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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優惠須於三個工作天前（不含用餐當日及例假日）事先致電「肯驛國際」客服中心預約及

付款，未經預約恕無法於飯店／餐廳現場直接使用本優惠。

*本優惠須2人以上同行至多4人(包含持卡人本人)。每人每日限預約／使用乙次，可選擇
NT$2,000折抵NT$500或NT$4,000折抵NT$1,000之任一優惠，另須支付NT$2,000或
NT$4,000的10%服務費，其總費用為NT$1,700或NT$3,400。

美饌饗宴

  飯    店                                  廳    別                     優惠餐期

台北西華飯店

台北萬豪酒店

台北美福大飯店

君品酒店

台中日月千禧酒店

高雄國賓大飯店

TOSCANA
GARDEN KITCHEN、
MARK’S TEPPANYAKI
潮粵坊

雲軒

極炙牛排館

川菜廳

午餐、晚餐

知名餐廳 雙人同行尊享禮遇
預約知名飯店週一至週五午晚餐，二至四人同行消費享：

■滿NT$2,000折抵NT$500
■滿NT$4,000折抵NT$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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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樂享75折起
■台北寒舍艾美酒店
 「探索廚房」※午餐、下午餐、晚餐

■台中長榮桂冠酒店
 「咖啡廳」※平日自助式午餐、週五至週日自助式下午茶

■高雄國賓大飯店
■「iRiver愛河牛排海鮮自助餐廳」※週一至週四午晚餐及週五午餐
■「粵菜廳」午晚餐9折(優惠限10人內使用)

■台中日月千禧酒店
「極炙牛排館」午晚餐85折

指定套餐樂享75折起
■慕軒飯店
 「GUSTOSO義大利餐廳」指定晚間套餐 (優惠限須4人同行 )

■台中長榮桂冠酒店
「長園中餐廳」※ 平日NT$1,380、NT$1,780指定套餐

■和逸飯店．高雄中山館
「THE Roof」晚間套餐(優惠限須4人同行)

※優惠限4人內使用
*平日指週一∼週五。1.上述優惠至2018/12/30止，採預約制，特殊節日不適用。每卡每日限用1次。2.優惠折扣需以原價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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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優惠不適用線上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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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饌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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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燔本家壽司台不適用此優惠。

*1.上述優惠至2018/12/30止，採預約制，特殊節日不適用。每卡每日限用1次。2.部分飯店僅限制餐廳適用。優惠折扣需以原價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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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優惠不適用線上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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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尊享85折起
飯店/餐廳   折    扣                              適用廳別/餐點             

台北寒舍艾美酒店 85折

85折

85折

9折

88折

維多麗亞酒店

台中林酒店

台北晶華酒店

台北文華東方酒店

每日尊享7折起

(優惠限制：安東廳限2套、十
二廚限4客，其餘餐廳限4人
內使用)

飯店/餐廳   折    扣                             

台北喜來登大飯店

台中亞緻大飯店  「異料理餐廳」

「辰園」、「比薩屋」、「十二廚」、「桃山」、

「安東廳」、「 SUKHOTHAI」、「請客樓」

午晚餐75折

午晚餐75折

午晚餐7折

午晚餐75折

台南大億麗緻酒店

「共同市場自助餐廳」、「亞洲食錦鐵板燒餐廳」
75折

85折

新竹國賓大飯店  「八方燴西餐廳」

台北寒舍艾美酒店  「寒舍食譜」

新竹喜來登大飯店   「大廳酒吧」

W Taipei「the kitchen table西餐廳」 自助午晚餐8折

「巧克光廊」

新竹國賓大飯店 9折 「玖樓」 午晚餐

君鴻國際酒店 85折 「悅客鐵板燒」、「蓬萊美食餐廳」、

「百匯栢麗廳」、「大廳酒吧」

台北美福大飯店 88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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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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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68 PRIME牛排館」本館 / 敦化店午晚餐

「Bencotto義大利餐廳」午晚餐、「雅閣中式
餐廳」午晚餐、「青隅大廳酒廊」香檳下午茶

套組、「文華Café」下午茶與午晚餐、
「M.O. Bar」

「奇鮮日本料理」



旅遊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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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皆限入住指定房型，假日入住和逸飯店台南西門館需補差額

*上述優惠至2018/12/28止。優惠限持卡人使用，優惠以原價計算含服務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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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告知使用此優惠

專案，特殊節日不適用，亦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請依配合廠商公告為準。

*上述優惠至2018/12/30止。上述優惠皆不含10%服務費，優惠限持卡人使用，優惠以原價計
算，每卡每日限訂乙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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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配合廠商公告為準。

精選住宿優惠NT$3,600起
■國賓大飯店系列(含服務費及兩客早餐)
■台北國賓：「精緻客房」   預約專線：(02)2551-1111 轉訂房組
■新竹國賓：「豪華客房」   預約專線：(03)515-1111 轉訂房組
■高雄國賓：「豪華客房」   預約專線：(07)211-5211 轉訂房組

■HOTEL COZZI 和逸飯店系列(含服務費；不含早餐)
■台北民生館/忠孝館：「舒適客房」
■台南西門館：「舒適客房」
■高雄中山館：平日「舒適套房」，假日「景隅客房」

預約專線：(02)7706-3600

■麗緻飯店系列(含服務費及兩客早餐)
■台北亞都麗緻大飯店：「卓越客房」             預約專線：(02)2598-3455
■台中亞緻大飯店：「標準客房」                   預約專線：(04)3700-3839
■台南大億麗緻酒店：「雅緻雙人房」           預約專線：(06)216-0077

■高雄漢來大飯店(含服務費及一客早餐)
■市景精緻客房   預約專線：(07)213-5766

精選飯店住房優惠

■宜蘭礁溪晶泉丰旅
官網預訂輸入專案代碼「BANKSP」入住泉思套房，享售價每房每晚折抵
30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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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單晚預定海東客房享升等海東家庭客房。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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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墾丁凱撒大飯店
■享住房季節性專案9折及餐飲9折



旅遊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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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飯店住宿禮遇

*本優惠每月各家飯店累計之總訂房數限量20間。優惠限持卡人本人平日使用，需致電專線
取得預約編號，並於入住時出示無限卡及預約編號，每人每月限預約／使用乙次優惠，特

殊節日不適用，亦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平假日定義等說明請依Visa網站公告為準。 

飯     店   平日優惠價                         房     型

宜蘭礁溪老爺酒店 

宜蘭礁溪寒沐酒店

台中日月千禧酒店

南投日月潭雲品酒店 

台南晶英酒店 

屏東華泰瑞苑墾丁賓館

洋式山景套房 

乘風居

日月客房

經典山景房

海東客房 

海景客房

NT$7,700( 一泊二食)

NT$8,000( 一泊二食)

NT$4,000( 一泊一食)

NT$7,700( 一泊二食)

NT$3,300( 一泊一食)

NT$7,700( 一泊二食)

肯驛國際預約專線：04-2206-4945(請於5個工作天前致電預約 )

Visa Best Offer繽紛享樂
至Visa Best Offer網站註冊會員，即可預約使用獨享優惠。

�

每人NT$215起
(須二人同行，每次限購4張)

每人NT$480起
(須二人同行，每次限預約4人)

影城

優惠類別 平日優惠價

基隆/板橋/今日/欣欣/東南亞/台中站前/嘉義/花蓮/台
東秀泰影城、喜滿客絕色/京華/夢時代、台北/台中/台
南新光影城、總督數位影城、台北喜樂時代、in89台
北豪華/桃園統領/高雄駁二

精選餐廳下午茶、午晚餐
台北凱撒飯店Checkers、新竹國賓八方燴、高雄
國賓i River、台中/台南/高雄漢來海港餐廳

每房NT$2,500起
(每次限預約2人，每日限預約1房，
各飯店房型詳Visa官網)

住宿優惠
新北/桃園/高雄/花蓮翰品酒店、承億文旅淡水吹風/
台中鳥日子/嘉義商旅/桃城茶樣子/花蓮山知道

每人NT$299起
(每次限預約2人)

健身俱樂部
伊士邦健身俱樂部

*詳細注意事項請參閱封底內頁



旅遊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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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際機場接送
刷國際線全額機票或80%以上國外旅遊團費，享台北至
桃園機場、高雄至小港機場接或送單趟NT$380起
預約專線：(04)2206-9342

漫遊吧無線分享器租借優惠
尊享漫遊吧無線分享器NT$99起租借價優惠
*上述優惠限持卡人本人使用，預約網站：www.freeliving.com.tw/visa。【台灣國際機場接送】
請於3個工作天前，遇連續假期請於7個工作天前（不含使用當日及例假日）致電專線預約，
每人限使用6次優惠。【漫遊吧無線分享器租借優惠】請於4個工作天前網路預約，每人每月
每次限租借乙台，租借次數、天數、價格折扣、適用地區等說明請依Visa網站公告為準。

高鐵標準車廂購票88折
前月帳單新增消費達NT$1萬5以上，刷卡購買4日內標準
車廂車票，享票價88折。
*優惠至2018/6/30。網路購票須由高鐵購票網站【信用卡合作優惠專區】進行購票方享有優
惠。正附卡歸戶合計每月限購4張，超出4張票以上或前月帳單消費未達NT$1萬5者，持卡人
需負擔已享優惠差額。

Priority Pass全球機場貴賓室
使用當月前2個月刷全額機票或80%以上團費並出示新
貴通Priority Pass Card，享一年20次免費使用全球超
過1,000個機場貴賓室禮遇。 

國際機場外圍免費停車優惠
全年不限次數刷國際線機票全額票款或80%以上國外旅
遊團費，於指定期間內享當次免費機場停車優惠，每次

最高30 天。

中國大陸機場接送/包車禮遇
■23個主要城市，機場接送8折，單趟機場接送NT$666起
■45個主要城市，日租包車服務8折
預約專線：(02)8768-2028(週一至週五09:00~18:00，國定假日除外)

*詳細條款與細則請至大陸包車王網站www.520875.com查詢。



恣意揮桿 高爾夫擊球優惠

*以上優惠價格依照4人一組方式計算，包含果嶺費、桿弟費、球車費、保險費之1人擊球優
惠價，如因擊球人數不足4人所產生之差額，需於現場依照實際人數支付。
每月1日開放未來二個月內預訂使用，請於3個工作天前（不含擊球當日及例假日）致電球
場預約，並再致電肯驛國際(04)2206-4945取得預約編號。優惠限持卡人本人使用，每人限
使用3次（5個球場合併計算），且不得與高爾夫球場提供之優惠合併使用，每月總組數限
量50組。

球     場 平日優惠價 假日優惠價 優惠名額

台北美麗華高爾夫

鄉村俱樂部

桃園揚昇高爾夫球場

老爺關西高爾夫球場

台中高爾夫球場

高雄信誼高爾夫球場

NT$3,800

NT$3,050

NT$2,390

NT$2,050

NT$2,480

NT$5,000

NT$4,050

NT$3,050

NT$2,450

NT$3,100

每月限量50組



頂級禮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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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級保障
■總保額高達NT$6,000萬元的安全保障
刷無限卡支付您或家人(配偶或未滿25足歲之未婚子女)的公共運
輸工具全額票款或80%以上旅行團費，即可享有高額旅平險保障

�

■國泰醫院與健康管理顧問中心健檢優惠
持卡人享國泰綜合醫院指定套檢85折起優惠，國泰健康管理顧
問公司所屬健康檢查中心95折起優惠。

年費優惠
■正卡年費NT$1萬，附卡免年費
具Costco會員資格即享首年免年費；正附卡年度消費合計達
NT$30萬以上，享次年免年費。
 

保險種類 最高保險金額被保險人

持卡人

配偶

子女

持卡人

配偶及子女

NT$6,000萬
NT$4,000萬
NT$2,000萬
NT$1,000萬
NT$1,000萬

搭乘公共運輸工具旅行平安險

海外旅遊全程意外傷害保險

*詳細注意事項請參閱封底內頁



極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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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每櫃每天限使用優惠一次，限Visa無限卡持卡人本人使用。
Visa無限卡持卡人兌換優惠時，參與優惠商家會要求持卡人留存姓名、電話…等資料以茲證
明持卡人已兌換本優惠並進行後續活動效益分析。

東方美集團精選美妝及SPA禮遇
■滿額送好禮
單筆消費滿NT$10,000送等值NT$1,400~NT$1,700之Espace Beauté商品。
適用品牌：Kanebo, RMK, CHIC CHOC, THREE, SUQQU

■消費享9折優惠
適用品牌：Aromatherapy Associates、Heyland & Whittle、Stonegrow、
Cowshed、Pairfum、CHIC CAFÉ、CHIC PASTRY

■Espace Beauté Spa玩美會所體驗療程優惠
體驗療程享首次7折優惠或單筆消費滿NT$5,000送NT$1,000抵用券(可現
抵所有SPA療程及商品，儲值優惠不在此活動範圍內)。
※ 首次療程體驗不包含手足療程

*上述優惠至2018/06/30止，本優惠不得與參與優惠計劃商店的任何其他同時進行的推廣優惠
一併使用。 Visa及Chic Outlet Shopping®保留在不作任何通知情況下隨時取消及／或修改
任何優惠的任何條款及條件的權利。此等條款及條件的英文與中文（如有）內容如有差異，

概以英文文本為準。

Chic Outlet歐洲豪華購物禮遇
於歐洲九大Chic Outlet Villages購物村，可享下列優惠：

■購物9折
至Visa官網下載優惠手冊(http://vi.sa/chicoutlet-tw)，憑手冊及Visa無限
卡至購物村旅遊詢問處兌換VIP卡，享額外9折優惠。
*九大購物村：倫敦Bicester Village、都柏林Kildare Village、巴黎La Vallée Village、法
蘭克福Wertheim Village、慕尼黑Ingolstadt Village、布魯塞爾Maasmechelen Village、
米蘭Fidenza Village、巴塞隆納La Roca Village、馬德里Las Rozas Village

■乘車85折
SHOPPING EXPRESS®豪華旅遊巴士、SHOPPING PACKAGES以及
CHAUFFEUR DRIVE司機駕駛服務，享85折優惠。
持卡人請上ChicOutletShopping.com/chictravel，結帳時輸入優惠碼
“COSSE0234”並使用Visa無限卡付款。 
*使用上述服務須出示預約證明。 

※更多訊息請上ChicOutletShopping.com 



極致生活

類       別 店       名 8折優惠價 (NT$)

240元起
400元起

400元起

480元起

480元起
520元起
768元起

799元起
440元起

440元起

480元起
560元起
704元起

寶羅寵品

爵靈寵物JoLinn Pet House
狗仔衫

(東海店、中清店、沙鹿店、逢甲店)
毛毛窩

爪子精緻寵物沙龍店

狗仔衫 (南屯店)、瑋特ㄚ狗生活館
G-Dog吉狗堡
GUGU House
貓咪假期、愛沐貓旅、貓御殿、

喵仔厝精品貓生活館

貓格里拉

Pawpal貓旅館、瑋特貓咪生活館
貓咪派對JoLinn Cat Party
逗貓貓

狗、貓

狗

貓

*須七天前(以日曆天為計，不包含入住當日)至專屬網站：www.freeliving.com.tw/visa預約。
限Visa無限卡持卡人本人使用。每人每月限預約／使用乙次，活動期間每人限使用3次。

寵物住宿優惠禮遇
寵物住宿旅館享不分平、假日前二天住宿每天NT$299
優惠價，第三天起享八折優惠。



國泰世華Costco無限卡優惠共同注意事項
•本手冊之優惠期間若未特別註明皆至2018/12/31，詳細辦法及限制詳閱本行網站。上述優惠提供
期間倘因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本行得變更或至終止活動內容，並於本行網站公告。

•須以本行Costco無限卡刷卡消費，方得享有各項活動權益及優惠價。
•以上優惠項目前有*者，該項優惠係由Visa國際組織提供，詳細優惠內容及使用限制以Visa網站公
告為準。

頂級禮遇注意事項
•保險保障：相關規定事項詳見Costco無限卡權益手冊。
•健檢優惠：詳細優惠內容及項目以國泰醫院與健康管理中心公告為準。
•年費禮遇：年費為預收制，年度消費金額含稅款及保費，不含年費、利息費用、違約金等費用。

飛航禮遇注意事項
•Priority Pass全球機場貴賓室：年度免費使用次數以正卡人ID歸戶下單卡所享之最高免費使用
次數為計算基準，正附卡合併歸戶計算。持卡人自使用該服務月份往前追溯2個月(含當月共計3
個月)，如經本行核對並無該次機票或團費之刷卡消費，或正附卡持卡人年度合計使用次數超過
20次，本行有權逕向持卡人於信用卡帳中收取該次使用費用US$27。

•國際機場外圍免費停車優惠：限持卡人本人刷無限卡使用。使用該服務往前溯及2個月(含當月共
計3個月)，持卡人須以無限卡刷卡支付當次機票/團費，方享有免費停車優惠。本行特約之各該停
車場可使用之停車位悉以停車場實際狀況為主；各停車場停車位有限，停滿為止，本行將不另行

公告。特約機場外圍停車場詳參本行網站公告。

極致生活注意事項
•Visa Best Offer禮遇：須透過VBO網站預約使用優惠，各類優惠每人每日限預約使用1次。餐廳優
惠不含10%服務費，平日定義請依VBO網站公告為準，優惠詳細內容與限制詳VBO網站：
www.freeliving.com.tw/v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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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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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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