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遇3 高達63個新城市廣場精選商戶優惠
參與商戶
流行服飾
AAPE

精選優惠

特別條款

正價貨品9折
惠顧任何產品可享神秘禮品1份

- 優惠只適用於沙田新城市廣場AAPE分店
- 優惠不適用於聯乘產品
- 優惠不可與會員折扣、優惠券、禮物卡同時使用
- 條款及細則如有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Armani Exchange

正價貨品95折
購買正價貨品滿HK$2,800可獲贈索繩背包1個 (建議零售價HK$350)
購買正價貨品滿HK$2,800可享9折
正價貨品8折
購物滿HK$1,500可獲贈精美圍巾1條 (價值HK$399)
指定正價貨品9折
指定特價貨品額外95折
指定正價貨品9折
特價貨品額外95折
正價貨品9折
購買正價貨品滿HK$500可享$25折扣

ba&sh
BELLE BOUDOIR
double-park
FIVE CM
Fred Perry
GAP

izzue
Jessica
Max&Co.

正價貨品9折
購買指定正價貨品滿HK$2,000可享85折
購買指定特價貨品滿HK$2,000可享額外95折
指定正價貨品9折
正價貨品9折
凡購買正價貨品淨額滿HK$5,000或以上可享9折

the bonniemob
Theory
Tommy Hilfiger
Weekend By MaxMara

正價貨品88折
正價貨品9折
購買正價貨品滿HK$1,500可享9折
購買正價貨品淨額滿HK$5,000或以上可享9折

initial
i.t

運動服裝及用品
Catalog
K-Swiss
Marathon Sports
New Balance
New Era
童裝
chicco
mothercare
Mini Mdreams
珠寶鐘錶及眼鏡
Chow Tai Fook

指定正價貨品9折
正價貨品85折
指定正價貨品9折
正價貨品9折
正價貨品95折

- 正價及指定聯乘貨品除外

- 此優惠不能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 優惠包括限時超值購貨品，特價貨品除外
- 優惠不可與第三方優惠、GAPVIP或其他優惠券同享

- 只適用於正價貨品
-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推廣優惠同時使用，包括Max Mara Group貴賓卡

- 不適用於定價貨品、手錶及香氛系列
- 只適用於正價貨品
-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推廣優惠同時使用，包括Max Mara Group貴賓卡
- 優惠不適用於指定品牌、特選貨品、寄售貨品及專櫃
- 優惠不適用於指定品牌、特選貨品、寄售貨品及專櫃
- 優惠不適用於指定貨品

Chicco正價貨品9折
正價貨品9折
正價貨品95折
購買足金類產品，手工設計費8折

可以「換購價」選購指定首飾乙件

- 此優惠適用於沙一(新城市)分行
- 此優惠不可以任何方式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包括任何優惠、金會/珠寶會標會、周大
福發出之周大福會員計劃回贈禮券/營銷推廣禮券)
- 此優惠不適用於企業禮品客訂、其他客訂貨品及作為訂金
- 此優惠不適用於購買傳承系列產品、金粒及投資產品黃金類
- 周大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保留隨時更改、取消有關條款及活動之權利，無須另行通
知。如有任何爭議，周大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Daniel Wellington
Links of London
Lukfook Jewellery
Monica Vinader
RayBan
TSL

美容化妝及美髮
APIVITA
Aveda
BEYORG
Cle de Peau Beaute
Clinique

購買腕錶產品並加配任何產品全單85折
正價貨品95折
購買K金首飾滿HK$1,000可享HK$120折扣
正價貨品9折
基本卡: 正價鏡架連鏡片或太陽眼鏡第一副95折，第二副85折
鑽石卡及白金卡: 正價鏡架連鏡片或太陽眼鏡88折
購買正價珠寶滿HK$4,800可享HK$500折扣

購買正價貨品滿HK$1,000可享9折及豪華體驗裝(20ml)3支
免費體驗頭皮影像分析服務及獲贈頭髮護理體驗套裝乙份
首次面部護理療程可享7折
購買任何產品可獲贈鉑鑽源亮細胞系列體驗套裝乙份
免費體驗Clinical Beauty ^TM 皮膚分析服務1節
完成服務後可獲贈護膚品試用裝1包

LANCÔ ME

購物滿HK$1,400可獲贈「皇牌修護套裝1套3件」乙份 (價值高達HK$430)
凡購物滿HK$2,000可獲贈滿額禮遇及殿級蜂皇試用裝1件
購買正價貨品滿HK$1,250可獲贈亮肌活膚旅行套裝(建議零售價$299)
購買IPSALYZER皮膚分析，完成後可獲皇牌體驗裝1份(建議零售價$499)
登記成為會員即可獲得星級護膚套裝(價值$193)及額外試用裝1件

Salon Beebles
The History of Whoo

首次惠顧美髮及美甲服務可享8折
購買正價貨品滿HK$800可獲贈精選宮廷護膚旅行套裝1份 (建議零售價HK$479)

YSL Beauté
鞋履箱包
Bally
Charles & Keith
ECCO
le saunda
LONGCHAMP
Marc Jacobs
Melissa at MDreams
Samsonite
shoebox
STACCATO
影音電器
DG Lifestyle Store

免費享用迷魅塑唇服務，完成服務後可獲贈3天試用裝

Fortress World
HUAWEI

購買家庭電器及影音產品滿HK$2,000或以上即減HK$100
購買指定型號產品，可獲贈藍牙耳機1對或Thermos水杯1件

Suning
Techlife by Fortress
餐飲
Enoteca
Gochiso
PIZZAEXPRESS

購買正價貨品滿HK$2,000可享HK$100折扣
購買美容儀器產品滿HK$2,000或以上即減HK$100

Fresh
Guerlain
IPSA

其他
The LEGO Store

購買正價貨品滿HK$12,000可享9折
購買正價貨品滿HK$500可享HK$50折扣
正價貨品9折
購買任何皮具產品滿HK$2,000即減HK$100
購買正價貨品滿HK$3,000可獲贈收納袋1個
購買正價貨品滿HK$4,000可享9折
正價貨品95折
正價貨品95折
正價貨品95折
正價貨品9折
購買指定正價配件產品88折

- 不適用於定價、特價、尊享價、授權、精品廊及鐘錶貨品

- Estrella鑽飾、證書鑽飾、12靈瓏系列、水韻及星願系列、未鑲嵌鑽石、足金、K金、
鉑金、換購貨品、特價貨品 (指定特價貨品除外)及訂貨單貨品恕不適用
- 每人每次只限使用優惠一次，不可累積使用、不可兌換現金，不可與其他推廣優惠
及折扣同時使用

- 每位顧客可享優惠一次。敬請預約療程服務，查詢電話: +852 2433 3398
化粧棉及工具除外
^Clinical Reality 皮膚分析服務服務需先預約，查詢電話: +852 2698 7077

- 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 LANCÔ ME保留更改禮品包裝，或以價值相約的產品取代已換罄禮品的權利，而不會
作另行通知
- 只適用於正價貨品
- 不適用於節日或限量套裝

- 優惠不適用於公價、特價、銀包、皮帶及鞋履護理用品
- 皮具護理產品除外

- 只限鞋類
- 皮革護理產品除外
- 此優惠只限於沙田DG Lifestyle Store分店使用
- 此優惠不能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 遊戲電玩產品除外
- 優惠適用於2019年9月16日至9月30日
- 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 部份指定貨品除外

購買正價貨品滿HK$800可享9折
主餐牌9折
惠顧單點菜式滿HK$500可享HK$50折扣

- 公價貨品除外
- 不適用於午市套餐、下午茶餐、學生餐或任何套餐
- 優惠只適用於沙田PizzaExpress
- 只限堂食，不適用於外賣自取、所有套餐、網上預訂及外送服務
- 每枱只可享用優惠一次
- 如有任何爭議，PizzaExpress (Hong Kong) Limited保留最終決定權

購買正價貨品滿HK$300可獲贈5005230 Zane Kendo Training 或 5005236 Friends
Clubhouse 1包(價值HK$79)

- 不可與其他優惠共同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