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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世華銀行  世界卡

權益優惠手冊



國 泰 世 華 銀 行   世 界 卡

以不斷超越規則的專屬優惠服務，彰顯您的非凡成就

在恣意擅長的世界，為勇於自我挑戰的您

樹立起凌駕同儕，無可取代的全新價值

「世界」：由書法名家-董陽孜親題，《雲門舞集》、

《夏姿》《講義堂》⋯等皆為其墨寶。



年度滿額獻禮

2017/1/1~2017/12/31，世界卡刷一般消費累積達NT$600萬，
即享「RIMOWA New Classic Flight 26吋四輪旅行箱」乙個。

滿額
獻禮

註：1.每戶限回饋乙次。本回饋消費金額計算限為世界卡刷卡消費，消費日於2017/12/31(內)前且於2018/1/15

內請款入帳之一般消費。2.一般消費不含:代扣基金、預借現金、保費、太平洋SOGO百貨貴賓廳購買SOGO

禮券、稅款、學費、悠遊卡加值、eTag自動儲值金、一卡通加值、公用事業費用、路邊停車費、語音繳納

各項費用、國壽不動產租金代收、電子錢包加值、年費、違約金、循環息、代償、通貸、利息及其它手續

費等非消費款項；分期付款以活動期間內已請款入帳金額計算；如有退貨交易將予以扣除。3.贈品僅贈予

正卡持卡人，每戶限兌換乙個，遺失恕不補發。本行將以手機簡訊通知贈品寄送時程，寄送至正卡人帳單

地址，配送時間依本行作業時間為準，恕不得指定寄送日期、時間。未收到贈品，須於2018/2/28前來電反

應，逾期恕不受理並視同放棄資格。

RIMOWA，輕旅行的創始者，精湛工藝與高科技的

完美結合。創立於1898年，是全球公認的鋁鎂合金

與聚碳酸酯材質旅行箱中的領導品牌。

• 尺寸：68x45x28.5cm     • 重量：6kg



不分平假日兩人同行一人免費

■ 台北慕軒酒店
 「GUSTOSO 義大利餐廳」指定晚間套餐。

■ HOTEL COZZI和逸飯店系列
 台北民生「Cozzi KITCHEN」指定晚間套餐。
 台南西門「Cozzi KITCHEN」指定晚間套餐。
 高雄中山「THE Roof」指定晚間套餐。

■ 台北寒舍艾美酒店
 「探索廚房」晚餐兩人同行一人免費，下午餐85折優惠。
 *下午餐85折優惠限10(含)人內使用。

 「巧克光廊」享85折優惠。

■ 新竹國賓大飯店
 「八方燴西餐廳」午晚餐。

�*每卡每日最高限折抵1套(即2人同行1人免費)

 *每桌限用一卡，每卡每日限用一次，正附卡不得同時使用，持卡人須同行。

註：上述頂級美饌優惠如無特別標示皆至2017/12/30止。優惠折扣須以原價計算，不適用服務費、

單點⋯等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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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級
美饌



平日兩人同行一人免費起優惠

■ 台中亞緻大飯店
  「異料理餐廳」週一至週五(半)自助式晚餐。

■ 台南大億麗緻飯店
 「共同市場歐亞自助餐廳」週一至週五晚餐。

 *上述餐廳每卡每日最高限折抵1套(即2人同行1人免費)

 *每桌限用一卡，每卡每日限用一次，正附卡不得同時使用，持卡人須同行。

�

■ 台中長榮桂冠酒店
  「咖啡廳」週一至週五午餐、週五至週日下午茶及

 「長園」中餐廳午晚餐 NT$1,380指定套餐兩人同行一人55折。
 *每卡每日最高限折抵1套(即2人同行1人55折)

 *每桌限用一卡，每卡每日限用一次，正附卡不得同時使用，持卡人須同行。

註：上述頂級美饌優惠如無特別標示皆至2017/12/30止。優惠折扣須以原價計算，不適用服務費、單點⋯等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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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級
美饌



平日兩人同行一人免費優惠

■ 高雄85大樓君鴻國際酒店
 「八五百匯栢麗廳」週一至週五晚餐。

�

■ 高雄國賓大飯店
 「iRiver 愛河牛排海鮮自助餐廳」週一至週五午晚餐及下午茶。

 *每卡每日最高限折抵1套(即2人同行1人免費)

 *每桌限用一卡，每卡每日限用一次，正附卡不得同時使用，持卡人須同行。

註：上述頂級美饌優惠如無特別標示皆至2017/12/30止。優惠折扣須以原價計算，不適用服務費、

單點⋯等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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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級
美饌



精饌饗宴 75折優惠

■ 台北喜來登大飯店
 「十二廚」、「SUKHOTHAI」、「大廳酒吧」、「安東廳」、「PIZZA PUB」、「請客樓」、
 「桃山」、「辰園」不分平假日午晚餐75折。
 *優惠限制：安東廳限2套；十二廚限4套；PIZZA PUB /大廳酒吧/辰園/桃山/Sukhothai/請客樓限6人使用。

■ 台中金典酒店
 「栢麗廳」平日午餐75折。

■ 麗尊酒店
 「艾可柏菲」自助料理平日午餐75折。
 *頂鮮101、台北美麗信、台北國賓、台中金典、麗尊優惠為Mastercard  

      國際組織提供，須先至網站：www.johoo777.com購買優惠券。

■ 頂鮮101
 「美食美景」平日午間指定套餐75折。

■ 台北美麗信花園酒店
   「雨林餐廳」平日午餐75折。

■ 台北國賓大飯店
   「明園」平日下午茶75折。

註：平日為週一至週五。上述頂級美饌優惠如無特別標示皆至2017/12/30止。優惠折扣須以原價計算，不適用服務費、單點⋯等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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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級
美饌



精饌饗宴 75折起優惠

■ 台北寒舍艾美酒店
 「寒舍食譜」午晚餐75折起優惠。                                         
  *優惠限6(含)人內使用。

■ 寒舍樂廚
 午晚餐8折。
 *優惠限20(含)人內使用。

■ 台北文華東方酒店
 「雅閣中餐廳」午晚餐、「Café Un Deux Trois」午晚餐及下午茶、
 「青隅」經典下午茶套組85折。
  *優惠限20(含)人內使用。

■ 大倉久和大飯店
 「歐風館自助餐廳」、「桃花林中華料理餐廳」、「山里日式料理餐廳」、「珍珠酒吧」85折。
  *優惠期限至2017/6/30止，限12(含)人內使用。

註：上述頂級美饌優惠如無特別標示皆至2017/12/30止。優惠折扣須以原價計算，不適用服務費、單點⋯等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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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級
美饌



精饌饗宴 85折起優惠

■ 維多麗亞酒店
 「Nº168 PRIME牛排館」敦化店、本館85折。
 *優惠限6(含)人內使用。

■ 新竹國賓大飯店            

 「玖樓」午晚餐9折。
     *優惠限10(含)人內使用。

■ 澳門悅榕庄   
 指定餐廳85折。

註：上述頂級美饌優惠如無特別標示皆至2017/12/30止。優惠折扣須以原價計算，不適用服務費、單點⋯等

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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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級
美饌



精選飯店住宿優惠NT$3,600起

■ HOTEL COZZI和逸系列飯店
 入住台北民生館、台北忠孝館、台南西門館、高雄中山館

「舒適客房」，不分平假日住宿NT$3,600起。
 預約專線：(02)7706-3600

■ 麗緻系列飯店
 入住指定房型，不分平假日住宿NT$3,600起。
 台北亞都麗緻大飯店卓越客房

 台中亞緻大飯店Hotel ONE標準客房
 台南大億麗緻酒店雅緻雙人房

 預約專線：(02)2598-3455

註：上述住房優惠如無特別標示皆至2017/12/30止。優惠限持卡人使用，優惠折扣須以原價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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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榮
旅驛



精選飯店住房優惠

■ 國賓大飯店系列
 入住指定房型，不分平假日住宿NT$3,600起。
 台北國賓精緻客房

 預約專線：(02)2551-1111

 新竹國賓豪華客房

 預約專線：(03)515-1111

 高雄國賓豪華客房

 預約專線： (07)211-5211
 *每卡每日限訂兩房，最多得連續住宿兩晚，每卡每月限訂四房。

■ 晶泉丰旅
 官網預訂輸入專屬專案代碼「BANKCU」入住泉思套房享平日NT$6,800、
假日NT$8,000優惠價，連續入住兩晚以上享免費升等至泉韻套房。

註：上述住房優惠如無特別標示皆至2017/12/30止。優惠限持卡人使用，優惠折扣須以原價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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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榮
旅驛



精選飯店住房優惠

■ 台中金典酒店
 台北美麗信花園酒店

 新竹美麗信花園酒店

 麗尊酒店

 指定房型享優惠價。
  *上述酒店優惠須先至網站：www.johoo777.com購買優惠券。

■ 台南晶英酒店
 享年度住房專案優惠價入住，

 同日入住2間或是連續入住2晚，享房型升等。
�*升等房型數量有限，請及早預定，額滿為止。

註：上述住房優惠如無特別標示皆至2017/12/30止。優惠限持卡人使用，優惠折扣須以原價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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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榮
旅驛



精選飯店住房優惠

■ 墾丁夏都沙灘酒店 
 住房餐飲優惠

 1-3月、11-12月︰平日雙人房每房享優惠價NT$4,099起。
 4-10月︰平日雙人房每房享定價65折。 
 全年度館內餐飲消費享9折優惠。
�*2017/1-3月、11-12月每房含二客早餐，2017/4-10月平日(含週五與週日)依房型贈早餐。

� *每卡每日限訂乙房。

■ 墾丁凱撒大飯店
 住房及餐飲9折。

■ 華泰瑞苑墾丁賓館
 平日花園客房或海景客房一泊二食專案，享免費升等。
 *需透過飯店訂房，其他訂房平台恕無法享此優惠。

註：上述住房優惠如無特別標示皆至2017/12/30止。優惠限持卡人使用，優惠折扣須以原價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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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榮
旅驛



國內頂級高球禮遇

■ 龍潭高爾夫俱樂部
 不分平假日擊球享優惠價NT$2,370起。 
* 假日10：30AM 前僅限提供2組，10：30AM 後僅限提供4組卡友享擊球優惠，依來電預約先後

順序為準，預約當日未到未事先取消，將酌收手續費。

■ 美麗華高爾夫球場
 不分平假日擊球享優惠價NT$2,990起。
 *假日限預約下午場3人(含)以上，依球場實際可預約狀況為準。

* 上述優惠活動期間每卡每月限預約2次擊球優惠(龍潭及美麗華高爾夫球場使用次數合併計算)，

一經預約成功如未取消即計入每月優惠次數。

* 平假日預約擊球名額，將依各球場提供之名額為準。 

* 預約專線：0800-818-008或02-23830110，請於週一至週五9:00~16:00來電預約。僅接受兩週

內預約，預約額滿須擇日再約。 

* 美麗華高爾夫球場優惠限東南區，西北區不適用此優惠。 

* 詳細限制條件依球場規範為準。

恣意
揮桿



* 以上價格含果嶺、桿弟、球車、保險等金額，未滿指定人數須補桿弟、球車金額。本優惠限持卡人本人使用，每卡每日限使

用一次。不可與其他優惠一起使用，請先致電預約擊球時間。

*上述優惠內容由Mastercard國際組織提供，詳細優惠內容以國際組織網站公告為準。

國內頂級高球禮遇

■ 老爺關西高爾夫球場
 平日優惠價NT$2,370。
 假日優惠價NT$3,295。 
* 每月限前75名使用，額滿為止。

■ 台中高爾夫俱樂部
 平日優惠價NT$2,100。
 假日優惠價NT$2,700。
 *每月限100名使用，額滿為止。

■ 高雄高爾夫球場（澄清湖）
 平日優惠價NT$2,520。
 假日優惠價NT$3,515。
 *每月限150名使用，額滿為止。

恣意
揮桿



恣意
揮桿

省份 平日球場名稱 假日

海外高爾夫頂級高球禮遇      

天馬鄉村高爾夫俱樂部 

協和高爾夫俱樂部 

美蘭湖高爾夫俱樂部 (金熊場)

湯臣浦東高爾夫俱樂部 

新天鴻名人高爾夫俱樂部 

一渡高爾夫俱樂部 

大運河高爾夫俱樂部 

北辰高爾夫俱樂部 

東方明珠高爾夫俱樂部 

清河灣高爾夫俱樂部 

綠洲豐盈高爾夫俱樂部 

龍熙溫泉高爾夫俱樂部 

安吉龍王溪高爾夫俱樂部 

杭州九橋高爾夫俱樂部 

昆明萬達高爾夫俱樂部

750

400

800

1,210

560

150

250

510

360

900

250

220

400

400

480

1,220

800

1,200

1,710

960

150

500

810

540

1,200

400

330

580

620

680

上海

北京

浙江

雲南

單位：人民幣



恣意
揮桿

省份 平日球場名稱 假日

海外高爾夫頂級高球禮遇

東莞長安今宇高爾夫俱樂部

東莞峰景高爾夫俱樂部

東莞鳳凰山高爾夫俱樂部

珠海金灣高爾夫俱樂部

深圳名商高爾夫俱樂部

深圳雲海谷高爾夫俱樂部

深圳觀瀾湖高爾夫俱樂部     (世界盃、奧拉沙寶)

廣州蓮花山高爾夫俱樂部

大連金石高爾夫俱樂部        (A場)

大連紅旗谷高爾夫俱樂部

長白山高爾夫俱樂部

500

1,280

480

1,080

250

510

600

490

650

650

640

1,090

430

500

820

1,080

500

1,280

480

1,080

250

1,630

1,230

990

1,100

880

1,030

1,720

710

700

1,200

1,080

海南
海口觀瀾湖高爾夫俱樂部

三亞紅峽谷高爾夫俱樂部

(1號場)

(2、3號場)

(5號場)

(6、7、9、10號場)

廣東

遼寧

吉林

單位：人民幣

*上述優惠內容由Mastercard國際組織提供，詳細優惠內容以國際組織網站公告為準。



國內機場接送優惠

■ 刷卡滿額享免費機場接送服務
 2017年度累積刷卡滿NT$30萬，享指定區域至台北松山機場、
 桃園機場、高雄小港機場免費接或送禮遇2趟。
 * 預約專線：(04)2206-1608

 * 年度累積消費係以「消費日」於2017/1/1~12/31之一般消費為計算，定義依本行官網公告為準。

 *免費接送服務須於2018/6/30前使用完畢。

■ 國際機場接送優惠NT$388起
 台北市、新北市與桃園市至桃園機場、台中市至清泉崗機場、高

雄市至小港機場接或送NT$388起。
 * 預約專線：(02)7733-0589。

 * 每人每卡別一年限使用8次接或送。限使用本行世界卡購買國外機票或國外團費且金額超過

NT$10,000付款成功，刷卡日期須於預約接機/送機日期前2個月內且限本人乘坐。

 * 本優惠為MasterCard國際組織提供，詳細優惠限制條件請依國際組織網站公告為準。

寰宇
遨遊



海外機場接送優惠

■ 大陸地區機場接送優惠NT$800起
 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上海虹橋國際機場/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廣州白雲國際機場

 至指定地點100公里內服務優惠價NT$800起。
 *服務專線：(02)7733-0589

 *預約當次須使用本行世界卡購買國外機票或國外團費金額超過NT$10,000且付款成功，正附卡消費金額及使用次數合併計算，持卡人須為接送服務搭乘

乘客之一。

 *須於5個工作天(不含節、假日)前電話預約，遇農曆春節時段及連續假期需提前7個工作天前預約，中國大陸五一及十一假期需提前於10個工作天前預約。

 *一年限使用本優惠4次；限本人搭乘使用。每刷機票或團費成功一次，僅可使用機場接送折扣禮遇來回服務各一次。

 *本優惠為MasterCard國際組織提供，詳細優惠限制條件請依國際組織網站公告為準。

機場停車優惠

■ 國際機場外圍免費停車優惠
 享全年不限次數、每次最多30天免費停車。
 *本優惠限持卡人本人使用，須於使用前3個月內，刷世界卡購買國際線機票全額票款或80%以上國外旅遊團費並進/出停車場過卡確認，方可享有免費停

車優惠。

 *特約機場外圍停車場詳見本行網站公告。

寰宇
遨遊



機場貴賓室服務

■ Priority Pass全球機場貴賓室免費服務
 持卡即為Priority Pass會員。
 出示Priority Pass Card，即可免費使用全球超過1,000個機場貴賓室禮遇。

 *優惠至2017/12/31止。

 * 2017年度使用次數上限為20次。

 * 歸戶下持一張以上適用本優惠之信用卡，免費使用次數以正卡人歸戶下單卡所享最高免費使用次數為計算基準，正、附卡使用次數合併計算。

 * 持卡人自使用機場貴賓室服務月份往前追溯2個月(含當月共計3個月)，如經本行核對並無全額機票或支付80%以上旅遊團費之刷卡消費，或年度

正附卡持卡人合計之總使用次數超過20次，本行有權逕向持卡人於信用卡帳單中收取該次使用費用US$27。 

 * 詳細優惠限制條件請以本行官網公告為準。

寰宇
遨遊



哩程優惠

■ 航空哩程兌換優惠
 紅利點數可兌換長榮航空、中華航空、亞洲萬里通及東方萬里行酬賓計畫。

 * 優惠至2017/10/31止。    

 *哩程兌換需參加各航空公司飛航酬賓計畫，各飛航酬賓內容以航空公司公告內容為準。

 *本哩程/積分轉換申請請至本行網站下載相關表格，一經轉換後無法更改或取消兌換。

海外購物優惠

■ 海外消費點數加倍
 海外消費單筆滿NT$500享NT$20回饋3點紅利積點。
 國內消費不限通路、不限時間，NT$20回饋2點紅利積點。
 *本回饋優惠不含信用卡預借現金、預借現金分期專案、代繳公用事業費、規費或罰鍰、國泰人壽「投資型」及「利率變動型」保單(傳統型保單僅享20

元1點紅利積點回饋)、太平洋SOGO百貨貴賓廳購買SOGO禮券、eTag自動儲值金、悠遊卡加值、一卡通加值、各項稅款、代扣基金、代繳路邊停車費、

學雜費、學費分期、簡易通信貸款/泰有錢等貸款、餘額代償、信用卡年費、循環信用利息、違約金及其他信用卡相關手續費等各項未提供回饋之交易，

以本行官網公告為準。

航空公司 首次兌換 兌換比率

  長榮航空 5,000點兌換1,000哩 轉換以5,000點為單位

  中華航空 7,000點兌換1,000哩 轉換以7,000點為單位

  亞洲萬里通 8,000點兌換2,000里數 轉換以4,000點為單位

  東方萬里行 10,000點兌換5,000積分 轉換以2,000點為單位

寰宇
遨遊



隨行翻譯服務

■ 多國語言隨行翻譯
 至指定網頁輸入正卡人卡號，即享               中英日韓泰多語言隨行
網路翻譯免費10分鐘體驗服務。

 https://goo.gl/Y4r5aY
      *每戶限兌換乙次，遺失恕不補發。

 *本優惠為MasterCard國際組織提供，詳細優惠限制條件請依國際組織及Tourtalk網站公告為準。

寰宇
遨遊

即刻掃描，尊榮體驗！

使用步驟：

1. 取得優惠碼
2. 下載            譯遊APP
3. 進入我的     錢包     兌換



寰宇
遨遊頂級保險優惠

■ 總保額高達NT$6,000萬安全保障 
 使用世界卡為您或家人(配偶或未滿25歲之未婚子女)支付公共運輸工具全額票款或

80%以上旅行團費，您和您的家人即享世界級高額保障。

*被保人須為世界卡正附卡持卡人及其配偶，與未滿25足歲之未婚子女。

*相關規定事項詳見世界卡權益手冊及本行官網公告。

保險種類 被保險人 最高保險金額(單位: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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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卡人 6,000萬元

配偶 4,000萬元

子女 2,000萬元

持卡人 1,000萬元

配偶及子女 1,000萬元



交通優惠服務

■ AVIS短租自駕優惠
 尊榮車款(Avis Prestige) 5折
 連續承租3日(含)以上享65折
 連續承租5日(含)以上享55折(3日以上連續假日不適用)
 * 租借區域限於台彎地區，農曆春節2017/1/26~2/1不適用。

■ 免費道路救援服務
 持卡人完成車號登錄並於使用服務前一個月新增消費

 NT$6,000(含)以上，即享一年3次50公里免費拖吊服務。 
 * 每一持卡人得登錄一部座車，正卡及附卡得分開登錄。若您於申請信用卡時已填寫於申請書上，

本行將自動幫您完成登錄。

 * 詳情請參閱本行官網道路救援服務說明。

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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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檢禮遇

■ 國泰醫院與健康管理顧問中心健檢優惠
 持卡人享國泰醫院特定套檢6折或國泰健康管理顧問中心特定套檢7折起優惠。
      *僅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一年限使用一項優惠。

年費優惠

■ 年刷NT$80萬，享有次年免年費優惠 
 世界卡正卡年費NT$2萬，附卡免年費。
 正附卡年度累積消費達NT$80萬(含)以上者，享次年免年費；
 正附卡年度累積消費達NT$40萬(含)以上者，享次年年費5折優惠。
 * 正附卡消費合併計算，消費金額含稅款及保費，不含年費、利息、違約金等費用。

 * 年費為預收制，若您於申辦卡片時無享有第一年免年費之資格時，本行在您收到卡片後次月帳單，向您收取「世界卡年費」金額。

獨享
優惠



生日獻禮

■ SISLEY
   生日禮尊寵呵護組。

   頂級療程服務現金抵用券。

 *本優惠為MasterCard國際組織提供，詳細優惠限制條件請依國際組織網站公告為準。

■ 登琪爾
  ■ 生日獻禮
  「深層肌肉按摩」30分鐘免費體驗乙次。
  ■ 年度獻禮
 首購任60分鐘以上療程5折優惠乙次。
 登琪爾SPA館85折、瑞泉養生莊所9折優惠。
 樂善莊私廚料理88折。
 *詳細優惠限制條件請至本行官網或MasterCard國際組織網站公告為準。

生日
獻禮



注意事項：

1. 本手冊之活動優惠期間若未特別註明皆至2017/12/31。
2. 須以本行世界卡刷卡消費，方享有各項活動權益及優惠價。
3. 各活動優惠及折扣，不得與店內其它優惠併用。
4. 詳細活動辦法、說明及限制事項（不適用之日期），以本行官網公告、MasterCard國際組織網站及特店現場公告為準。
5. 優惠提供期間倘因不可歸責本行事由者，本行得變更或終止優惠內容，並於本行官網公告。
6. 更多優惠內容請參閱萬事達卡國際組織之網站說明。

*上述廣告圖片來源，係由MasterCard國際組織授權及各廠商提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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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費率係依本行網站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