用於特別節假日
-   餐飲優惠折扣不包括10%服務費
-   折扣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   此優惠不適用於宴會及特別推廣項目

-   以上優惠不適用於特別節假日
-   餐飲優惠折扣不包括10%服務費
-   折扣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或酒店消費券同時使用
-   此優惠不適用於宴會及特別推廣項目

-   以上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   特價午餐除外

-   消費滿MOP300即享9折
-   優惠不適用於週六日及節假日
-   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VEGA VEGA

豪華房優惠豪華房優惠

凡惠顧享9折9折

凡惠顧享9折9折

凡惠顧享9折9折

週一至五凡惠顧享95折95折

凡消費滿MOP100減MOP10最多疊加2次或消費滿
MOP200送小蛋糕一件/特飲一杯

減MOP10
送小蛋糕一件/特飲一杯

凡惠顧享9折9折

午市9折、晚市85折9折 85折

ASICS專門店

CROCS專門店

CONVERSE專門店

COLUMBIA專門店

PUMA專門店

THE NORTH FACE
專門店

TIMBERLAND
專門店

168寢具晚裝百貨

安娜貝拉珠寶
有限公司

Crazy Fashion 

Jumeaux Boutique

彩虹水晶店

金公主珠寶

-   個別品牌貨品未能提供折扣優惠 
-   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KHG旗艦店

KHG時裝店
KHG KIDS童裝店

MODERNO時裝店

2832 2526

購
物
悠
閒

純銀坊

澳門果亞街61-77號御龍酒店 2826 1999

澳門新口岸友誼大馬路555號新東方置地酒店 2878 1781

-   以上優惠不適用於特別節假日

-   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   房間優惠視乎酒店入住情況而定(特定日子除外)

御龍酒店

新東方置地酒店

酒
店
住
宿

ONITSUKA TIGER
專門店

2856 5734澳門亞豐素街3A一樓

2852 7830澳門高士德羅神父街祐美大廈第4座地下2E鋪

2892 1654澳門草堆街56號地下

2855 5464
分店2：澳門賈伯樂提督街35-B號

2892 0769分店1：澳門伯多祿長街（白馬行）20-A號雅明閣地下C座
2855 0513

分店3：澳門關閘馬路泰豐新邨

2832 3858
-   特價品除外

澳門家辣堂街5號I地下

分店1：澳門新馬路384號地下 2892 0929
2835 5373分店1：澳門羅利老馬路22號D地下

-   優惠期至2020年5月29日
2855 1301澳門羅利老馬路14號E地下祐豐大廈

澳門銀河渡假城一樓商戶1008號舖

澳門銀河渡假城一樓商戶1007A號

凡惠顧滿MOP1,000，享9折優惠9折

黃金類產品95折優惠，水晶類產品9折優惠95折 9折

凡惠顧貨品或拍攝人體氣場相片，享8折優惠8折

凡惠顧鑽石首飾，可享有32折優惠32折

凡惠顧正價貨品，享9折優惠9折

凡惠顧享9折優惠9折

凡惠顧正價貨品，享9 - 95折優惠9 - 95折

凡惠顧正價產品，享65折優惠凡惠顧正價產品，享65折優惠

凡簽賬惠顧可享受特惠商務價特惠商務價

凡簽賬惠顧可享有商務房價優惠商務房價優惠

金龍酒店 -    以上優惠不適用於特別節假日
澳門馬六甲街金龍酒店 8989 1871

    凡簽賬惠顧可享受特惠商務價特惠商務價

餐
饗
美
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