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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card 進一步推動香港女性創業家賦權 

 
Mastercard 持卡人尊享 9 項全新精選禮遇 

 

   
 

香港，2021 年 6 月 10 日 – 為了持續在香港宣揚女性創業家賦權的訊息，Mastercard 今日宣布加強

支持由女性企業家所推動的商店和服務。此舉旨在鼓勵更多城中女性勇敢追隨自己的理想，在商

界創出一番事業。 
 
除了與國際著名時裝設計師 Vivienne Tam、2017 年亞洲最佳女廚師 May Chow 和 Floristry by Art of 
Living 創辦人 Emily Wong 等女性企業家合作外，今次 Mastercard 再度為其持卡人呈獻更多可於本

年內尊享的精選優惠和折扣，全力推進品牌的女性賦權活動。 
 
Mastercard 香港及澳門總經理陳一芳女士表示：「香港的女性企業家愈來愈具創意和別具慧眼，

有見及此，Mastercard 希望進一步啟發更多女性發展自己的事業、追求自己的理想，並在其各自

的領域中發光發亮。Mastercard 會繼續致力在香港打造一個更具包容性和多元化的商業環境，同

時為消費者帶來更多特別的專屬禮遇。」 
 
香港消費者可於今年內盡享以下各項獨家優惠： 
 
商戶  推廣優惠 
AMAVII 
AMAVII 是一個當代眼鏡設計品

牌，專門採用最輕巧耐用的太空

材料來製成鈦金屬眼鏡。 

 
由即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Mastercard 持卡人在

AMAVII 網站上購買所有 AMAVII 產品滿港幣 2,000 元，可

享 85 折優惠。 

https://origin-specials.priceless.com/zh-hk/offers/AMAVII?Oid=202105200004&issuerId=&produc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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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戶  推廣優惠 
ARCH  
ARCH 是一個健康生活練習室，提

供冥想及其他提倡個人健康、健

康生活模式的課堂和工作坊。 

 
由即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Mastercard 持卡人購買

水晶產品可享 8 折優惠，以及不同月份的特別優惠，包括

課程及療程優惠（一對一頌缽治療、音叉療癒和靈性反應

療法）。在兌換優惠時，持卡人需要出示 Mastercard電子
收據。 
 

Floristry by Art of Living 
Floristry by Art of Living 是一家以花

的週期來比喻人生的精品花店。 

 
由即日起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Mastercard 持卡人訂購每

週花束時，首期付款可享 85 折優惠。 
 

Go Lucky by Thierry Chow 
Go Lucky by Thierry Chow 是一個融

合風水與現代設計的當代概念，

打造出您的理想空間。 

 
由即日起至 2021 年 7 月 10 日，Mastercard 持卡人可以優

惠價購買以下特別版風水設計作品： 
• 紅木鳥：港幣 1,880 元 
• 金色鋁牛：港幣 2,880 元 
• 大理石石狗：港幣 2,380 元 

 
Little Bao 及 Happy Paradise 
Little Bao 是一間深受香港飲食文化

影響的現代中菜餐館，而 Happy 
Paradise 則給予現代中菜餐館一種

破格且獨特的重新演繹。 

 
由即日起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Mastercard 持卡人可分別

於銅鑼灣 Fashion Walk 內的 Little Bao 以優惠價每位港幣

268 元（另加一服務費）享用 Happy Bao 試菜菜單，或於

中環 Happy Paradise 以優惠價每位港幣 388 元（另加一服

務費）享用 Happy Paradise 菜單。 
 

Mceramics Design 
曾為時裝造型師的Mariane Chan現
為一名陶藝家，為客戶提供各種

全手工製的陶瓷產品和設計服

務。 
 

 
由即日起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 Mastercard 持卡人可以優

惠價港幣 450 元購買一個小茶杯及一個茶杯碟或甜品碟，

或以港幣 650 元購買一個湯碗及一個前菜餐碟。 

Rooftop Republic 雲耕一族 
Rooftop Republic 是一家致力發展

都市農業的社會企業，讓我們的

城市和糧食系統更具可持續性。 
 

 
由即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Mastercard 持卡人於

Rooftop Republic 雲耕一族網站購買任何產品，均可享有9
折優惠。 

VIVIENNE TAM 
作為一名國際知名的設計師，

VIVIENNE TAM 以融合中西文化的

設計理念盛名，亦被譽為將創新
科技與時尚完美結合的先驅。 

 
由即日起至 2021 年 7 月 4 日，Mastercard 持卡人凡於 
VIVIENNE TAM 店內憑 Mastercard 卡購買任何最新季度貨

品滿港幣 3,000 元，即可享 85 折優惠，當中必須包括至少
一件「Opera Girl」或「V_Panda」系列貨品。 

 
 
 

https://origin-specials.priceless.com/zh-hk/offers/ARCH?Oid=202105200005&issuerId=&productId=
https://origin-specials.priceless.com/zh-hk/offers/Floristry_by_Art_of_Living?Oid=202103040005&issuerId=&productId=
https://origin-specials.priceless.com/specials/cms/previewOffer?oid=202106080002&sourcemarketRegion=&sourcemarketCountry=HK&lang=ZN
https://origin-specials.priceless.com/zh-hk/offers/Little_Bao_%E5%8F%8A_Happy_Paradise?Oid=202103040001&issuerId=&productId=
https://origin-specials.priceless.com/zh-hk/offers/Mceramics_Design?Oid=202105200007&issuerId=&productId=
https://origin-specials.priceless.com/zh-hk/offers/Rooftop_Republic_%E9%9B%B2%E8%80%95%E4%B8%80%E6%97%8F?Oid=202105210001&issuerId=&productId=
https://origin-specials.priceless.com/zh-hk/offers/VIVIENNE_TAM?Oid=202104280001&issuerId=&produc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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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戶  推廣優惠 
WOODCO 夢木 
專門製作蠟燭的 WOODCO 夢木透

過蠟燭散發不同的香氣，捕捉當

下每一刻。 
 

 
由即日起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Mastercard 持卡人於網

店消費滿港幣 400 元，並以 Mastercard 卡付款，可享9折
優惠及免費贈品（USB 火機）一份。 

 
立即就與 Mastercard 一同支持本地女性的事業，慶祝女性賦權！ 
 
如欲查詢更多詳情，請瀏覽此網站。 
 
以上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 
 
關於 Mastercard （紐約證券交易所代號：MA）www.mastercard.com  
Mastercard 是國際支付業的科技企業。我們的使命是透過令安全、便捷、智能和可達的交易來連

接並推動具包容性的數碼經濟，使全球各地的人受益。憑藉安全的數據及網絡、夥伴關係和熱

情，我們創新的解決方案幫助消費者、金融機構、政府及企業發揮最大潛力。正商（DQ）推動著

我們的文化以及公司內外的一切。通過與 210 多個國家及地區的聯繫，我們正在構建一個可持續

發展的世界，為所有消費者釋放無價的可能性。 
 
媒體垂詢：  
 
Mastercard  
老家玲 (Karen Lo), Karen.Lo@mastercard.com 
劉祉鋒 (Janus Lau), Janus.Lau@matercard.com 
 
Mastercard – 公關代表  
曹子聰 (Sam Cho), (852) 2533 9982, scho@webershandwick.com 
何美俞 (Cherry Ho), (852) 2533 9905, cho@webershandwick.com 
 

https://origin-specials.priceless.com/zh-hk/offers/WOODCO_%E5%A4%A2%E6%9C%A8?Oid=202105210003&issuerId=&productId=
https://mstr.cd/3gb8x1D
http://www.mastercard.com/
mailto:Karen.Lo@mastercard.com
mailto:Janus.Lau@matercard.com
mailto:scho@webershandwick.com
mailto:cho@webershandwic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