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 EDION「EDION 愛電王購物賞」 

由即日起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憑交通銀行信用卡於 EDION 愛電王指定門店購物尊享以

下禮遇:  

 

1.  5%簽賬回贈  

於 EDION 愛電王指定門店單筆簽賬滿 HK$1,500，可享 5%簽賬回贈  

 

2.  7%折扣及 8%退稅優惠 

憑卡及電子優惠券於 EDION 愛電王指定門店簽賬可享 7%折扣及 8%退稅優惠 

有關商戶折扣優惠受商戶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向商戶查詢。 

 

門店地址: 

門店 地址 

名古屋總店 愛知縣名古屋市中村區名站南 2-4-22 

豐田總店 愛知縣豐田市三軒町 8 丁目 55 番地 

小田井 MOZO WONDERCITY 

購物廣場店 
愛知縣名古屋市西區二方町 47 番地 

永旺夢樂城鈴鹿購物廣場店 三重縣鈴鹿市莊野羽山 4-1-2 

伊勢店 三重縣伊勢市上地町 2680-1 

志摩店 三重縣誌摩市阿兒町鵜方金穀 2971-1 

豊川店 愛知県豊川市正岡町西深田 345-1 

岡崎總店 愛知縣岡崎市上六名町字宮前 1 番地 

SUNTOMOON 柿田川購物廣場

店 
靜岡縣駿東郡清水町伏見字泉頭 58-1 

新菊川店 靜岡縣菊川市堀之內 507 番 1 遠鐵菊川購物中心內 

高山店 岐阜縣高山市上岡本町 7-93-1 

秋葉原 AKIBA 店 東京都千代田區外神田 1-2-9 

啦啦寶都新三鄉購物廣場店 埼玉縣三鄉市新三鄉 LALACITY3 丁目 1-1 

橫濱店 橫濱市中區曙町 3-39-1 

熱海店 
靜岡縣熱海市中央町 19-39 MAXVALU 熱海店 3 樓豐田市三軒

町 8 丁目 55 番地 

姬路店 姬路市飾磨區今在家 1416-1 



      
 

 

西宮店 兵庫縣西宮市蘆原町 9-23 

禦影店 兵庫縣神戶市東灘區禦影本町 4-2-1 

JR 尼崎站店 兵庫縣尼崎市潮江 1-1-50 

樟葉購物廣場店 大阪府枚方市楠葉花園町 10-85 

近鐵上本町店 
大阪府大阪市天王寺區上本町 6-1-55  近鐵百貨店上本町店 5

樓 

啦啦寶都和泉店 大阪府和泉市步野 4-4-7  啦啦寶都和泉 3 樓 

近鐵百貨海闊天空店 
大阪府大阪市阿倍野區阿倍野筋 1-1-43 

近鐵百貨海闊天空總店翼館 3.5F 

天滿橋店 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區天満橋京町 1-1 

京橋店 大阪府大阪市城東區蒲生 1 丁目 9-10 

寺町店 京都府京都市下京區寺町通四條下貞安前之町 589 

圓町店 京都府京都市中京區西之京西圓町 55-1 

北大路 VIVRE 店 京都府京都市北區小山北上總町 49-1  北大路 VIVRE 4 樓 

森之宮店 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區森之宮中央 2 丁目 1-30 

堺店 堺市堺區戎島町 3-22-1 

啦啦寶都 EXPOCITY 店 
吹田市千里萬博公園 2-1 

啦啦寶都 EXPOCITY 3 樓 

泉佐野店 大阪府泉佐野市下瓦屋 2-2-77 

永旺夢樂城神戶北店 兵庫縣神戶市北區上津台 8-1-1 永旺夢樂城神戶北 1F 

道頓堀店 
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區道頓堀 1 丁目 4 番 27 號 

道頓堀威尼斯大廈 1 號樓 2 樓 

環球 CITYWALK 大阪™店 
大阪府大阪市此花區島屋 6 丁目 2-61 

環球 CITYWALK 大阪™4 樓 

廣島總店本館 廣島縣廣島市中區紙屋町 2-1-18 

廣島總店新館 廣島縣廣島市中區紙屋町 2-1-18 

SOGO 廣島店新館 9 樓 廣島縣廣島市中區基町 6-27 

廣島總店手錶廣場 廣島縣廣島市中區紙屋町 2-1-18  紙屋町 SHAREO 內 

蔦屋家電 廣島縣廣島市南區松原町 3-1-1  EKICITY HIROSHIMA 

八木店 廣島縣廣島市安佐南區八木 2-16-10 

廿日市店 廣島縣廿日市市新宮 1-9-34 

ALPARK 購物公園南面店 廣島縣廣島市西區商工中心二丁目 5 番 1 號 

吳本店 廣島縣吳市西中央 4-1-48 

海田店 廣島縣安芸郡海田町南 TSUKUMO 町 13-18 

岩國店 山口縣岩國市麻裡布町 7-9-40 



      
 

 

宇品店 廣島縣廣島市南區宇品西 2-16-51 

東廣島總店 廣島縣東廣島市西條町禦薗宇 4598 番地 1 

松山總店 愛媛縣松山市宮西 1 丁目 3-1 

福山總店 福山市入船町 1-8-15 

米子店 鳥取縣米子市米原 5-6-31 

出雲店 島根縣出雲市渡橋町 796-1 

新鳥取總店 鳥取縣鳥取市安長 71-1 

下關店 下關市竹崎町 4-7-1 

倉敷總店 岡山縣倉敷市笹沖 1209-1 

東川原店 岡山縣岡山市中區東川原 215-1 

下中野店 岡山縣岡山市北區下中野五之坪 441 

EMIFULL MASAKI 店 伊予郡松前町筒井 850 番地 

YOUME TOWN 高松購物廣場店 香川縣高松市上天神町字高田 362-1 

八幡黑崎店 福岡縣北九洲島市八幡西區東曲裡町 2-16 

奧特萊斯香椎浜店 福岡縣福岡市東區香椎浜 2-8-30 

甘木店 福岡縣朝倉市甘木 330-1 

熊本總店 熊本縣熊本市東區禦領 3 丁目 18-1 

SUNLIVECITY 熊本南購物廣場

店 
熊本縣熊本市中央區平成 3-20-1 

長崎本店 長崎市濱町 2-32 

別府店 別府市秋葉町 7-24Century Heights 日名子 

 

推廣條款及細則 

1. 「EDION 愛電王購物賞」（「本推廣」）只適用於持有由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於香港發出的交通銀行信用卡及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內地發出的交通銀行

太平洋信用卡(BOSS 卡及分期卡除外)及銀行不時指定的其他信用卡（「合資格信用

卡」）的客戶（「持卡人」），包括主卡及附屬卡，惟不包括禮物卡及 PC 網上卡。除

非文意另有所指，「銀行」指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及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 推廣期為 2018 年 4 月 16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包括首尾 2 日（「推廣期」）。 

3. 持卡人必須出示及以合資格信用卡於 EDION 指定門店（「商戶」）簽賬，方可享有優

惠。 

4. 推廣期內，持卡人持合資格信用卡及商戶折扣優惠券於商戶指定分店簽賬可享 7%

折扣及 8%退稅優惠。有關以上折扣優惠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向商戶查詢。

持卡人必須以合資格信用卡簽賬，方可使用上述 7%折扣優惠券。此優惠受商戶有關

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向商戶查詢。 



      
 

 

5. 推廣期內，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發出的交通銀行信用卡持卡人於商戶以合資

格信用卡單筆簽賬滿 HK$1,500 或等值日圓，該筆簽賬可獲 5%簽賬回贈，同一個信

用卡賬戶於推廣期內每月最多可享 HK$200 簽賬回贈。 

6. 透過本推廣所獲贈之簽賬回贈將於以下階段存入主卡賬戶內: 

簽賬日期 入賬日期 

2018 年 4 月 16 日至 7 月 31 日前簽賬 2018 年 9 月 30 日或之前 

2018 年 8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前簽賬 2019 年 1 月 31 日或之前 

2018 年 12 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簽賬 2019 年 5 月 31 日或之前 

7. 所有獲享 5%簽賬回贈獎賞之交易均以銀行記錄之交易日期計算。主卡及附屬卡的簽

賬交易將被視為同一信用卡賬戶，信用卡賬戶必須於存入有關簽賬回贈時，賬戶狀

況仍然為有效及信用狀況良好。任何有舞弊或欺詐成份、虛假、其他未經許可、已

取消、已退款或未志賬的交易款項均不適用於本推廣。獲贈的簽賬回贈只可作日後

信用卡零售簽賬用途。附屬卡之簽賬將會合併計算於主卡賬戶內，惟附屬卡賬戶不

獲本推廣優惠之獎賞。持卡人如具多於一張主卡，其多張主卡之簽賬不得轉讓或合

併計算在累積簽賬金額以獲享簽賬回贈。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將經電腦核實

持卡人之信用卡交易紀錄，方確定持卡人於本推廣獲享簽賬回贈之資格。持卡人必

須保留有關之交易單據及信用卡簽賬存根正本以作核對之用。如有任何爭議，持卡

人必須提供有關之交易單據及簽賬存根正本，以便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作進

一步調查。所有已遞交之有關文件將不獲發還。若簽賬存根印載的資料與交通銀行

（香港）有限公司存檔紀錄不符，將以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存檔紀錄為准。 

8. 上述第 5、6 及 7 段只適用於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發出的交通銀行信用卡，交

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內地發出的交通銀行信用卡持卡人於商戶以合資格信用

卡單筆簽賬滿 RMB500 或等值日圓，該筆簽賬可獲 5%簽賬回贈規則詳情，請瀏覽

http://creditcard.bankcomm.com。 

9. 除特別註明外，所有優惠不可兌換現金、其他商品或折扣，亦不得轉讓，及不可與

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10. 合資格之簽賬必須於銀行存入之免找數簽賬額前入賬，否則不論任何原因而造成延

遲入賬(包括但不限於因爭議交易、退單交易或商戶延遲交單等) ，有關交易款項均

不適用於是次推廣計劃簽賬並被視為不合資格的簽賬 。 

11. 銀行及商戶有權隨時修改條款及細則、更改或終止優惠而毋須作出任何事先通知。

銀行及商戶對於任何有關優惠的更改或終止恕不承擔任何責任。 

12. 持卡人明白及接納所有產品/贈品/服務並非由銀行提供。銀行對一切與各項產品/贈

品/服務有關之責任(包括但不限於其質素及供應量) 不承擔任任何責任。所有與產品

及/或服務相關之責任 (包括但不限於其質素及供應量)均由商戶獨自承擔。 

13. 如有任何爭議，銀行及商戶保留最終決定權。 

14. 除持卡人及銀行外，任何人均無權根據香港法例第 623 章《合約（第三者權利）條

http://creditcard.bankcomm.com/


      
 

 

例》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款或享有任何條款中的利益。 

15. 本推廣條款及細則之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之處，一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