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ood Life 日日賞
渣打 / MANHATTAN 信用卡客戶可全年享以下網上及旅遊優惠。

網上及旅遊優惠
優惠適用於渣打Visa信用卡

優惠適用於渣打銀聯雙幣白金信用卡

優惠適用於渣打萬事達卡®

商戶

優惠詳情

ZALORA
優惠1:
• 憑任何渣打信用卡單一簽賬淨額滿HK$400可享85折及ZALORA帳戶
之5%現金回饋。
• 優惠碼：SCB2021
限時優惠2：
• 憑渣打Visa卡單一簽賬淨額滿HK$699可享75折。
• 優惠碼：SCBVISA
限時優惠3：
• 憑任何渣打信用卡單一簽賬淨額滿HK$599可享78折
• 優惠碼：22SCB
優惠1適用於2021年2月22日至2021年12月31日。
優惠2及優惠3只適用於2021年2月22日至2021年3月31日。
所有優惠碼不可與其他優惠碼或推廣同時使用。
所有優惠編碼只適用於 www.zalora.com.hk及ZALORA應用程式, 並須於結賬時輸入方可生效。
所有優惠碼不適用於www.zalora.com.hk/faq-non-sale/所列明的不設折扣品牌及由賣家出售的貨
品。
有關優惠碼的使用條款, 請參閱www.zalora.com.hk/terms-of-service/。
商戶網站: https://zh.zalora.com.hk/

大使花禮
• 正價貨品9折
• 優惠編號：SCB2021
優惠只適用於鮮花、水果、美食美酒禮籃、嬰兒禮籃及綠植盆栽。
優惠不適用於2021年2月4-14日及5月7-10日。
商戶網站: http://ambassador.com.hk

蜂-旅行
• 訂購來回機票每位成人享HK$100折扣
• 優惠編碼：SCB2021
商戶網站: http://promote.bees.travel
商戶熱線: 8200 6882

中僑參茸
• 網上商店95折
• 優惠編碼: CKSCB2021
優惠以正價計算及不適用於公價貨品。
優惠不可與其他推廣優惠、折扣或會員優惠同時使用及分期付款同時使用。
優惠不適用於送貨費及其他服務費用。
優惠只適用於中僑參茸網上商店。
如有任何爭議，中僑參茸保留最終決定權。
商戶網站: www.chongkio.com

CROCODILE
• 全單9折
• 優惠編碼：SCB2021
優惠適用於所有產品
如有任何爭議，CROCODILE保留最終決定權。
商戶網站: http://www.crocodile.com.hk
商戶熱線: 2176 0481

Flower Chimp
• 85折
• 優惠編碼：SC2021
每位客戶於每次交易只限使用優惠一次。
商戶網站: www.flowerchimp.com.hk
商戶熱線: 9868 3626

葡萄酒坊
• 正價葡萄酒享9折
• 優惠編碼：GDV21SCB
優惠不可與會員優惠或促銷優惠同時使用。
商戶網站: www.gdvwines.com
商戶熱線: 2591 9028

J SELECT
• 指定貨品95折
• 優惠編碼：SCB2021
優惠不可與其他推廣優惠同時使用。
商戶網站: www.jselect.com
商戶熱線: 2926 2300

Jebsen Fine Wines
• 正價貨品85折
• 首次購物滿HK$1,000可免費獲贈洋酒乙支
• 客戶優惠編碼：scbyro
優惠不適用於限定貨品。
優惠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參閱www.jebsenfinewines.com/exclusions。
商戶網站: https://www.jebsenfinewines.com
商戶熱線: 3180 3424

Laithwaites Direct Wines
• 首次惠顧滿HK$1,200享8折
• 優惠編號：SCBDW2021
商戶網站: https://directwines.com.hk

MARYLING Mall
• 指定貨品可享額外9折
• 優惠編碼：SCB2021
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商戶網站: www.marylingmall.com

mydress.com
• 正價新品85折
• 優惠編碼：SCCMD
優惠不適用於購買不設折扣貨品。
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MyDress保留隨時更改、取消有關條款及活動之權利，而毋須另行通知。
如有任何爭議，MyDress保留最終決定權。
商戶網站: https://www.mydress.com
商戶熱線: 2180 7474

MyiCellar
• 惠顧指定產品單一消費滿HK$800可享9折 (優惠碼: SCB2021cheers)
每位客戶最多可使用優惠碼2次。
優惠只適用於MyiCellar App。
商戶網站: https://www.myicellar.com/promo/scb2021yro-1457

Outdoor Living
• 單一簽賬9折
• 優惠編號：SCB2021
優惠不可兌換現金或其他產品。
優惠不可與其他推廣、折扣或優惠同時使用。
詳情請參閱 https://outdoorliving.hk/pages/shipping
商戶網站: www.outdoorliving.hk

Red Packet
• 正價貨品92折
• 優惠編碼：SCB2021
商戶網站: www.redpacket.hk
商戶熱線: 2882 4881

SECOO.net
• 惠顧單一簽賬滿HK$1,000享HK$250折扣及免運費
• 優惠編碼：SCB250
優惠只適用於香港免運費。
優惠只適用於www.secoo.net的正價貨品。
優惠不可與其他推廣優惠、折扣、現金券同時使用。
如有任何爭議，SECOO保留最終決定權。
商戶網站: www.SECOO.net
商戶熱線: 3580 0455

天然
• 於天然網上沖曬快線(http://print.skyphoto.com.hk)沖曬滿HK$200可
享9折
• ILovePhoto月費沖曬服務(www.Ilovephoto.com.hk)9折
客戶須於購買ILovePhoto 月費沖曬服務後電郵至cs@Ilovephoto.com.hk以享用優惠。
商戶網站: http://print.skyphoto.com.hk

Spoilt Experiences
• 正價貨品92折
• 優惠編碼：SCB2021
商戶網站: www.spoilt.com.hk
商戶熱線: 2882 4881

Stylegal
• 正價貨品9折
• 優惠編碼：SCB2021
商戶網站: http://www.stylegal.com

箱楽·主義
• 9折
• 優惠編碼：SCBANK2021
優惠只適用於www.suitcase.hk上購買的行李箱及旅行配件，不適用於其他零售店及網店。
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如有任何爭議，Suitcase Club保留最終決定權。
商戶網站: www.suitcase.hk
商戶熱線: 2427 8887

愛遊人
• 於TravelLiker官網預訂機票滿HK$2,000享每位HK$100折扣
• 於TravelLiker官網預訂酒店可享9折
• 優惠編碼：SCB2021
優惠只適用於Travelliker網站（http://www.travelliker.com.hk）直接預訂機票或酒店。
機票優惠只限於由香港國際機場出發之航班。
旅遊出發日期：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優惠不可與其他推廣、折扣或優惠同時使用，及不可兌換現金或其他產品。
商戶網站: http://www.travelliker.com.hk
商戶熱線: 3956 5286

屈臣氏酒窖
• 惠顧正價紅、白酒享9折（波爾多酒除外）
優惠只適用於渣打優先理財信用卡、渣打Visa Infinite信用卡、渣打亞洲萬里通萬事達卡。
優惠不適用於香檳、烈酒及啤酒。
優惠只適用於香港門市及網店。
優惠不能與任何現金券、優惠券及其他優惠或折扣同時使用。
商戶網站: https://www.watsonswine.com
商戶熱線: 2606 8828

WOW Living
• 單一簽賬9折
• 優惠編號：SCB2021
優惠不可兌換現金或其他產品。
優惠不可與其他推廣、折扣或優惠同時使用。
詳情請參閱 https://www.wowliving.hk/pages/shipping
商戶網站: www.wowliving.hk

密切留意更多優惠即將陸續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