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謹慎理財 信用無價 信用卡暨預借現金之各級別循環信用年利率為6.75％～15％（依本行信用評分制度定期評估，循環利率之基準日為104年9月1日）。預借現金手續

費：預借現金金額乘以3％加上新臺幣150元或美元5元，其他相關費用係依本行網站公告。客服專線：（02）2383-0110│www.cathaybk.com.tw



啟動倍數引擎 最優NT$10=1哩
刷國泰世華長榮航空聯名極致無限卡搭乘長榮 /立榮航空之國際線航班，並於搭乘後完成登錄即

啟動倍數引擎，可享指定消費類別NT$10=1哩

＊限搭乘長榮/立榮營運之國際線航班，共掛班號不適用。 

長榮航空官網購票*、機上免稅品*、海外消費*

國內旅行社購買長榮機票*、自由行*、國外團體旅遊* 啟動倍數引擎NT$10=1哩
未啟動→依一般消費回饋

一般消費 NT$20=1哩
消費類別 哩程回饋

國泰世華銀行　敬上

旅行，是豐富靈魂最美好的方式；心之所嚮，隨時出發。

「國泰世華長榮航空聯名極致無限卡」專為頻繁飛行的您量身打造，願您的人生如同旅行般充滿驚喜、愉悅！

在此邀您即刻感受以下優惠：

倍數引擎極速回饋

搭乘長榮航空國際線航班並啟動倍數引擎，於長榮航空機票、團費、免稅品及海外消費等指定通路消費，

每新台幣10元消費累積1哩長榮航空哩程，生日當月搭乘再享額外生日贈哩回饋。

尊榮飛行禮遇

長榮航空機票與免稅品優惠、免費機場接送、貴賓室禮遇及海外wifi分享器租借等服務，讓出遊更便利！

美饌住宿饗宴

極致美饌饗宴7折起優惠、精選飯店住房折扣禮遇，讓每次享受都優惠滿滿！

親愛的貴賓，您好

新的年度，我們祝您：遇見全新的風景、品味每趟不凡的旅程！

極速累哩

啟動倍數引擎NT$10=1哩
未啟動→NT$15=1哩
※107年後之消費免登錄即啟動（107年前之消費仍需登錄） 

108年持續開放長榮官網購票、海外消費及機上免稅品消費，免登錄即享NT$10=1哩回饋！限時禮遇

注意事項：1.活動期間至108/12/31止。2.限時禮遇限107/1/1後持指定卡片刷卡且完成請款入帳之長榮官網購票、機上免稅品(預購消費僅適用NT$15=1哩回饋)、海外消費適用。國內旅行社消費(限實際搭乘長榮/立榮營運之國際線航班)及107年以前刷卡消費之所有指定消
費類別仍需登錄成功啟動倍數引擎後，方享10元1哩。3.正附卡消費合併計算回饋哩程點數，並累積於正卡人帳戶中。回饋時須持有效長榮航空聯名卡。4.每正卡人NT$10=1哩年度總回饋上限(依消費日為準)依最高持卡卡別判別每人每年回饋上限，極致無限卡為20萬哩，
超過之消費依「未啟動」哩程回饋。如須登錄之消費，持卡人須先向長榮航空辦理登錄飛行紀錄，並於搭乘長榮航班後5~180日內，至本行官網或語音系統申請登錄該次航程消費及持卡人本人之搭機資訊，始享回饋。申請登錄之5個工作日後，可至本行官網查詢登錄結果。
5.登錄之長榮航空國際機票/自由行/團費消費，消費日限於登錄日前2年內。每次航程限單筆消費，不得分刷。每次航程及每筆機票/自由行/團費消費限登錄乙次。6.107年以前消費須登錄台灣出發長榮航空國際線航班，成功後始提供搭機日起60日內之海外消費及長榮機
上免稅品NT$10=1哩回饋。海外消費係指交易地點非臺灣之一般交易。7. 消費先依各卡級之一般或指定類別「未啟動」哩程回饋比例，計入當期帳單，登錄贈送之差額哩程點數於登錄作業成功完成後次次月(含)前回饋。登錄回饋舉例說明：「長榮航空聯名極致無限卡」持卡
人108/3/1國內旅行社購買長榮機票之消費金額為NT$15,000，請款計入當期帳單後可獲得750哩，持卡人搭機後於108/3/30申請登錄，經本行檢核結果登錄成功後，可於108/5月(含)前再獲得差額哩數750哩。免登錄倍數引擎之指定消費將依各卡級指定類別「未啟動」哩
程與差額哩程比例分批回饋，並於消費入帳後次月完成哩程回饋。8.一般消費定義依本行官網公告為準，分期交易依已入帳金額回饋。9.詳細說明請至本行官網查詢。活動期間內倘因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本行得變更或終止活動，並於本行官網公告。

※仍需登錄 



Derek申辦極致無限卡於108/3/1核卡並於60日內刷滿NT$10,000，Derek每月平均刷卡

一般消費NT$2.8萬，再加上花費NT$16萬至日本旅行（刷長榮航空機票、團費或海外消費並登錄成

功），一年即可累積70,460哩。

長榮航空/立榮航空國際線來回機票兌換標準

Miles & Cash
（一年累計哩程可兌換兩張)

一般消費（年）

16,800哩
刷極致無限卡贈哩 16,000哩
無限萬哩遊飛行哩 2,660哩
（以搭乘長榮台北-東京經濟艙來回一次為例）

日本

旅行

首刷「哩」

35,000哩

範
例

刷卡消費均可累積「長榮航空無限萬哩遊」哩程點數，讓您輕鬆兌換長榮航空、

立榮航空、星空聯盟之酬賓機票或艙位升等及旅遊抵用券、住宿券各種酬賓獎項等。

一年累積哩程70,460哩→1張亞洲線經濟艙來回機票只需35,000哩

哩程兌換

注意事項：1.活動期間至108/12/31止。2.正附卡消費合併計算回饋哩程點數，並累積於正卡人帳戶中。回饋時須持有效長榮航空聯名卡。3.詳細說明請至本行官網查詢。活動期間內倘因不可歸責於本行

之事由，本行得變更或終止活動，並於本行官網公告。

＊以上舉例僅供參考，實際回饋及限制依各卡友消費計算為準。

哩程兌換

注意事項：1.以上哩程兌換服務由長榮航空提供，詳細內容請依「長榮航空無限萬哩遊」會員辦法相關條款及細則為準。2.持卡人使用長榮航空哩程須遵循長榮航空相關規定，持卡人如有哩程兌換需求(包含申請兌換酬賓機票、
艙位升等、折抵機票費用或其他商品等)，歡迎與長榮航空聯繫。3.長榮航空所提供可兌換之機位會依各航線淡旺季而有所不同，並於360天前開放訂位，建議卡友盡早規劃行程，並透過長榮航空官網(www.evaair.com)或訂位
專線(02)2501-1999訂位。4.哩程效期依長榮航空之使用規定為準。

即日起透過長榮航空網頁(www.evaai r.com)預訂機票時，您可使用您的哩程，支付長榮或立榮航空國際線營運

航班之全部或部分機票費用。

豪華經濟艙

－

－

110,000哩

120,000哩
110,000哩

40,000哩
50,000哩

商務艙/桂冠艙/皇璽桂冠艙

 150,000哩

 150,000哩

 160,000哩
 150,000哩

  50,000哩

經濟艙

100,000哩

100,000哩

110,000哩
100,000哩

35,000哩
20,000哩台灣-香港/澳門

機票航點

亞洲與大洋洲間

亞洲與歐洲間

亞洲與美洲間（芝加哥、紐約、休士頓、多倫多）

亞洲與美洲間（不含芝加哥、紐約、休士頓、多倫多航線）

亞洲區域間（含台灣、港澳大陸、東北亞、東南亞）（註）不含台灣-香港/澳門

STEP
1 購票前須先登錄會員

STEP
2 付款階段選擇以自有或轉讓哩程支付

STEP
3 選擇抵扣之哩數即完成



飛行禮遇 飛行禮遇

注意事項：1.活動期間至108/12/31止。2.【免費機接】（1)於108/4/1至108/12/31期間預約服務者，預約前須達成任一消費門檻：3個月內機票或旅遊團費新增消費合計達NT$1萬、前期帳單或當期帳單新

增消費達NT$2萬、前三期帳單合計新增消費達NT$6萬。（2)限正卡持卡人預約使用，接機、送機分開計算。3.須於3~7個工作天前預約，偏遠地區、部分時段、連續假期或特殊狀況須酌收加價費用。4.機
場接送優惠價之服務由Visa國際組織提供，活動內容及注意事項依Visa國際組織公告為準。5.詳細說明請至本行官網查詢。活動期間內倘因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本行得變更或終止活動，並於本行官

網公告。 

注意事項：1.活動期間至108/12/31止。2.【購票優惠】(1)購票航班最晚出發來回日須於購票當日起算360日內。(2)本優惠限於長榮航空全球資訊網、EVA Mobile APP台灣(繁體中文)語系之「信用卡專區」或
Global(English)語系之「BANK DISCOUNT」專區，刷卡購買專案規範之台灣出發指定行程機票。(3)部份指定艙等、促銷票價不適用本優惠。(4)本優惠案不得與長榮航空及立榮航空其他促銷活動合併使用。
(5)各班機適用訂位艙等與票價，以長榮航空官網公告為準。3.【購物優惠】機上免稅品限長榮/立榮航空營運之國際線航班。4.【外幣換匯】(1)限正卡持卡人使用。(2)每人每月限優惠2次，當月底未使用完畢
視為放棄。(3)優惠減碼每次換匯金額上限為NT$499,999。5.詳細說明請至本行官網查詢。活動期間內倘因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本行得變更或終止活動，並於本行官網公告。

外幣換匯優惠

正卡持卡人於國泰世華網路銀行、My Mobibank兌換指定外幣，享每月2次換匯減碼優惠。

台幣兌換

優惠匯差

美元

0.035

人民幣

0.015

日幣

0.0015

機票及購物優惠

長榮航空官網購票不限航點享9折優惠

機上免稅品享9折優惠

長榮樂e購官網消費享9折優惠再享NT$10=1哩回饋

免費機場接送禮遇

預約專線：（04）2206-1608│網址：www.youfirst.com.tw/cathaybk-infinite/

使用服務前，持極致無限卡刷達消費門檻，享指定區域至國際機場免費接或送禮遇。

國際機場：台北松山機場、桃園國際機場、台中清泉崗國際機場、高雄國際航空站（原小港機場）、北京首都機

場、上海虹橋機場、上海浦東機場、廣州白雲機場

免費機場接送禮遇：一年6次

預約專線：（04）2206-9342│網址：www.freeliving.com.tw/visa 

刷極致無限卡購買當次國際機票或國外團費總金額八成以上，享台北至桃園、小港、清泉崗國際機場單程

NT$380起優惠價（偏遠地區需另外加價）

機場接送優惠價

＊以上機場接送禮遇有限定服務區域，詳細服務適用條件與限制依官網公告為準。



飛行禮遇 飛行禮遇

機場櫃檯優先劃位禮遇

免費機場外圍停車

注意事項：1.活動期間至108/12/31止。2.使用長榮航空機場貴賓室限搭乘長榮航空/立榮航空實際營運之國際航班，共掛班號不適用。使用前須出示當日長榮/立榮航空之國際線航班登機證與適用卡

別，不可攜伴。The Garden貴賓室限搭乘商務艙之持卡人使用(非自願升等至商務艙者不適用)。3.使用龍騰機場貴賓室前須完成龍騰卡申請，並出示有效龍騰卡(使用前請確認綁定有效長榮航空聯名

卡指定卡別正卡卡號)及登機證。限正卡人本人使用，若攜伴需另付費。4.極致無限卡之免費龍騰機場貴賓室禮遇以每卡每日2次為限，超出之使用次數肯驛國際將收取優惠價NT$500/次。5.詳細說明請

至本行官網查詢。活動期間內倘因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本行得變更或終止活動，並於本行官網公告。

注意事項：1.活動期間至108/12/31止。2.使用機場櫃檯優先劃位禮遇限搭乘長榮航空/立榮航空實際營運之國際航班使用，共掛班號不適用。3.詳細說明請至本行官網查詢。活動期間內倘因不可歸責於

本行之事由，本行得變更或終止活動，並於本行官網公告。

免費機場貴賓室

享一年不限次數免費使用機場貴賓室禮遇

iPhone版 Android版

龍騰卡貴賓室遍佈全球，包含台灣、香港、中國、日本、韓國、美國、英國等，超過500多個城市，

邀您感受全球超過1200間貴賓室的舒適優雅體驗。

龍騰卡全球機場貴賓室不限次數免費使用禮遇

【申請方式】網路：https://www.dragonpass.com.tw/cathaybank/電話：(04)2206-8195
【申請資料】請準備您的護照英文姓名、行動電話號碼、有效聯名指定卡別正卡卡號及生日並完成填寫

【使用方式】請下載龍騰出行APP，使用時出示您手機上的龍騰卡卡號或掃描二維碼使用

長榮航空桃園機場The Garden/The Star、松山/高雄/曼谷機場指定貴賓室
．桃園國際機場：搭乘皇璽桂冠（商務）艙，可使用皇璽桂冠（商務）艙櫃檯劃位；搭乘豪華經濟艙/

經濟艙，可使用長榮航空無限萬哩遊金卡會員櫃檯劃位

．其他全球機場：不分艙等，可使用商務艙櫃檯劃位

極致無限卡持卡本人享長榮航空機場櫃檯優先劃位權益

於使用前六個月內(含使用當月)刷極致無限卡繳付當次八成以上之國外旅遊團費或國際線機票全

額票款，且單筆金額須滿新臺幣1萬元(含)，享國際機場外圍免費停車優惠，全年不限次數、

每次最多30天



頂級美饌頂級美饌

注意事項：1.活動期間至108/12/31止，採預約制。2.優惠折扣需以原價計算且需另加收原價一成服務費，不適用服務費、單點、酒水等費用，特殊節日不適用。3.限持卡人本人刷卡適用，正附卡不得同時使用。部份優惠不適用手機信用卡。各飯店餐廳之優惠期
間、適用人數與次數、平假日與特殊節日定義及其他各項限制條件，須以各飯店餐廳公告為準。不得與店內其他優惠合併使用。優惠不得折抵現金或退款。4.詳情請參閱本行官網說明。活動期間倘因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本行得變更或終止活動，並於本行
官網公告。

注意事項：1.活動期間至108/12/31止，採預約制。2.優惠折扣需以原價計算且需另加收原價一成服務費，不適用服務費、單點、酒水等費用，特殊節日不適用。3.限持卡人本人刷卡適用，正附卡不得同時使用。部份優惠不適用手機信
用卡。各飯店餐廳之優惠期間、適用人數與次數、平假日與特殊節日定義及其他各項限制條件，須以各飯店餐廳公告為準。不得與店內其他優惠合併使用。優惠不得折抵現金或退款。4.詳情請參閱本行官網說明。活動期間倘因
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本行得變更或終止活動，並於本行官網公告。

極致饗宴《北部地區》 ＊優惠限四人以內 ＊優惠限四人以內

優惠 適用廳別/餐點餐廳名稱

極致饗宴《中部地區》

適用廳別/餐點餐廳名稱

台北寒舍艾美酒店

台北晶華酒店

台北喜來登大飯店

台北W飯店

台北文華東方酒店

台北美福大飯店

新竹國賓大飯店

新竹豐邑喜來登大飯店

75折＊

85折
88折

75折＊

9折＊

8折
85折

9折

88折

7折＊

9折
      85折＊

台中亞緻大飯店

長榮桂冠酒店（台中）

台中日月千禧酒店

台中林酒店

優惠

75折＊

75折＊

85折
88折

9折

「異料理」午餐/晚餐

「咖啡廳」平日午餐/週五至週日下午茶、「冠品鐵板燒」指定套餐

「極炙牛排館」平日午餐/晚餐

「森林百匯」

「奇鮮日本料理」

極致饗宴《南部地區》

餐廳名稱

台南大億麗緻酒店

台糖長榮酒店（台南）

高雄國賓大飯店

優惠

8折
85折
75折＊

9折

適用廳別/餐點

「亞洲食錦鐵板燒」

「吃遍天下自助餐廳」平日(假日9折)、「長園中餐廳」平日、「大廳酒吧」

「iRiver愛河牛排海鮮自助餐廳」週一至週四午晚餐/週五午餐
「粵菜廳」週一至週五午晚餐

「探索廚房」午餐/下午餐/晚餐、「寒舍食譜」午餐/晚餐

「巧克光廊」

「Robin’s牛排屋」、「上庭酒廊」、「三燔本家」、「晶華軒」、「azie」、「栢麗廳」

「PIZZA PUB」、「SUKHOTHAI」、「辰園」、「桃山」、「十二廚」、「安東廳」

「請客樓」

「the kitchen table西餐廳」自助午(含早午餐)、晚餐

「Bencotto義大利餐廳」(優惠至108/6/30)、「M.O.Bar」、「文華Café」午餐/下午茶/晚餐

「米其林一星雅閣中餐廳」

「彩匯自助餐廳」、「潮粵坊港潮餐廳」、「晴山日本料理」、「米香台菜餐廳」、「GMT義法

餐廳」、「Cocoon池畔酒吧」

「八方燴西餐廳」 午晚餐

「玖樓」午晚餐

「大廳酒吧」



尊榮旅驛

注意事項：1.活動期間至108/12/31止。2.限持卡人使用並入住指定房型。3.【台灣住房NT$3,600起】優惠每卡每日限訂兩房，最多得連續住宿兩晚，各酒店每卡每月限訂四房。4.須事先預約訂房並告知

使用此專案優惠，特殊節日不適用亦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部分行動支付不適用。3.各家酒店之優惠細則與限制、平假日及特殊節日定義、不適用期間、訂房專線等詳細說明請至本行官網查詢，最

終優惠細則以各酒店公告為準。4.活動期間內倘因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本行得變更或終止活動，並於本行官網公告。

長榮國際連鎖酒店住房款待

尊榮旅驛

•長榮桂冠酒店（基隆）

•長榮桂冠酒店（台北）

•長榮桂冠酒店（台中）

•台糖長榮酒店（台南）

•長榮鳳凰酒店（礁溪）

- 平日「海景客房」

-「高級客房」

-「標準樓層高級客房」

- 平日「豪華雙床房」

- 預訂季節性住房專案，享房型升等並加贈精選紅酒一瓶

台灣住房每房每晚NT$3,600起(含服務費，長榮桂冠酒店（基隆/台中/台南）含兩客早餐)

•長榮桂冠酒店（曼谷）

•長榮桂冠酒店（檳城）

•長榮桂冠酒店（上海）

•長榮桂冠酒店（巴黎）

-「豪華客房」每房每晚泰銖2942.5元
-「高級客房」每房每晚馬幣323元起

-「標準客房」每房每晚人民幣688元起

-「高級客房」每房每晚歐元175元起

全球住房優惠價(含服務費及早餐)

注意事項：1.活動期間至108/12/31止。2.限持卡人使用，每卡每日限訂兩房，最多得連續住宿兩晚，各飯店每卡每月限訂四房，須事先預約訂房並告知使用此專案優惠，特殊節日不適用亦不得與其他優

惠合併使用。行動支付不適用。3.平假日與特殊節日定義、使用限制及優惠內容以各飯店公告為準。4.詳細說明請至本行官網查詢。活動期間內倘因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本行得變更或終止活動，並於

本行官網公告。

指定飯店住宿NT$3,600起

HOTEL COZZI和逸飯店系列

麗緻旅館系統飯店

國賓大飯店系列

．台北民生館/忠孝館–「舒適客房」

．台南西門館–平日「舒適客房」

．高雄中山館–平日「舒適套房」、週六及特定日期「景隅客房」 

．台北亞都麗緻大飯店–「卓越客房」

．台中亞緻大飯店–「標準客房」

．台南大億麗緻酒店–「雅緻雙人房」

．台北國賓大飯店–「精緻客房」

．新竹國賓大飯店–「豪華客房」

．高雄國賓大飯店–「豪華客房」＊高雄國賓年度專案價NT$3,300

＊以上皆限入住指定房型。

（含服務費；不含早餐）

（含服務費及兩客早餐）

（含服務費及兩客早餐）



尊榮旅驛 專屬優惠

注意事項：1.活動期間至108/12/31止。2.詳細說明請至本行官網查詢。3.活動期間內倘因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本行得變更或終止活動，並於本行官網公告。

長汎旅行社獨家優惠

正卡持卡人生日當月2人(含)以上同行，持卡購買指定國外團體旅遊行程，不分平假日，壽星

本人即享團費9折優惠(每卡每年生日限用1次)。

生日優惠：

正卡人持卡購買指定國外團體旅遊行程，即可享團費優惠：歐洲/美加/紐西蘭每卡每人限折

NT$2,000、澳洲每卡每人限折NT$1,000、短程線每卡每人限折NT$1,000。

常態優惠：

1.活動期間至108/12/31止。2.優惠不含10%服務費。3.優惠限持卡人使用，優惠以原價計算，每卡每日限訂乙房、湯屋2間、露天風呂4位。須事先預約訂房，並告知使用此優惠專案，特殊節日不適用，亦不得與

其他優惠合併使用。4.平假日與特殊節日定義、使用限制及優惠內容以各飯店公告為準。5.詳細說明請至本行官網查詢。活動期間內倘因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本行得變更或終止活動，並於本行官網公告。

精選飯店住房

優惠內容飯店名稱

宜蘭礁溪晶泉丰旅

官網預訂泉思套房，輸入專案代碼「AFVIP19」享優惠：

．每房加贈「晶泉好禮」(價值NT$1,200）、依房型人數提供早餐。

．逢週一至週四平日入住，免費升等泉韻套房。

獨享活動說明

台南晶英酒店

不分平假日，以年度住房專案入住，享卡友專屬優惠二選一：

．單晚預定海東客房(一大床或兩小床)享升等海東家庭客房(兩中床)。

．同日入住2間或連續入住2晚，享海東客房(一大床)升等小西門套房(一大床)；

海東家庭客房(兩中床)升等至小西門家庭套房(兩中床)。

＊每卡每日限訂2房，升等房型數量有限，額滿為止。

河極宿，不分平假日，定價NT$17,000五折優惠台北宿之酒店

湯屋享9折，露天風呂享85折台北北投麗禧溫泉酒店

海景豪華客房享平日優惠價NT$5,750(含服務費及2客早餐)高雄漢來

精緻客房平日每房NT$6,200(含服務費及2客早、晚餐)台東知本老爺



專屬優惠 專屬優惠

注意事項：1.活動期間至108/12/31止。2.【生日贈哩】(1)限繳交全額年費之正卡持卡人參加。(2)不得與長榮航空提供之長榮無限萬哩遊會員權益或其他生日贈哩優惠重複給予或使用。(3)特定艙等、免費或折

扣機票不適用。3.【續卡哩】(1)限繳交極致無限卡次年全額年費者之正卡人參加。(2)續卡滿額哩活動消費限持極致無限卡於年費下帳日的當月1日至次月15日消費並於年費下帳的次月20日(含)前完成請款之

一般消費款項，極致無限卡正附卡消費合併計算，每正卡戶限回饋乙次，不得指定回饋時間。(3)一般消費定義同倍數引擎回饋計畫，分期付款消費以分期前總金額計算，且第一筆分期交易須於指定消費期間

完成請款.。4.以上活動詳情與限制請至本行官網查詢。活動期間內倘因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本行得變更或終止活動，並於本行官網公告。

生日尊榮贈哩

正卡持卡人生日當月搭乘長榮航空營運班機，享當月單程最高哩程航段額外100%哩程回饋

免費租借海外Wi-Fi分享器

使用長榮航空聯名極致無限卡租用Wi-Fi分享器，即享租用優惠免費5日

續卡哩

第二年起續卡，正卡持卡人繳交全額年費後，尊享雙重哩遇最高共30,000哩頂級保險優惠

刷卡為您或家人（限配偶及未滿25足歲之未婚子女）

支付公共運輸工具全額票款或80%以上之

團費，享世界級高額保障。

保險種類 被保險人 投保金額

搭乘公共運輸工具

旅行平安險

持卡人

配偶

子女

6,000萬
4,000萬
2,000萬

海外旅遊全程

意外傷害保險

持卡人

配偶/子女

1,000萬
1,000萬

注意事項：1.活動期間至108/12/31止。2.【海外Wi-Fi分享器】（1）免費租借限極致無限卡正卡持卡人預約使用。（2）極致無限卡免費Wi-Fi分享器請與配合廠商漫遊吧租用，每戶限享1次免費租借優惠(免費天

數不得拆開使用)，且限租借1台。（3）Wi-Fi分享器租用實際價格、運費、內容、使用方式及規定請依配合廠商官網公告為準。3.詳細說明請至本行官網查詢。活動期間內倘因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本行得變

更或終止活動，並於本行官網公告。

預約網址：https://www.roamingbar.com/bank-cathay/│客服專線：(04)2206-3310

第一重  繳交次年全額年費即拿續卡哩20,000哩
第二重  再消費達檻享額外10,000哩
活動消費說明：持聯名極致無限卡於次年年費下帳當月1日至次月15日期間，刷卡累積一般消費

金額達NT$30,000，享額外10,000哩。
舉例：持卡人次年年費下帳日為108年2月27日，其活動消費期間即為108年2月1日至108年3月15日。



專屬優惠

注意事項：1.【免費道路救援服務】(1)活動期間至108/12/31止。(2)每一持卡人得登錄一部車輛，正卡及附卡得分別登錄。若您於填寫信用卡申請書時，已清楚填載車號，則本行將自動幫您完成登錄。2.
【國泰人壽保險優惠】(1)活動期間至108/12/31止。(2)如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以國泰人壽之說明為準。3.詳細說明請至本行官網查詢。活動期間內倘因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本行得變更或終止活動，

並於本行官網公告。

國泰人壽保險優惠

刷卡繳付國泰人壽保費，特定壽險商品得享有保費1%的優惠折扣。

＊詳洽國泰人壽客服專線0800-036-599。 

免費道路救援服務

持卡人於卡片有效期間內，完成道路救援車號登錄即可享有此項專屬優惠服務，

每戶全年最多享有2次免費服務（24小時內限用一次，每次50公里免費）。

共同注意事項：

1.活動優惠期間如未特別註明皆至108/12/31止。

2.須以本行長榮航空聯名極致無限卡刷卡消費，方享各項活動權益及優惠價。

3.一般消費項目不包含：信用卡相關利息及費用（包含但不限於利息／年費／掛失費／預借現金手續費／違約金／國外交易手續費／調閱簽帳單手續費、補發帳單手續費等非消費款項）、預借現金、帳單分期、單筆消費分期（刷卡樂分期）、通

信貸款、餘額代償金額及經本行公告之除外專案、稅款、學費、公用事業費用（包含但不限於中華電信電話／網路通訊／影音服務等相關費用及附加費）、路邊停車費、公務機關各項費用（不含E政府平台）、透過繳費平台（如公務機關信用卡

繳費平台，含公務機關／國營事業／公立醫療院所等、電子化繳費稅處理平台、醫指付、MyBill線上繳費）繳納之費用、保費、代扣基金、悠遊卡加值、一卡通加值、icash加值、便利超商消費、透過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小額支付平台之特約商店

之消費（如便利超商、連鎖速食店、停車費等）、全聯福利中心消費、eTag儲值／eTag智慧停車費代扣繳、遠東SOGO百貨貴賓廳購買SOGO禮券之消費金額、國壽不動產租金代收、其他經本行公告排除之項目。最新一般消費完整定義請詳閱

本行官網。

4.海外消費係指交易地點非臺灣之一般交易。

5.正附卡消費合併計算回饋哩程點數，並累積於正卡人帳戶中。回饋時須持有效本行長榮航空聯名極致無限卡。

6.本行長榮航空聯名極致無限卡持卡人如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所累積之哩程點數立即失效：(1)本行長榮航空聯名極致無限卡遭本行停用、或持卡人自行停用。(2)持卡人違反本行信用卡約定條款及本活動之情事。(3)持卡人最近一個月未按

信用卡帳單所示繳交最低應繳金額。(4)持卡人為本行催收戶或信用管制對象；前項情形消滅並經本行同意者，持卡人得繼續參與活動，並回復其原已累積之哩程點數。

7.本行長榮航空聯名極致無限卡僅適用哩程點數回饋，恕不再提供紅利點數。各項未提供哩程點數回饋之交易依本行官網公告為準。

8.每月帳單累積哩程點數自動以1,000哩為單位，轉換至正卡人「長榮航空無限萬哩遊」會員哩程帳戶內。未進行轉換之哩程點數效期為2年。「長榮航空無限萬哩遊」哩程累計及兌換辦法請參閱長榮航空官網。

9.正附卡持卡人使用「長榮航空無限萬哩遊」哩程須遵守長榮航空之相關使用規定，本行非該哩程商品之提供人或出售者，所有哩程使用問題無涉本行，請與長榮航空聯繫；哩程效期依長榮航空之使用規定為準，持卡人不得要求將哩程折換現

金或移轉予他人。

10.活動期間內倘因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本行得變更或終止活動，並於本行官網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