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台灣)銀行新聞稿
2016 年 6 月 28 日 (二)

全新「花旗寰旅世界卡」 極速累哩 精彩旅程
哩程累積最優 20 元 1 哩、終身有效
哩程兌換多元 60+家航空、10,000+家飯店自由折抵
隨著出國旅遊人次不斷成長，為滿足卡友對快速累積哩程及自主旅遊的需求，花
旗(台灣)銀行推出全新「PremierMiles 花旗寰旅世界卡」，提供不分國內外每消費
新臺幣 20 元可累積 1 哩、持卡期間哩程終身有效、累積哩程可自由兌換逾 60 家
航空公司機票及各項旅遊包括住宿、行程、接送等服務。
花旗寰旅世界卡：極速累積、終身有效、聰明兌換、全面折抵
哩程是廣大信用卡卡友偏好的權益之一，為回應消費者對理想航空公司及機位、
哩程效期及哩程累積速度的需求，花旗全新推出「花旗寰旅世界卡」、「花旗寰旅
尊尚世界卡」
，帶給卡友快速哩程累積、持卡期間哩程終身有效，同時提供自由兌
換逾 60 家航空公司機票、全球超過 10,000 家飯店，以及雄獅、可樂旅行社囊括
團體行程、郵輪、交通票券等旅行社全商品折抵，多元選擇滿足卡友全方位的旅
遊需求。
「花旗寰旅尊尚世界卡」更額外提供迎賓禮 35,000 哩、每年 4 次國內機
場接(送)服務*及全球龍騰卡貴賓室無限次使用的頂級權益。
花旗(台灣)銀行消費金融總事業群負責人李芸表示，
「深耕台灣逾 50 年，花旗始終
傾聽客戶聲音、洞察市場趨勢，推出符合消費者期待的產品與服務。我們發現，
隨著旅遊型態日趨多元，消費者期望在旅遊消費上擁有更多彈性與自主權。作為
全球最大發卡行，花旗善用集團資源，引進花旗亞太區受歡迎的 PremierMiles 產
品權益，為有差旅需求的客戶量身打造整合全方位旅遊需求的『花旗寰旅世界
卡』
，包辦從出門至返家(Door to Door)的旅遊大小事，成為客戶出差、旅遊時的首
選信用卡。」
「花旗寰旅世界卡」將自 9 月 1 日起正式發行。哩程累積方面，不分國內外，一
般刷卡每消費新台幣 20 元可累積 1 哩花旗哩程，且持卡期間終身有效；哩程轉換
機票方面，卡友也可自主選擇兌換逾 60 家航空公司機票，隨心寰宇遨遊。航空哩
程外，
「花旗寰旅世界卡」累積哩程可兌換全球飯店住宿、機場接送、機場停車、
機場貴賓室使用、精選旅行社全商品消費折抵，讓卡友能自主安排哩程兌換內容，
選擇最切合需求的權益與服務。
以赴歐洲旅遊舉例，
「花旗寰旅世界卡」卡友可自由評估各大航空航點、班機時間
及哩程兌換機票條件，選擇最符合需求之航空公司；決定據點城市(如倫敦)後，更
能進一步以哩程歐洲主要航空機票，靈活遨遊歐洲主要城市，同時利用累積哩程
兌換當地飯店住宿以及歐洲火車通行證(Europass)。此外，累積哩程更可兌換機場

接或送服務、機場貴賓室使用。沒空親自打點行程的卡友，也可直接以卡片累積
哩程折抵購買旅行社行程，輕鬆出發。
回饋花旗全卡友 國泰航空/港龍航空 買大送小
回饋卡友長期支持並慶祝「花旗寰旅世界卡」
、
「花旗寰旅尊尚世界卡」啟航上市，
花旗信用卡特別與國泰航空/港龍航空合作推出「國泰航空/港龍航空 花旗信用卡
夏日專屬 買大送小」優惠。2016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16 年 7 月 24 日止，凡刷花
旗信用卡購買國泰航空飛往香港、東京、倫敦、巴黎、紐約等十大熱門指定城市
機票1，購買指定航班之兩張成人經濟艙機票，享同行一張孩童經濟艙機票免費，
並提供同行第二位孩童機票半價優惠(優惠機票之稅金、燃油附加費用須全額另
計)，年底前皆可出發。
預約申辦「花旗寰旅世界卡」

刷卡禮翻倍送

刷萬享萬哩

「花旗寰旅世界卡」新戶核卡後 30 日內刷滿 5,999 元並繳交全額年費 2,400 元享
迎賓獻哩 5,000 哩，另外，花旗也針對預約辦卡貴賓預備限量加碼禮，凡於 2016
年 8 月 31 日前登錄預約申辦全新「花旗寰旅世界卡」，並於核卡後 30 日刷滿
10,000 元，可享花旗哩程翻倍送，獲得新卡預購禮 10,000 哩2，相當於每刷 1 元
即可兌換 1 哩，限量 3,000 名貴賓席位。
更多產品相關權益或服務之細節及限制條件，請上 www.citibank.com.tw 查詢或詳
卡友權益手冊。
###
花旗寰旅世界卡四大權益特色：
四大特色

權益內容


不分國內外、一般消費皆可享有



每消費新台幣 20 元即可累積 1 哩花旗哩程，快速達成旅遊目標

終身有效



持卡期間終身有效，無須擔心哩程過期

聰明兌換



機票：累積哩程可兌換逾 60 家航空公司機票



住宿：透過 3 大全球飯店夥伴，彈性兌換超過 10,000 間全球飯店住宿



行程：雄獅、可樂旅行社全商品消費折抵(無兌換上限)



服務：兌換機場接送、機場貴賓室使用、WiFi 分享器、機場停車等服務，包

極速累積

全面折抵

辦從出門至返家的旅遊大小事

***

1

出發日期：2016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十大指定城市：香港、東京、大阪、首爾、倫敦、
巴黎、阿姆斯特丹、紐約、舊金山及洛杉磯。
2
含新卡首刷禮 5,000 哩
3
兩岸三地係指上海浦東、北京國際及臺灣本島之指定最近國際機場

「花旗寰旅尊尚世界卡/寰旅世界卡」哩程回饋
(1)
(2)

活動期間：2016/9/1~ 2017/12/31
花旗哩程回饋消費項目限新增一般消費，每單筆交易計算每$20 即可累積 1 哩花旗哩程，恕不包含所有信用卡預借
現金及分期付款產品、各項稅款、代扣繳各項公用事業費用及電信費用、透過「花旗卡好繳」及「花旗即時查即時
繳」平台之各項繳款、公路監理資費(臺北市汽車燃料費、交通罰鍰等)、學雜費、基金扣繳、循環信用利息、各式
手續費、逾期滯納金、旅行支票、賭博籌碼、年費及其他未經核准的消費。

「花旗寰旅世界卡」【迎賓獻哩．續卡哩遇】
(1)

(2)
(3)

【刷卡禮】
：新戶須於核卡卡片寄出日(以郵戳為憑)後 30 天內一般刷卡消費(不含分期交易)累積刷滿新臺幣 5,999 元
(含)以上（正、附卡消費合併計算於正卡）並繳交全額年費新臺幣 2,400 元，享刷卡禮 5,000 哩，每戶（以主卡歸
戶，主附卡合併計算為乙戶）於本活動回饋上限為５,000 哩。
【續卡禮】：第 2 起所享之每年續卡禮，僅需繳交全額年費 2,400 元，即可享 2,000 哩。
相關細節或限制條件請參閱【花旗哩程回饋計劃】

「花旗寰旅尊尚世界卡」
【迎賓獻哩．續卡哩遇】
(1)

(2)
(3)

【刷卡禮】：新戶須於核卡卡片寄出日(以郵戳為憑)後 60 天內一般刷卡消費(不含分期交易)累積刷滿新臺幣 50,000
元(含)以上（正、附卡消費合併計算於正卡）並繳交全額年費新臺幣 20,000 元，享刷卡禮 35,000 哩，每戶（以主
卡歸戶，主附卡合併計算為乙戶）於本活動回饋上限為 35,000 哩。
【續卡禮】：第 2 年起所享之每年續卡禮，需繳交全額年費 20,000 元，即可享 20,000 哩。
相關細節或限制條件請參閱【花旗哩程回饋計劃】

「國泰航空/港龍航空 花旗信用卡夏日專屬 買大送小」優惠
(1)
(2)
(3)

(4)

本優惠限刷花旗(台灣)銀行於台灣所發行之信用卡，大來卡恕不適用。
本優惠開放購票時間為 2016/7/1 至 2016/7/24，出發日期為 2016/07/01 至 2016/12/31。
本優惠須透過國泰航空/港龍航空客戶聯絡中心購買，客戶聯絡中心電話 02-8793-3388 或寄送 email 至
TPE#RES@cathaypacific.com 提出訂票需求(請務必留下連絡電話，客戶聯絡中心將會主動與您聯絡，平日將於 24
小時內回覆)，並以花旗卡支付所有費用方得適用。
本優惠適用於 2 位成人及至多 2 位孩童全程同行。孩童限 2-11 歲孩童，2 歲以下小孩需依國泰航空/港龍航空規定購
買嬰兒票。本優惠僅提供機票票價優惠，享有之免費機票、半價機票及所購之成人機票仍須自行支付全額機場稅、
燃油稅等相關稅金費用。本活動商品或服務係由國泰航空公司/港龍航空公司提供，花旗（台灣）銀行僅提供各項優
惠訊息，並非提供訂位之保證，亦非商品或服務之出售人、與國泰航空公司/港龍航空公司之間並無代理或提供保證。
優惠票價、適用艙等及航班等相關優惠權益或服務之細節與限制條件請詳注意事項。

「花旗寰旅世界卡 花旗哩程翻倍送」
(1)

(2)

限透過【申辦預約網頁】登錄預約且首次新申辦全新「花旗寰旅世界卡」正卡(恕不適用轉卡、換卡、附卡及目前或近
半年曾持有原花旗長榮航空聯名卡、哩遇白金卡或寰旅卡之客戶)，預約期間為即日起至 2016/8/31 止，本行將於
2016/8/16 起以電話聯絡已於線上成功預約申辦之貴賓提供信用卡申辦所需資料。
本活動最後核卡日為 2016/9/30，核卡卡片寄出日(以郵戳為憑)後 30 天內一般刷卡消費(不含分期交易)累積刷滿新臺
幣 10,000 元(含)以上（正、附卡消費合併計算於正卡）並繳交全額年費新臺幣 2,400 元，享刷卡禮 5,000 哩翻倍送，
每卡共可獲得 10,000 哩（含新卡原刷卡禮刷滿 5,999 元(含)以上所贈之 5,000 哩）。本活動限額前 3,000 名預約之貴
賓，每戶（以主卡歸戶，主附卡合併計算為乙戶）於本活動回饋上限為 10,000 哩。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花旗信用卡循環利率：6.88%~15% 利率基準日為 104 年 9 月 1 日； 預借現金手
續費：預借現金金額乘以 3.5%加上新臺幣 100 元 其它費用請上花旗網站
www.citibank.com.tw 查詢。
關於花旗
花旗是全球金融服務的領導品牌，在一百六十多個國家擁有約兩億名顧客。花旗向消費者、企業、
政府及機構客戶提供各種金融產品和服務，業務範圍包括：消費金融與信用卡、企業金融與投資銀

行、證券經紀服務以及財富管理。更多資訊請參考花旗網站 www.citigrou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