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優惠條款及細則：
1.除特別聲明外，以上優惠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止。2.客戶必須以創興信用卡／
創興聯營信用卡簽賬，方可享有以上優惠。3.以上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4.以上優惠均不可兌換現金或服務，亦不得轉讓。5.所有產品／服務資料及圖片由製
造商及／或供應商提供以作參考，若有關產品資料或圖片與實物的比例及顏色有異，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本行」) 恕不負責。6.所有產品 ／服務的價值只供參考，並不
是由本行釐定。本行對於有關產品 ／服務的價值及其在市場的真正售價的差異恕
不負責。7.個別優惠並不適用於特別節日，詳情請向各商戶查詢。8.個別商戶另
設額外條款，詳情請向各商戶查詢。9.如參與商戶停止營業，有關優惠將會停
止。10.有關商戶提供之商品／服務之供應量及質素，本行恕不負責。11.以上
優惠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12.如有任何爭議，本行及各參與商戶保留最終決
定權。13.有關優惠詳情，概以本行網頁所載為準。

2019全年商戶優惠

創興信用卡

如閣下不希望收到本行之宣傳物品，請以書面形式知會本行資料保障主任，地址為香港郵
政總局信箱 2535 號。本行將（免費）停止向閣下發送宣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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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機 程 式

越秀集團成員

挑戰者汽車美容及維修保養服務
‧「特亮水晶車蠟」服務可享優惠價HK$1,128
(原價高達HK$1,880)

‧「新城市精英」12個月汽車美容護理計劃可享
八折優惠 (原價HK$5,280)

查詢電話：2508 9222
www.challenger.com.hk

天然沖晒
‧ 於天然「SKYprint網上沖晒快線」
 (http://print.skyphoto.com.hk)沖晒滿正價HK$200，
 可享九折優惠 (不包括包裝運費)

‧ 購買「iLovePhoto月費沖晒服務」
 (http://www.ilovephoto.com.hk)，可享九折優惠

 (客人需於購買服務後電郵至cs@ilovephoto.com.hk
 以取得優惠)
查詢電話：2711 0060
www.skyphoto.com.hk

YOUNI
1. 訂購營養餐可享9折優惠
2. 訂購團體外賣及派對到會服務可享9折優惠
註：只限透過於www.youni.com.hk/mealplan進行網上訂購。查詢及訂購，

請電郵至“hello@youni.com.hk”並於電郵主題列明“CHONGHING10”

查詢電話：3728 3983
www.youni.com.hk

忠告：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Rare & Fine Wines
惠顧正價香檳及餐酒可享八八折優惠
查詢電話：2168 6868
www.rarenfinewines.com.hk

安康天然健康店
‧ 出示創興信用卡/聯營卡，即可免費獲得「健康禮
品包」乙份

‧ 出示創興信用卡/聯營卡，即可免費登記成為安
康普通會員及體型脂肪BMI測試

‧ 惠顧指定安康品牌產品，可享標準價八八折
優惠

註：‧優惠只限新客戶
 ‧健康禮品包數量有限，送完即止。每人只限換領一份

查詢電話：2686 9825
www.ankang.com.hk

德興酒家
惠顧可享九折優惠
註： ‧優惠只適用於晚膳散座堂用
 ‧優惠不適用於套餐、購買應節食品

查詢電話：2810 1101
www.tackhsin.com.hk

德興日式放題鍋
惠顧可享九折優惠
註： ‧優惠只適用於晚膳散座堂用
 ‧優惠不適用於套餐、購買應節食品

查詢電話：2810 1101
www.tackhsin.com.hk

德家日式燒肉店
惠顧可享九折優惠
註： ‧優惠只適用於晚膳散座堂用
 ‧優惠不適用於套餐、購買應節食品

查詢電話：2810 1101
www.tackhsin.com.hk

香港萬怡酒店
惠顧MoMo Café自助餐可享
‧ 自助午餐九折優惠
‧ 自助晚餐九折優惠
註： 優惠不適用於8人或以上派對

查詢電話：3717 8989
www.marriott.com

灣仔佳寧娜潮州菜
惠顧晚市滿HK$300送水晶包一份
查詢電話：2511 1282
www.carrianna.com

選購指定型號Panasonic家庭電器、
健康美容及耳筒產品可享低至八折優惠
註：只適用於指定人気电器店
查詢電話：2778 6098 / 2332 3723 / 2733 9319
www.ninkidenki.hk

Chicco
‧憑Chicco Visa卡惠顧正價貨品可享八折優惠，
指定特價服飾可享九五折優惠
‧憑創興信用卡惠顧正價貨品可享九折優惠
查詢電話：2810 7896
www.chicco.com.hk

Panasonic陳列室
選購指定型號Panasonic家庭電器、

健康美容及耳筒產品可享低至八折優惠
註：只適用於指定Panasonic陳列室

查詢電話：2733 3833 / 2833 9039
www.panasonic.hk

TSL│謝瑞麟
惠顧正價珠寶貨品可享九折優惠
註： 優惠不適用於Estrella鑽飾、未鑲嵌鑽石、足金、K金、鉑金、

定價(包括12靈瓏系列及水韻及星願系列)、換購貨品及訂製貨品
查詢電話：2355 5635
www.tslj.com

ShuTalk
惠顧正價貨品可享九折優惠
查詢電話：3996 8009
www.shutalk.com

CEC IT Limited
凡購買手提電腦正價產品可獲九二折優惠
查詢電話：2155 2686 / 2323 2938

周大褔
‧惠顧足金類產品，可享手工設計費八折優惠
‧創興銀行信用卡消費，可以「換購價」選購指
定首飾乙件

註： ‧優惠適用於港澳全線分店(包括體驗店)(香港迪士尼樂園分行、
T MARK店及HEARTS ON FIRE專門店或專櫃除外)

 ‧優惠可與幸福禮金卡同時使用
 ‧優惠不可以任何方式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包括折扣優惠、金會/

珠寶會標會、周大褔發出之周大福會員計劃回贈禮券/營銷推廣
禮券)

 ‧優惠不適用於企業禮品客訂及其他客訂貨品
 ‧優惠不適用於購買金粒及投資產品黃金類
查詢電話：2526 8649
www.chowtaifook.com

南瀛水產
惠顧可享八五折優惠
註： 優惠不適用於公眾假期及假期前夕

查詢電話：2368 8028



博藝會
出示創興信用卡 / 聯營卡，可享：
‧免費7天貴賓會籍 (只限一人)
‧免費專業身體成份分析
‧可免指定會籍入會手續費 (價值HK$998)
註：不適用於現有博藝會會員

查詢電話：2766 0707
www.lifefitnesshk.com.hk

Chicco
‧憑Chicco Visa卡惠顧正價貨品可享八折優惠，
指定特價服飾可享九五折優惠
‧憑創興信用卡惠顧正價貨品可享九折優惠
查詢電話：2810 7896
www.chicco.com.hk

澳門君怡酒店
‧惠顧華倫西餐廳、君怡軒及醉怡吧可享
九折優惠
‧預訂正價客房可享：星期日至五三折優惠；
星期六四五折優惠、公眾假期及公眾假期前夕
五折優惠 (包括雙人自助早餐及免費房間升級優惠）

查詢電話：(853) 2883 7788
www.grandview-hotel.com

仁光堂
惠顧正價貨品滿HK$1,000 (正價) 或以上，可享九折
註：優惠只適用於銅鑼灣專門店

查詢電話：2882 8797 / 2332 7180
www.renguangdo.com

美康 Meka
惠顧美康任何貨品，可享免費專業髮質分析及
獲贈試用裝一份
查詢電話：2774 8333
www.meka.com.hk

唐安麒美顏瘦身專門店
全單 (折後) 額外享有10%療程回贈
註：‧優惠只適用以正價計算的療程
 ‧只過用於新客戶

查詢電話：8120 0088
www.angelface.com.hk

雪肌蘭
‧惠顧雪肌蘭正價天然健康食品,可享HK$50即時
折扣 

‧以優惠價HK$380首次體驗日本皇室推崇「氣
功穴位美容治療按摩療程」75分鐘(價值HK$1,560)；
完成服務後，HK$380可全數換購雪肌蘭正價產品
(特價品及優惠套裝除外)。

註：‧每人只可享用購物及美容護理優惠1次
 ‧美容護理優惠必須致電2972 2833預約，並只適用於新客戶

及指定專門店
查詢電話：2882 4884
www.squina.com

MANKEI
全單 (折後) 額外享有10%療程回贈
註：‧優惠只適用以正價計算的療程
 ‧只過用於新客戶

查詢電話：2686 9101
www.mankei.com.hk

Casablanca
惠顧正價貨品可享九折優惠
查詢電話：2687 5113
www.casablance.com.hk

六福珠寶
購買鑽石、天然翡翠、寶石、珍珠或K金首飾，
即可獲9.2折優惠
註：‧優惠只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或澳門特別行政區之六福珠寶分店
 ‧定價、特價、尊享價、授權、精品廊、黄金及鐘錶貨品除外
查詢電話：(852) 2710 9368
lukfook.com

裕華國貨
惠顧正價貨品可享九折及其他指定貨品
八五折優惠
註： 優惠不適用於公價貨品、特價貨品、食品部、超級市場及合作專櫃
查詢電話：3511 2222
www.yuehwa.com

葆露絲
‧購買功能內衣一件可享七折優惠
‧出示創興信用卡 / 聯營卡，可免費
獲享「一對一塑身教室」課程

註： ‧優惠只適用於女士及新客戶
 ‧優惠必須預約
 ‧每人只限使用各項優惠一次
 ‧七折購物優惠只限於正價產品，不適用於護臀褲系列
 ‧客戶須完成「一對一塑身教室」課程後方可享七折購物優惠
查詢電話：2832 2902
www.bonluxe.hk

德藝會
出示創興信用卡 / 聯營卡，可享：
‧免費7天貴賓會籍 (只限一人)
‧免費專業身體成份分析
‧可免指定會籍入會手續費 (價值HK$998)
註：優惠不適用於現有德藝會會員
查詢電話：2993 6688
www.lifefitnesshk.com.hk

LeBoni
正價貨品可享九折
註：優惠只適用於新客戶
查詢電話：2185 7429
www.leboni.com.hk

Ingrid Millet
‧正價貨品可享八八折
‧首次正價單項療程可享七五折
查詢電話 : 2581 2666
www.ingridmillet.com.hk

Bioscreen
‧正價貨品可享八八折
‧首次正價單項療程可享七五折
查詢電話 : 2543 7000
www.bioscreen-paris.com



GLYCEL
‧購買正價產品(包括飲品)可享9折優惠
‧以優惠價HK$388體驗Aqua Power瞬間補濕
療程 (75mins) (價值HK$1,720)

註：‧療程只適用於年滿18歲或以上及首次體驗GLYCEL美療服務
之女性新客人，必須預約及需於購買日期起計1個月內享用

 ‧每人限享美療優惠乙次

查詢電話：3182 7777
www.glycel.com

ERNO LASZLO
惠顧正價貨品可享九五折優惠
查詢電話：3182 7777
www.ernolaszlo-hk.com

OASIS homme
以優惠價HK$208 (價值：HK$4,440) 體驗以下護理：
1. Euro beauté高效緊膚活氧療程 (75分鐘) 及
2. 泰式古法魚子活眼附加療程 (20分鐘) 及
3. 穴位指壓按摩 (50分鐘) 或Radiage Slim雙效射頻消脂修形
療程 (20分鐘)
4. 完成療程後可免費獲贈Euro beauté護膚體驗裝3件
註： 所有療程只限年滿18歲或以上之新男性客戶首次試做，並於購買

日起計一個月內使用及必須預約，每人限享優惠乙次

查詢電話：3182 7777
www.oasis-group.com.hk

OASIS medical centre
以優惠價HK$290 (價值：HK$4,180) 體驗以下療程：
1. 醫學皮膚分析 及
2. Spectra分段激光美白淡斑 (10分鐘) 及
3. 24K炫金膠原導入療程 (25分鐘)
註： 所有療程只限年滿18歲或以上之新客戶首次試做，並於購買日起

計一個月內使用及必須預約，每人限享優惠乙次

查詢電話：3182 7777
www.oasis-group.com.hk

OASIS spa
以優惠價HK$398 (價值：HK$5,730) 體驗以下護理：
1. Erno Laszlo 時光逆轉抗皺面部護理 (90分鐘) 及　
2. 魚子草本泰式眼部附加療程 (20分鐘)   
3. 全身穴位指壓按摩 (50分鐘)或
 Radiage Slim雙效射頻皇牌纖脂療程 (20分鐘)
4. 完成療程後可免費獲贈Eurobeauté護膚體驗裝3件
註： 所有療程只限年滿18歲或以上之新女性客戶首次試做，並於購

買日起計一個月內使用及必須預約，每人限享優惠乙次

查詢電話：3182 7777
www.oasis-group.com.hk

OASIS beauty HONG KONG
以優惠價HK$198 (價值：HK$4,580) 體驗以下護理：
1. Euro beauté水光多重注水亮肌療程 (75分鐘) 及
2. 古法草本魚子眼部附加療程 (20分鐘) 及
3. 全身穴位指壓按摩 (50分鐘) 或Radiage Slim雙效射頻溶脂
瘦身療程 (20mins)

4. 完成療程後可免費獲贈Euro beauté護膚體驗裝3件
註： 所有療程只限年滿18歲或以上之新女性客戶首次試做，並於購買

日起計一個月內使用及必須預約，每人限享優惠乙次

查詢電話：3182 7777
www.oasis-group.com.hk

OASIS beauty Macau
‧以優惠價HK$198 (價值：HK$3,790) 體驗以下護理：
1. 深海能量細胞修護療程 (75分鐘) 及
2. 納米純金RF眼部附加護理 (45分鐘) 及
3. K69 輕柔淨化 (8分鐘)
4. 完成療程後可免費獲贈Euro beauté護膚體驗裝3件

‧購買正價貨品/飲品可享95折優惠
註： 所有療程只限年滿18歲或以上之新女性客戶首次試做，並於購買

日起計一個月內使用及必須預約，每人限享優惠乙次

查詢電話：3182 7777
www.oasis-group.com.hk

H2O+ Beauty
惠顧正價貨品可享八折優惠
註：優惠適用於全線 H2O+ 香港分店

查詢電話：3182 7777
www.h2oplus.com.hk

米施洛營養護康中心
‧以優惠價HK$30參加「綜合體重及健康分析」
（原價HK$188）

‧參加「營養減肥計劃」可享八五折優惠
註：‧「營養減肥計劃」優惠只適用於4個月或以上計劃
 ‧優惠必須致電預約

查詢電話：2384 1113
www.mslhk.com

MV Beauty & Health Centre
‧ 購買任何正價美容產品可享六折優惠
‧ 以優惠價HK$1,680享10次全身按摩 (45分鐘)
‧ 以優惠價HK$99可享按摩 (45分鐘) 或面部深層清潔 
(60分鐘)

註：只限18歲以上女賓

查詢電話：2383 8099
www.mvbeauty.com.hk

A Club Beauty
以優惠價HK$198享韓式納米養生汗蒸 (45分鐘) 及
全身淋巴推拿療程(45分鐘)
查詢電話：3709 2428

Goji Studios
以優惠價HK$368購買1個月「Goji Studios基本＋
會籍」(原價HK$2,476)
會籍包括：基本＋(一個月)
(1) 免費使用毛巾 (每次入場一套)
(2) 免費私人訓練課程一節 (60分鐘)
(3) 每月十節團體訓練課程
註： ‧優惠只適用於新客戶，只可使用一次。
 ‧會員可於期後按月以優惠價HK$1,238重覆續會，包括免費私

人訓練課程一節(60分鐘)(僅限首次購買此推廣會籍時兌換
一次)

查詢電話：2523 6655
https://gojistudios.com.hk

YOUNIBODY
以優惠價HK$388購買一次Younibody營養師諮詢
服務及基本Biomarker健康測試 (60分鐘) (價值：HK$880)
查詢電話：5703 5517
http://younibody.com

Eurobeauté 
購買正價貨品可享95折優惠 
註： 優惠適用於Eurobeauté銅鑼灣皇室堡及朗豪坊Beauty Avenue分店

查詢電話：3182 7777
www.eurobeaute.com.hk

忠告：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