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ti信用卡賬單「分期更好使」計劃及Citi信用卡簽賬「分期更好使」計劃之條款及細則

1. Citi信用卡賬單「分期更好使」計劃及Citi信用卡簽賬「分期更好使」計劃(「此計劃」)只適用於指定之Citi信用卡特選主卡客戶(「特選客戶」)，而有關條款及

細則包括下載之條款及細則及不時以書面或口頭通知之條款及細則(「條款及細則」)。

2. 特選客戶參加此計劃，均被認為已接受於此所列之各項條款及細則。此計劃之條款及細則將附加及補充，而非取代或毀損Citi信用卡合約/Citi HKTVmall信用卡 

合約/Citi The Club信用卡合約/Citi八達通信用卡合約(以適用者為準)(每份「信用卡持有人合約」)及其他適用的Citi條款及細則。於此所用之詞句及措辭將符合

信用卡持有人合約內的意思。若此計劃之條款及細則與信用卡持有人合約有歧異，概以此計劃之條款及細則為準。

3. 特選客戶確認此申請並非由第三方轉介。此計劃之批核需視乎賬戶狀況及可用信貸限額或借貸限額(以適用者為準)及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花旗銀行」)接

納對本申請與否之酌情決定。花旗銀行保留修訂最終批核借貸金額(「借貸金額」)之決定權。

4. 月平息方案：此條款及細則中所提及的「月平息方案」的涵義是指此方案將收取每月行政費。總每月行政費之計算方法為(i)借貸金額乘以(ii)由花旗銀行所釐

定的每月平均行政費用率及(iii)貸款期數 。

5. 一次性手續費方案：此條款及細則中所提及的「一次性手續費方案」的涵義是指此方案將收取一次性手續費。一次性手續費之計算方法為借貸金額乘以由花旗

銀行所釐定的手續費率。

6. 花旗銀行將根據客戶的個人化優惠為特選客戶推薦月平息方案或一次性手續費方案。申請一經成功批核，客戶將不能更改已選擇的方案。

7. 除特別註明外，以下條款均適用於月平息方案及一次性手續費方案。

8. 此計劃之借貸金額最低為HK$200。

9. a. 特選客戶可於有關個別的簽賬後3個工作天起或有關簽賬已記入Citi信用卡(「賬戶」)，以較後者為準，至該簽賬之結賬日前2個工作天申請本計劃或

 b. 特選客戶可就有關本月月結單結欠或部份的本月月結單結欠於本月月結單之付款限期前2個工作天申請本計劃或

 c. 特選客戶以Citibank銀行戶口/提款卡/扣賬卡進行交易後，可於有關個別交易後3天內申請本計劃。以下類別之簽賬均不適用於此計劃：結餘轉賬、商戶分

期計劃、「Quick Cash」套現分期計劃、自動轉賬、現金透支、籌碼兌換、旅行支票、所有費用(如信用卡年費、財務費用、逾期費用)、及已被取消之簽

賬、正在進行索償、退貨等之簽賬。以下類別之Citibank銀行戶口/提款卡/扣賬卡簽賬均不適用於此計劃：購買保險或投資產品、博彩、貸款供款、信用

卡賬單付款，購買汽車或房屋的訂金、轉賬至信用卡戶口、貸款戶口及自己其他花旗銀行戶口之交易。

10. 申請一經成功批核，借貸金額將於賬戶內之可用信貸限額或借貸限額中扣除。此被扣除的信貸限額或借貸限額將按還款金額而恢復。此外，如借貸金額於申請

批核時是從借貸限額中扣除，月平息方案或一次性手續費方案的每月供款金額(定義請參照以下條款)將於申請批核時從可用信貸限額中扣除，直至清還全部借

貸金額為止。

11. 只適用於月平息方案：一次性收取的首次行政費(「首次行政費」)將於借貸金額交易日(即批核當日)起徵收，並顯示於第一期月結單上。此費用之計算方法如

下

 a. 借貸金額乘以

 b. 每月平均行政費用率及

 c. 由借貸金額交易日至第一期月結單日之日數，除以每月30日。

12. 只適用於月平息方案：每月行政費(「每月行政費」)將於第一期月結單起徵收，並由第二期月結單起顯示，直至清還全部借貸金額為止。總每月行政費之計算

方法如下(i)借貸金額乘以(ii)由花旗銀行所釐定的每月平均行政費用率及(iii)貸款期數 。

13. 只適用於月平息方案：特選客戶應由第二期月結單起以每月分期之方式清還有關借貸金額(月平息方案的「每月供款金額」)。此每月供款金額是由借貸金額及

每月行政費之總和，除以所選擇之還款期。

14. 只適用於一次性手續費方案：一次性手續費將於借貸金額交易日(即批核當日)收取。一次性手續費之計算方法為借貸金額乘以由花旗銀行所釐定的手續費率。

特選客戶應由第一期月結單起以每月分期之方式清還有關借貸金額(一次性手續費方案的「每月供款金額」)。此一次性手續費方案的每月供款金額是借貸金額

除以所選擇之還款期。

15. 借貸之實際年利率依據業內公會所載的有關指引計算，及以365日之還款期及淨值法作為參考。花旗銀行有絕對權力以任何方法分配分期付款中的本金與利息

比例。

16. Citi信用卡的有關簽賬所獲享之任何積分、八達通現金、現金回贈、Club積分或任何其他推廣優惠(如適用)將根據每月還款本金計算。以Citibank銀行戶口/提

款卡/扣賬卡申請之有關交易將不會獲得任何積分、八達通現金、現金回贈、Club積分或任何其他推廣優惠(如適用)。

17. 申請一經遞交，不得取消、更改或撤回。

18. 花旗銀行將收取於提取本分期貸款當日所公布的利率及/或費用，該利率及/或費用將適用於整個貸款期。此外，每個月的付款限期或之前，只要花旗銀行收到

(或已收到)賬戶月結單總結欠的全數還款，花旗銀行將不會收取此分期貸款的額外費用及財務費用，直至您清還所有分期付款。不過，如果花旗銀行並未收到

您當前或之前賬戶月結單中所顯示的月結單總結欠的全數還款，則(i)當前月結單中已誌賬的每月還款額本金，以及(ii)在您當前月結單上，任何尚未清還的之

前月結單的每月還款額本金，將按賬戶月結單上的規定收取每日財務費用。已誌賬的每月還款額本金的每日財務費用將從月結單日期後的一日收取，直至：



當前月結單日期 2021年6月15日

已誌賬的每月供款金額 HK$1,050

- 已誌賬的本金 HK$1,000

- 已誌賬的每月行政費 (如適用) HK$50

已誌賬的每月行政費 / 一次性手續費(如適用) HK$50

刊載於月結單的最低付款額 (即已誌賬的每月行政費(HK$50) + HK$300

每月供款金額之本金部份及所有未償還借貸本金的1.5% (HK$250)) 

列載於月結單財務費用利率 每年31% (實際年利率: 34.28%)

付款限期  2021年7月13日

於2021年7月13日(「付款日」)繳付的金額 HK$300

已記賬的本金(HK$1,000)從當前月結單日期之翌日(6月16日) HK$22.93

至付款日的前一日(7月12日) 所衍生的財務費用(每年31%)

(即HK$1,000 × 27天 ÷ 365天 × 31%) 

當前已記賬的本金結欠 HK$750

當前已記賬的本金結欠(HK$750)從付款日(7月13日)至下一個月結單日期(7月15日) HK$1.91

所衍生的財務費用(每年31%)

(即HK$750 × 3天 ÷ 365天 × 31%) 

總財務費用(即HK$22.93 + HK$1.91) HK$24.84

下一個月結單日 2021年7月15日

 a. 已誌賬本金付款日期的前一日，如果您在付款限期當天或之前全數清還當前月結單總結欠；或

 b. 您全數清還當前月結單總結欠的當日，如果該筆還款是在付款限期之後支付的。 

 請注意，如僅支付最低付款額，本分期貸款將需要比預定期限更長的時間才能全數還清。此外，如果花旗銀行在付款限期之前未收到全數還款，您必須支付由

花旗銀行所釐定並不時通知您的遲交欠款費用，而您的信貸記錄亦將反映拖欠還款的情況。以上內容須受您的信用卡持卡人合約之條款約束。現行的財務費用

及逾期手續費可到 查閱。亦請參考Citi信用卡合約的第5.5條、Citi八達通信用卡合約的

第5.6條、Citi The Club信用卡合約的第6.6條及Citi HKTVmall信用卡合約的第6.7條，了解有關付款的分配次序。

 有關說明，請參閱本條款及細則的附錄。

19. 特選客戶月結單內顯示之最低付款額將會為每月供款金額之本金部份及所有未償還借貸本金的1.5%，每月行政費及首次行政費或一次性手續費的100%。

20. 花旗銀行有權隨時要求特選客戶清還全部款項。不論任何原因，若該賬戶或此計劃一經取消(或提早清還全部款項)，以下款項需立即全數繳付：

 a. 未償還之總借貸金額；

 b. 只適用於月平息方案：提早償還費用即未償還之總借貸金額4%。所有已繳付的每月行政費及首次行政費(如適用)，將不獲退回。

 c. 只適用於一次性手續費方案：並不收取提早償還費用。已繳付的一次性手續費將不獲退回。

        花旗銀行不接受提前償還部份還款。特選客戶如欲提前還款，須於最少7個工作天前向花旗銀行發出通知。提前還款通知一經發出即不可撤回。

21. a. 此計劃並無任何部份可被理解為花旗銀行仍有提供或繼續提供此計劃之義務。 

 b. 花旗銀行保留權利，在任何時候，均可毋須預先通知、增加或更改有關此計劃之部份或全部條件及細則，或以其他計劃(不論該計劃是否與此計劃雷同)取

代此計劃之部份或全部；或完全撤回此計劃。 

 c. 花旗銀行對客戶因此計劃而可能導致的任何行動、索償、損害、金錢損失、費用及花費均不會負上任何責任。

22. 如有爭議，花旗銀行保留一切最後決定權。 

23. 客戶在還款期間若還款或供款方面有任何困難，應儘早通知花旗銀行。

24. 如中英文版之條款有所差異，一概以英文版為準。

附錄：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將Citibank銀行戶口/提款卡/扣賬卡交易或信用卡月結單或簽賬分期攤還即享高達2%無上限獎賞」之條款及細則： 

1. 推廣期由2023年4月1日至6月30日(包括首尾兩日)(「推廣期」)。所有合資格賬單「分期更好使」計劃及簽賬「分期更好使」計劃貸款(參見條款4)必須於推廣

期內進行。 

2. 所有合資格賬單「分期更好使」計劃(「賬單『分期更好使』」)及簽賬「分期更好使」計劃(「簽賬『分期更好使』」)貸款受Citi信用卡賬單「分期更好使」計

劃及Citi信用卡簽賬「分期更好使」計劃(統稱「計劃」)之條款及細則所約束。 

3. 此推廣只適用於持有由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花旗銀行」)所發行之指定Citi信用卡(「認可信用卡」)並獲提供計劃之月平息方案客戶(「特選客戶」)。

4. 合資格賬單及簽賬「分期更好使」計劃貸款(「合資格貸款」)指以認可信用卡作批核之有關Citibank銀行戶口/提款卡/扣賬卡交易之簽賬「分期更好使」計劃

貸款、有關信用卡本月月結單結欠或部份的本月月結單結欠或個別簽賬之賬單及簽賬「分期更好使」計劃貸款，每宗貸款金額需滿HK$3,000，還款期最少為

12個月，並不包括iPhone for Life專屬Citi信用卡簽賬「分期更好使」計劃之貸款。 

5. 推廣期內，如特選客戶(「參加者」)成功作獲批核之合資格貸款(定義見條款4)，且累積貸款交易之批核金額為HK$5,000或以上，則每HK$5,000可獲享

HK$50惠康超級市場購物禮券(「購物禮券」)。

6. 如參加者曾透過Citi Mobile®流動理財手機程式申請並成功於推廣期內獲批核合資格貸款(定義見條款4)，則每HK$5,000可獲享額外HK$50購物禮券。 

7. 花旗銀行將會根據儲存於花旗銀行之紀錄，以決定特選客戶是否合資格參加此推廣，並保留最終決定權。以認可信用卡作的有關Citibank銀行戶口/提款卡/扣

賬卡交易之簽賬「分期更好使」計劃貸款或有關本月月結單結欠或部份的本月月結單結欠或個別簽賬之賬單或簽賬「分期更好使」計劃貸款如獲花旗銀行核實

後確認為合資格賬單或簽賬「分期更好使」計劃貸款而獲取購物禮券，購物禮券換領信將於2023年8月31日或之前以郵寄方式寄到參加者之香港通訊地址。 

8.  特選客戶如選擇合併多宗簽賬以一併申請月平息方案貸款時，該申請將被視為一次貸款申請。

9.  此推廣計劃只適用於首8,000名參加者，以合資格貸款達至條款5及條款6所列之要求的批核日期計算。

10. 購物禮券數量有限，送完即止。花旗銀行有權以其他禮品取代購物禮券而毋須另行通知。購物禮券不可兌換現金，如遺失或損毀亦將不獲補發。所有購物禮券

一經換領，恕不能撤換或退款。花旗銀行並不是有關購物禮券的供應商，亦對購物禮券供應商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質素一概不承擔任何責任。花旗銀行不負責

一切有關貨品或服務之事宜。任何有關貨品或服務之責任，一概由有關商戶負責。購物禮券須受列印於購物禮券之條款及細則約束。 

11.  此推廣不可與其他推廣同時使用。

12.  參加者之認可信用卡賬戶必須於推廣期內及獲取購物禮券時保持有效及信用狀況良好，花旗銀行保留取消獲取購物禮券之權利而毋須另行通知。 

13. 若參加者於推廣期內及獲取購物禮券時提早償還賬單或簽賬「分期更好使」計劃貸款或取消用作申請賬單或簽賬「分期更好使」計劃貸款並獲取購物禮券之有

關信用卡，花旗銀行有權從參加者的Citi信用卡或其他花旗銀行賬戶中(如適用)扣取相等於購物禮券之金額而毋須另行通知。 

14.  如有任何舞弊/欺詐成分或取消用作計算購物禮券之有關交易，花旗銀行有權從有關指定信用卡賬戶內扣取相等於購物禮券之金額而毋須另行通知。

15.  花旗銀行保留隨時更改本條款及細則或酌情取消或終止此優惠的權利，而毋須事先通知。本行不會為相關改變、終止或取消負上任何責任。

16.  如中英文條款及細則有所差異，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如推廣資料與本條款及細則在文義上出現分歧，一概以本條款及細則為準。 

17.  除參加者及花旗銀行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 》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的權益。 

18.  推廣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所管轄，並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詮釋。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一次性手續費方案之特選客戶可享高達HK$500現金回贈」推廣之條款及細則： 

1.  推廣期為2023年4月1日至6月30日(包括首尾兩日) (「推廣期」)。所有合資格賬單及簽賬「分期更好使」貸款(定義見條款4)須於推廣期內進行。

2.  所有合資格貸款受Citi信用卡賬單「分期更好使」計劃及Citi信用卡簽賬「分期更好使」計劃(賬單及簽賬「分期更好使」計劃)之條款及細則所約束。 

3. 此推廣只適用於由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花旗銀行」)提供之賬單及簽賬「分期更好使」計劃之一次性手續費方案(「一次性手續費方案」)之客戶(「特選

客戶」)。 

4. 「合資格貸款」是指於推廣期內以認可信用卡作Citi信用卡賬單或簽賬「分期更好使」計劃之一次性手續費方案貸款、有關信用卡本月月結單結欠或部份的本月

月結單結欠或個別簽賬之賬單及簽賬「分期更好使」計劃貸款。每宗貸款之獲批金額須為HK$1,000或以上及還款期為6個月或12個月。(不包括iPhone for Life

專屬Citi信用卡簽賬 「分期更好使」計劃之貸款)。 

5. 「合資格信用卡」是指由花旗銀行所發行之指定Citi信用卡(「認可信用卡」)。

6.  高達HK$500現金回贈推廣

 a. 推廣期內，特選客戶凡成功申請「合資格貸款」且累積貸款交易之批核金額為HK$10,000或以上，可享現金回贈。現金回贈內容如下：。

 b. 現金回贈將會存入至於推廣期內用作申請第一宗合資格貸款的認可信用卡戶口(以合資格貸款批核日期計算)。 

7. 特選客戶如選擇合併多宗簽賬以一併申請一次性手續費方案貸款時，該申請將被視為一次貸款申請。 

8. 花旗銀行將會根據儲存於花旗銀行之紀錄，以決定客戶是否合資格參加此推廣，並保留最終決定權。以認可信用卡作的有關賬單或簽賬「分期更好使」計劃

貸款或個別簽賬如獲花旗銀行核實後確認為符合現金回贈的合資格貸款，相關現金回贈將於2023年9月30日或之前(「回贈優惠期」)自動存入至認可信用卡

戶口。 

9.  此推廣不可與其他推廣同時使用。 

10. 特選客戶之認可信用卡賬戶必須於推廣期內及獲取回贈優惠期內保持有效及信用狀況良好，方可獲取現金回贈。花旗銀行保留取消現金回贈之權利而毋須另行

通知。 

11.  於推廣期內及獲取回贈優惠期內，如特選客戶被發現已取消相關用作申請合資格貸款的Citi信用卡，花旗銀行保留於特選客戶信用卡戶口或其他花旗銀行戶口 (

如適用)扣除相當於現金回贈的金額。 

12.  如有任何舞弊/欺詐成分或取消用作計算現金回贈之有關交易，花旗銀行有權從有關指定信用卡賬戶內扣取相等於現金回贈之金額而毋須另行通知。

13.  花旗銀行保留隨時更改本條款及細則或酌情取消或終止此優惠的權利，而毋須事先通知。本行不會為相關改變、終止或取消負上任何責任。

14.  如中英文條款及細則有所差異，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如推廣資料與本條款及細則在文義上出現分歧，一概以本條款及細則為準。 

15.  除客戶及花旗銀行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 》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的權益。 

16.  推廣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所管轄，並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詮釋。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於推廣期內累積貸款交易之批核金額

>= HK$10,000 - < HK$30,000

>= HK$30,000 - < HK$50,000

>= HK$50,000

現金回贈

HK$80

HK$250

HK$500



For a loan amount of HK$100,000: 貸款金額：港幣100,000元
Loan Tenor 3-month 6-month 12-month 24-month
貸款期 3個月 6個月 12個月 24個月
APR (or range of APR)  
實際年利率(或實際年利率範圍) 3.29%-29.45% 4.61%-33.76% 4.95%-35.68% 5.11%-35.39%
Monthly Flat Rate Plan 
月平息方案
One-Time Booking Fee Plan 0% 3.50%-34.96% 5.78%-34.83% N/A一次性手續費方案

Interest is calculated on the basis of 365 days per year. The actual APR applicable may differ. An APR is a 
reference rate which includes the basic interest rate and other fees and charges of a product expressed as 
an annualized rate. 
For participants of Citi Credit Card “PayLite” Installment Plan for iPhone for Life only: Annualized 
Percentage Rate (APR) is 0%. Installments shall be billed to your credit card account on a monthly basis 
similar to a normal retail transaction. Installments are subject to interest rate or other fees pursuant to the 
applicable Citi Credit Card Agreement if you pay less than the total amount due indicated on the monthly 
statement of your account.
利息以每年365日計算。個別客戶之實際年利率或有差異。實際年利率是一個參考利率，以年化率展
示出包括銀行產品的基本利率及其他費用與收費。
僅適用於iPhone for Life專屬Citi信用卡簽賬「分期更好使」計劃之參加者： 
實際年利率為0%。分期供款將以類似一般零售簽賬的形式每月從你的信用卡賬戶中收取。如你所支付的
還款額少於你的賬戶月結單上所顯示的應付總金額，本行將根據Citi信用卡合約收取利息或其他費用。
If the minimum due of the entire statement balance stated in any monthly statement is not received in full by 
the payment due date, a finance charge of range between 5.01%-35.81%  will be imposed on the Monthly 
Installment Amount (excluding the Monthly Fee and Initial Fee, if any) from the billing date until full payment 
is credited to the Accou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ardholder Agreement. The minimum payment due of the 
Monthly Installment Amount shall comprise of (i) 1.5% of the current month’s billed principal and unbilled 
principal of the Loan; (ii) the Monthly Fee, if any; and (iii) the Initial Fee or One-Time Booking Fee, if any.  
如在該付款限期未收到月結單總結欠之最低付款額，花旗銀行將根據信用卡持有人合約收取財務費用 
5.01%-35.81%，直至付款被存入該戶口為止：每月供款金額(不包括此計劃之每月行政費及首次行政
費)，從月結單日起計。在此計劃下，客戶月結單內顯示之最低付款額將會為：(i)每月供款金額之本金
部份及所有未償還借貸本金的1.5%；(ii)每月行政費；及(iii)首次行政費或一次性手續費的100%。

Annualized Percentage Rate (APR) 
實際年利率
(Only applicable to the new applications on 
or after December 6, 2022)
(只適用於2022年12月6日或之後的
新申請)

Annualized Default Interest Rate
逾期還款年化利率 /
就違約貸款收取的年化利率

This product is an installment loan. This KFS provides you with indicative information about interest,
fees and charges of this product but please refer to our offer letter for the final terms of your installment loan.

此乃分期貸款產品。 本概要所提供的利息、費用及收費等資料僅供參考，分期貸款的最終條款以貸款確認書為準。
Interest Rate and Interest Charges 利率及利息支出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Handling Fee 
手續費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Late Payment Fee and Charge
逾期還款費用及收費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Returned Check/ Rejected Autopay Charge 
退票 / 退回自動轉帳授權指示的收費

Monthly Flat Rate Plan: In the event of cancellation of the Account (or early repayment of the Loan in full) 
for whatever reason, the following will become immediately due and payable: the outstanding principal 
amount and an early cancellation fee equivalent to 4% of the outstanding principal amount.
Not applicable for participants of Citi Credit Card “PayLite” Installment Plan for iPhone for Life or the 
One-Time Booking Fee Plan.
月平息方案：不論任何原因，若該賬戶或此計劃一經取消(或提早清還全部款項)，以下款項需立即全
數繳付：未償還之總借貸金額及提早償還費用即未償還之總借貸金額4%。 
不適用於iPhone for Life專屬Citi信用卡簽賬「分期更好使」計劃或一次性手續費方案之參加者。

Prepayment/ Early Settlement/
Redemption Fee
提前還款 / 提前清償 / 贖回的收費

Fees and Charges 費用及收費                                                                                              

Monthly Flat Rate Plan: An initial fee (“Initial Fee”) will be charged only once. It is calculated by multiplying (i) the Loan; (ii) the monthly flat rate from time 
to time applicable to the Eligible Cardholder (“Monthly Flat Rate”); (iii) the number of days from the loan approval date to the first statement date, and dividing 
the total by 30 days. The Initial Fee will be payable on the first statement date. 
月平息方案：一次性收取的首次行政費(「首次行政費」)將於借貸金額交易日(即批核當日)起徵收，並顯示於第一期月結單上。此費用之計算方法如
下：(i)借貸金額乘以(ii)每月平均行政費用率及(iii)由借貸金額交易日至第一期月結單日之日數，除以每月30日。
One-Time Booking Fee Plan:  A One-Time Booking Fee will be charged upfront upon approval of the One-Time Booking Fee Plan. The paid One-Time Booking 
Fee will not be refunded.
一次性手續費方案：一次性手續費將於借貸金額交易日(即批核當日)收取。已繳付的一次性手續費將不獲退回。

Additional Information 其他資料                                                                                    

Citi Credit Card “FlexiBill” Installment Program and Citi Credit Card “PayLite” Installment Program 
Key Facts Statement 

Citi信用卡賬單「分期更好使」計劃及Citi信用卡簽賬「分期更好使」計劃資料概要
Key Facts Statement (KFS) for Installment Loan   
分期貸款產品資料概要

Citi Credit Card “FlexiBill” Installment Program and Citi Credit Card “PayLite” Installment Program 
Citi信用卡賬單「分期更好使」計劃及Citi信用卡簽賬「分期更好使」計劃 

Effective Date: December 6,2022 
生效日期：2022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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