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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与发送 eGift Cards卡 

什么是 Oxford eGift Cards 卡？ 

您可以上网购买 Oxford eGift Cards卡，把它送给自己，或作为礼物送给某位特别的人。该代码

持有某个设定的金额，您可在任何一家 Oxford 购物中心或 Oxford 办公大楼将其兑换成 Oxford Gift 

Card PLUS 卡(实体礼品卡)，随后即可在我们购物中心或办公大楼的大部分零售商处消费这张卡。  

如何兑换 Oxford eGift Cards 卡？ 

Oxford eGift Cards卡必须在 Oxford 购物中心或 Oxford 办公大楼兑换成实体礼品卡，才能在

Oxford 的零售商处购物。Oxford eGift Cards 卡可以在客服部（Guest Services）或我们的礼品卡自

动贩售机（Gift Card Vending Machines）兑换。您可以打印 Oxford eGift Cards 卡或将其存入手机。 

我能在零售商处使用 Oxford eGift Cards 卡吗？ 

不能。Oxford eGift Cards卡需在客服部（Guest Services）或 Oxford购物中心或办公大楼的礼品

卡自动贩售机（Gift Card Vending Machines）上兑换，才能在零售商处用实体礼品卡交易。 

Oxford eGift Cards 卡现有哪些面额？ 

Oxford eGift Cards 卡的面额从$10到$1,000不等，并以$10的增量递增。为方便起见，您可以一

次购买多张礼品卡，即使您将它们发送给不同的人。请注意，单笔交易不能超过$3,000。 

我使用电子礼品卡换取实体卡，请问是否设置上限？ 
您每天最多可以兑换$3,000 的电子礼品卡。 

我想送一张 eGift Card 卡作为礼物——我能添加一张照片和个人留言吗？ 
是的，当然可以。如果在 Oxford eGift Cards 卡上输入个人留言和上传照片或视频，这一特殊的时

刻将变得更加难忘。 

我如何查看 Oxford eGift Cards 卡的余额？ 
要查看 Oxford eGift Cards 卡上的余额，请将卡带至 Oxford 购物中心的客户体验展台（Guest 

Experience booth），或拨打 310-6299。 

我多久能收到 Oxford eGift Cards 卡？ 
Oxford eGift Cards 卡可立即发送，也可预设在特定的日期和时间发送。虽然付款审批流程可能不

会立即执行，但大部分交易都能快速处理完。有时可能因电子邮件运营商或网络等相关问题而有

所延迟。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 310-6299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ccsupport@oxfordproperties.com。 

Oxford 所有地区都能接受 Oxford eGift Cards 卡吗？ 
您须在加拿大 10 个购物中心或办公大楼之一将 Oxford eGift Cards 卡兑换成实体的塑料礼品卡。

一旦兑换成实体卡，即可以在购物中心、精选写字楼、精选酒店和波特航空企业的大部分零售商

处消费。有关完整清单，请单击此处。  

mailto:ccsupport@oxfordproperties.com
https://www.storefrontdirect.com/oxford_personal/where-t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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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ford eGift Cards 卡是否会过期？ 
不会，该卡无截止日期——即刻购买，随时可用。 

Oxford eGift Cards 卡可以退还吗？ 
除非法律要求，否则 Oxford eGift Cards 卡概不能退换或兑换成现金。 

其他人可以使用我的 Oxford eGift Cards 卡吗？ 
可以使用，只需在购买时将 Oxford eGift Cards 卡直接发送至他人的电子邮件地址即可。或者，转

发您收到的电子邮件，即可转赠给他人。或者，您也可能把 Oxford eGift Cards 卡打印出来，再给

他人。请注意：Oxford eGift Cards 卡仅能兑换一次。  

我需要一台专门的打印机吗？是否需要彩色打印？ 
不需要，如果您想打印 Oxford eGift Cards 卡，可使用任何标准打印机，并且任何 Oxford 购物中心

或办公大楼都接受彩色或黑白打印的 Oxford eGift Cards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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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Gifts（集体礼物） 

什么是 Group Gifting（集体送礼）？ 
Group Gifting（集体送礼）如同“筹资”——与亲朋好友一起分担礼物费用，而不是自己支付整个费

用。筹集的款项将汇集起来，而礼物收受人将收到一张面值为所有人筹资总额的 Oxford eGift 

Cards 卡。 

如果我们没有筹集达到预期目标的金额，会如何？或者若我们筹集的钱过多，会怎

样？ 
这不是问题！无论您否达到、超过或未达到预期目标，礼物收受人都将收到一张面额为筹集总额

的 Oxford eGift Cards 卡。 

我如何追踪我所组织的集体礼物的目标金额？ 
每一位被邀请者在为集体礼物筹款时，我们发送的通知电子邮件都会显示目标金额以及当前已筹

款金额。您可以随时访问 Group Gift Management（集体礼物管理）界面来跟踪筹款。 

我开启了一个集体礼物项目。我如何知晓被邀请人何时筹款的？ 
每当一位被邀请者为集体送礼筹款时，我们都会发送一封电子邮件。也会在您的 Group Gift 

Management（集体礼物管理）界面上发送通知。 

一张礼品卡可以筹款的人数有限制吗？ 
对为一张集体礼物卡筹款的人数没有明确的限制。但是，每一张集体礼物卡的总筹款额限额为

$3,000。 

我如何邀请他人为集体礼物筹款？  
您可以登录您的集体礼物帐户（Group Gift Account），然后导航至集体礼物管理页面（Group Gift 

Management）来完成邀请。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短信、社交媒体或共享链接来邀请他人。每封

提醒邮件都包含一个访问此页面的链接。  

礼物对收受人保密吗？  
是的。礼物收受人将不会收到关于礼物的任何通知，直至您选择的交付时间。届时，他们将收到

一封电子邮件或短信，邀请其查看页面，在那里他们将看到整个礼物以及来自筹款者们的个人消

息、视频和图片。  

如何更改集体礼物的有关信息？  
您可以通过登录您的集体礼物帐户（Group Gift Account），并导航至集体礼物管理（Group Gift 

Management）页面来更改集体礼物的有关信息。每封提醒邮件都包含一个访问此页面的链接。  

我如何知晓礼物收受人已认领了我组织的集体礼物的礼品？ 
当收受人认领集体礼物时，我们会发送电子邮件通知。如果礼物收受人在某段时间后仍没有认领

礼物，我们也会发送通知。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您也可以选择向礼物收受人发送提醒电子邮件。 

https://thdsupport.egifter.com/hc/en-us/articles/360024513173-Is-there-a-limit-on-how-many-people-can-contribute-to-a-gift-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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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ford eGift Cards 卡认领后，需等多久才能使用？ 
Oxford eGift Cards 卡在认领后可立即使用，并且不会过期。 

谁可以查看每笔筹款的金额？ 
只有集体礼物组织者才能看到每笔筹款的金额。礼物收受人及其朋友只能看到 Oxford eGift Cards

卡的总额，即使不止一个朋友已筹款。 

随着交付日期的临近，如果我组织的集体礼物没有达到目标，我该怎么办？ 
随着集体礼物交付日期的临近，我们会通过电子邮件定期向您发送提醒。提醒邮件将包括目标金

额及截至该日期的已筹款金额。如果觉得目标无法达成，可以邀请更多好友筹款，向尚未筹款的

被邀请人发送提醒，或者也可以延长交付日期。 

您可以登录您的集体礼物帐户（Group Gift Account），然后导航至集体礼物管理页面（Group Gift 

Management）来完成。每封提醒邮件都包含一个访问此页面的链接。  

 

企业订单 

如何为企业批量购买 Oxford eGift Cards 卡？ 
为您的企业或组织网上批量购买 Oxford eGift Cards 卡。您应先申请一个账户，如果帐户被批准，

我们会通知您。随后，您即可批量订购了。您可以选择向您的员工发送一份数码 eGift Cards 卡链

接清单，或者让我们代表您向礼物收受人直接发送一张 Oxford eGift Cards 卡，并附上您的个性化

信息！  

有哪些支付方式？ 
企业订单可以通过 EFT 或信用卡支付（另收费）。 

通过企业账户购买有限制吗？  
您申请的企业账户获得批准后，该帐户的购买限额为$25,000。每位受赠者最多只能获赠$3,000。

如欲购买更高金额，请联系 egift@oxfordgiftcardplus.ca。 

企业订单处理或交付需要多长时间？  
付款后，企业订单最多需要 3 个工作日即可获得批准。一旦批准，代码可以立即发送。   

 

我的某位员工没有收到 eGift Card 卡。我如何再次发送给他们呢？  
企业订单会在购买后的几个小时内(最多 24 小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礼物收受人，或者安排在您

选择的特定日期发送。 

如果您需要重新发送企业订单，请联系 egift@oxfordgiftcardplus.ca 解决并提供您的订单号(如

OCN123456)。  

mailto:egift@oxfordgiftcardplu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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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其它帮助吗？请联系我们。 
获得帮助最简捷的方法是拨打 310-6299。 

==== 

服务时间 

周一至周五：  美国东部时间上午 7:00-晚上 10:00 

周末：    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国定假日：  有限服务 

-------- 

有关 B2B 询价，请联系 egift@oxfordgiftcardplus.ca。  

 

防护和保护技巧 
 

像保护现金一样保护您的 Oxford eGift Cards 卡。 

我们强烈建议您保护好 Oxford eGift Cards 卡，采取与您的实体钱包、现金和信用卡相同的安全

防范措施。如果您选择打印礼品卡，请随时保管好。  

千万不要在电话或网上提供您的 Oxford eGift Cards 卡号码，尤其是给您不认识的和不信任的

人。 

避免未经授权的使用。 

未经授权的使用情形，可能发生在您认识的人或者您不认识的人身上。 

您应妥善保存好您的帐户和密码。 

如果使用共享计算机，您应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  

如果您选择打印 Oxford eGift Cards 卡，请时刻谨慎保管。如果您购买了实体礼品卡，请采取同

样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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