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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k. by CANVAS TOKYO

東京都澀谷區代官山町11-12 日進Hills代官山1F
+81-3-6432-5701            http://ink.canvas-tokyo.com/
週一至週五 11:00-19:00 (最後點單 18:30)   週六日10:00-19:00 (最後點單18:30)

飲食消費8折優惠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享所有餐品及飲料消費8折優惠
Visaカードでのお支払いで、すべての飲食が20％OFF。

CANVAS TOKYO雜貨及服飾9折優惠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享所有店內CANVAS TOKYO原創雜貨及服飾類商品9折優惠
Visaカードでのお支払いで、すべてのオリジナル雑貨とアパレル商品が10％OFF。

空間場地租借9折優惠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享空間場地租借9折優惠
Visaカードでのお支払いで、レンタルスペースのご利用が10％OFF。

 ink. by CANVAS TOKYO對本優惠全權負責。優惠展覽日不可使用。空間場地租借適用於公司
法人等租借場地作為舉辦派對、活動、快閃店、展覽會、開業慶典儀式及攝影等使用，必須提前
通過主頁預約，CANVAS TOKYO將會對申請者進行審定。餐飲優惠亦適用於CANVAS TOKYO
廣尾店。

作為CANVAS TOKYO品牌的2号店，ink不僅保留了人氣飲品�at white，還推出
使用了純天然材料的6種顏色ink latte以及來自京都老字號茶農的手摘抹茶、美
味手撕豬肉漢堡以及烤牛角麵包。同時ink還提供空間租賃，是開設快閃店、在東
京舉辦活動、擴張品牌力的理想場所。

欲享受優惠，請於付款時出示本優惠及有效護照，且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Visa東京時尚指南 2019-2020※

食/Dining

※本優惠有效期至2020年9月30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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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Dining

artless craft tea & coffee

消費滿1,000日圓獲贈咖啡豆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消費滿1,000日圓可獲贈咖啡豆一包
Visaカードでのお支払いで、1,000円以上お買い上げの方にコーヒ豆を
プレゼント。

artless craft tea & coffee對本優惠全權負責。最低消費金額
1,000日圓為含稅價格。

artless craft tea & co�ee將日本獨有的美學進行詮
釋，將其融入現代式新風格的“茶&咖啡”。聚焦“匠
人精神”，咖啡皆來自小規模農園並由手沖完成、每
一杯都洋溢著產地、製法等幕後小故事；焙茶也同樣
來自小規模無農藥農園，經由常滑燒的急須壺沖泡，
每一滴都濃縮著精華。

欲享受優惠，請於付款時出示本優惠及有效護照，且使用有效
Visa卡付款。

東京都目黑區上目黒2-45-12, Nakame 
gallery street J2
+81-3-6434-1345
http://www.craft-teaandcoffee.com/
每日營業 11:00-18:00

食/Dining

食/Dining

SHIRONONIWA

點選法式吐司菜單獲贈飲料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點選法式吐司菜單，可獲贈免費飲料
一杯
Visaカードでのお支払いで、フレンチトーストをご注文の方にソフトドリ
ンクを1杯サービス。

Ivorish Shibuya對本優惠全權負責。每點選一個法式吐司餐
品，可獲贈一杯飲料。本優惠不適用於午餐菜單。免費飲料可
從500日圓的飲料中選擇。

Ivorish花費長達6個月的時間專門開發出適合法式
吐司使用的麵包。餐廳提供只有專賣店才能實現的
配方和品質，期待您來享受使用精選材料製作而成的
熱騰騰法式吐司新世界。

晚餐消費滿6,000日圓享9折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晚餐時段每客消費滿6,000日圓享9折
優惠
Visaカードでのお支払いで、お一人様あたり6,000円以上ご利用の方、
10%OFF。

SHIRONONIWA對本優惠全權負責。6,000日圓為不含稅價格。

餐廳由有“環遊世界的植物獵人”之稱的西畠清順打
造，在這個被光和綠色包圍的“Atre空中花園”，您
不僅可以欣賞到絕倫的景致這裡充滿異國情調的氛
圍和美食更是會讓您想要酌上一杯，享受這裡美妙
的時光。

欲享受優惠，請於點單時出示本優惠及有效護照，且使用有效
Visa卡付款。

東京都澀谷區宇田川町3-3 B1F
+81-3-6455-3040            https://ivorish.com/
週日至週四 11:00-21:00 (最後點單 20:00)
週五六日及假日前日11:00-22:00 (最後點單 21:00)
定休日：第1、第3個週二（如遇週二為假日，替換為次日週三休息）

東京都澀谷區惠比壽南1-6-1 
Atre惠比壽西館8F
http://www.bistro-shiro.com/shirononiwa/
每日營業 11:00-23:00 (最後點單 22:00)

欲享受優惠，請於點單時出示本優惠及有效護照，且使用有效
Visa卡付款。

Ivorish 澀谷
Ivorish Shibu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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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Dining

apéro. wine bar aoyama

食/Dining

CITRON

消費滿1,500日圓獲贈飲料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消費滿1,500日圓可獲贈無酒精飲料
一杯
Visaカードでのお支払いで、1,500円以上ご利用の方にソフトドリンクを
1杯サービス。

CITRON對本優惠全權負責。顧客可從（冷/熱）店家自製檸檬
水、咖啡和茶中選擇獲贈飲料。最低消費金額1,500日圓為含
稅價格。

想要在東京享用有機健康美食的同時體驗愜意的巴
黎氛圍？位於東京時尚中心南青山的CITRON Bar A 
Salades Parisien是你的上佳選擇！快來這裡享用健
康、營養均衡又有著豐富色彩的現代美食。

欲享受優惠，請於付款時出示本優惠及有效護照，且使用有效
Visa卡付款。

消費即贈啤酒拼盤一份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點選其他任何餐點即可獲贈啤酒拼盤
一份，可選3種啤酒。
Visaカードでのお支払いで、ビアフライト（ビール3種のテイスティング）
をサービス。

SCHMATZ Beer Dining Nakameguro對本優惠全權負責。優
惠適用於20周歲以上的客人，且不可與其他任何優惠並用。
欲享受優惠必須至少點選其他任何一道餐點。本優惠僅適用
於SCHMATZ Beer Dining中目黑店。每組客人限獲贈一份啤
酒拼盤。

消費滿1,500日圓獲贈葡萄酒或
果汁一杯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消費滿1,500日圓可獲贈法式氣泡葡萄
酒(或有機果汁)一杯。
Visaカードでのお支払いで、1,500円以上ご利用の方にフランスのスパー
クリングワインまたはオーガニック・ジュースを1杯サービス。

apéro. wine bar aoyama對本優惠全權負責。

apéro.葡萄酒吧餐廳位於南青山，源於對葡萄酒的
熱愛和熱情，這裏葡萄酒均直接來自法國。apéro.旨
在為客人提供個性化的私密葡萄酒選擇，同時也詮釋
出釀酒師的熱情和匠人精神。這裏經驗豐富的廚師
會隨季節變化為客人提供創意和獨特的美食體驗。

欲享受優惠，請點單時出示本優惠及有效護照，且使用有效
Visa卡付款。

東京都目黑區上目黑1-22-4            +81-3-6412-8770            https://www.schmatz.jp/            週一至週五 15:00-23:00   週六日及公休日 11:30-23:00

東京都港區南青山2-27-21 Seirin Building 1F/2F
http://citron.co.jp/
週一至週五 8:00-21:00 (最後點單 20:30)
週六 9:00-21:00 (最後點單 20:30)   週日 9:00-19:00 (最後點單 18:30)

東京都港區南青山3-4-6，Aoyama346 3F
https://apero.co.jp/
週一至週五 18:00-24:00 
週六日11:30-16:00，17:00-24:00 (週二閉店)

SCHMATZ由幾個德國年輕人創立於東京，旨在將美
味的德國啤酒與當地美食融合。中目黑為品牌的旗艦
店，一樓是一個開放空間，便於客人作短暫休閒停留，
二樓則提供完整用餐服務，客人還可以觀賞廚師們製
作招牌德國香腸以及其他美食的過程。店鋪面向目黑
川的優勢地段，到櫻花季節更是可以邊嘗美食邊賞櫻
花，好不愜意。SCHMATZ等您來體驗！

欲享受優惠，請點單時出示本優惠及有效護照，且使用有效
Visa卡付款。

SCHMATZ Beer Dining 中目黑
SCHMATZ Beer Dining Nakameg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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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on

消費滿30,000日圓享9折優惠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消費滿30,000日圓享9折優惠
Visaカードでのお支払いで、30,000円以上お買い上げの方、10%OFF。

&Collection對本優惠全權負責。最低消費金額30,000日圆為
不含稅價格。

&Collection不僅擁有優雅的店內環境，這裡的作品
數量也非常豐富。致力於將愉悅的生活方式融合進
藝術品、家具和設計的&Collection誠邀您一起來體
驗美妙精緻的生活。

欲享受優惠，請於付款時出示本優惠及有效護照，且使用有效
Visa卡付款。

東京都港區南青山5-9-12 Aisawa Building 1F
+81-3-3409-1202
http://and-collection.com/
週一至週日 12:00-20:00

MA by So Shi Te

ROSEBAY

購/Shopping

購/Shopping

所有消費9折優惠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享所有商品9折優惠
Visaカードでのお支払いで、すべてのお買い物が10％OFF。

MA by So Shi Te對本優惠全權負責。

MA by So Shi Te是精選來自日本各地傳統及現代
手工藝品的專門店，包括寄木細工的木製拼圖盒、
瓷器、木杯、和服面料、圍巾、熏香和層壓竹家具
等。"So Shi Te" 在日語中的意思是“接下來”，有著
承前啟後的意味，希望客人也能在光顧之後的“接下
來”時長有好運相伴。

欲享受優惠，請於付款時出示本優惠及有效護照，且使用有效
Visa卡付款。

消費滿5,000日圓享9折優惠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消費滿5,000日圓享9折優惠
Visaカードでのお支払いで、5,000円以上お買い上げの方、10%OFF。

ROSEBAY對本優惠全權負責。5,000日圓為不含稅價格。

作為首家將喜馬拉雅岩鹽進口到日本的商
店，Rosebay提供包括含有豐富礦物質岩鹽、香料和
橄欖油等多種天然產品！從浴鹽、香薰油到化妝品、
按摩油及各種飾品，店內氛圍可愛，深受女性客人的
歡迎。

欲享受優惠，請於付款時出示本優惠及有效護照，且使用有效
Visa卡付款。

東京都港區南青山 2-22-15
+81-3-3401-0922
http://www.mabysoshite.com/
週一至週日11:00-19:30 (週末及公休日19:00閉店)

東京都澀谷區神宮前4-13-8 1F
+81-3-6455-5414
http://shop.rosebay.jp/
11:00-18:00（週一定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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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a東京時尚指南優惠活動有效期為日本時間2019年9月1日至

2020年9月30日為止，有特別說明的除外。並請註意各商戶的不

適用日期。

●該優惠適用于韓國、台灣、香港及澳門地區發行的所有Visa卡且

通過Visa網路進行的支付。

●欲兌換優惠，請出示本優惠中的相應優惠券內容(可出示打印版

或電子版，如手機或iPad等電子屏幕均可)及您的有效護照。

●如果您沒有及時出示優惠信息及有效護照，可能導致您無法獲取

優惠獎勵。

●須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方可享受折扣或贈品等優惠。Visa持卡人

的姓名須同所出示護照上的姓名一致。

●本優惠活動與其他促銷、減價和特別優惠活動不可一同使用。

●優惠內容不可兌換現金或其他商品。

●優惠僅可在明文列出的指定店鋪中使用。

●持卡人在本活動中的優惠商戶消費時，每人每次僅限享用一次優

惠。各提供優惠的商戶對其優惠活動和服務負有全部的責任。

●如果您需要咨詢或希望獲得更多信息，請直接聯系商戶。

●服務條款及條件根據各個商戶而不同。請在參加優惠活動之前

仔細閱讀具體商戶的條款條件。商戶可能有Visa東京時尚指南網

站中未提及的使用條款及細則，Visa持卡人全權負責查看及遵守

相關商戶的條款及細則。

●Visa對持卡人購買或打算根據優惠購買的任何商品及/或服務可

能產生的任何索賠、投訴或爭議不承擔任何責任，此類索賠必須

直接在持卡人和商戶之間解決。持卡人不得向Visa或Visa卡發行

機構提出任何索賠。

●在不損害上述條款條件的原則下，如有使用或意圖使用上述優惠

或相關商品及/或服務的行為造成或衍生任何人身傷害、死亡、

失實陳述、損害或遺漏，概不由Visa針對任何相關的（不論直接

或間接）損失、損害賠償、費用、支出或索賠向任何人負責。

●消費後，請收好您的Visa卡收據。您可能需要出示收據作為消費

證明或投訴依據。

●Visa 對優惠使用的賠償不負任何責任。

●優惠中的信息均為基於2019年08月的信息，未來有可能發生變

化。優惠活動和服務可能變更或者中斷，恕不提前通知。

●除非優惠活動中有特別指出，所有優惠都不包括稅金和服務費。

如果參與商戶拒絕提供優惠 請出示以下聲明

スタッフ様。クーポンとパスポートを提示の上でVisaカードでのお
支払いがあった場合、事前に定められた特典をお客様にご提供い
ただけますでしょうか。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小禮品
●所有禮品都必須在購物時索取。購物後不可索取。

●6個月內每人只限索取一份禮物。您在索取禮品的時候，工作人員

可能要求您留下您的姓名。

●請在領取禮品當下確認商品狀態。如有任何瑕疵請於當場進行交

換。禮品在離開商戶後或使用後不可交換。

●根據庫存的狀況，禮品可能有變更。

●所有收據須為使用Visa卡簽賬的同一天的消費，且Visa卡持卡人

姓名需和卡上印刷名稱一致。

●優惠券上的照片僅供參考，具體以實物為準。

折扣優惠
●在購物時需要出示優惠信息。

體驗/活動
●請確定您已經閱讀每頁每個優惠活動的服務條款與條件。須在

售票處出示優惠信息。 
●優惠信息上的照片僅供參考，具體以實物為準。

餐廳/咖啡厅
●每人只能獲得一份免費飲品、甜點或者加菜/禮品。

●本優惠有效Visa卡持卡人的同行人員亦可享受優惠，但必須同時

滿足優惠活動的要求。

●優惠信息上的照片僅供參考，具體以實物為準。

 服務條款與細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