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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最新 2023尊耀極致禮遇， 

請至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網頁查詢：

202301版

尊耀無限    尊爵呈現

尊耀禮賓預約專線（肯驛國際）
 04-2206-3506

 服務時間：每日 9:00∼ 21:00

尊耀專屬禮賓秘書（Wota Lifestyle）
 02-7755-2020

 服務時間：平日 9:00∼ 21:00

銀行 24小時客服專線
 02-6612-9888

 0809-002889

活利積分

禮賓泊食



每 NT$5 元累積 1 點活利積分

優惠期間：2023/01/01 ∼ 2023/06/30

持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國內、國外消費每 NT$5 可累

積 1 點活利積分，累積之活利積分於持卡期間有效。積

分兌換多元，讓您的活利積分更尊榮、更好用！

「即時消費折抵」服務

只要使用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刷卡，國內單筆一般消費

滿指定金額，即可透過「星展 Card+」App 立即使用活

利積分折抵消費，刷卡即兌換，折抵超有感！

*  參加本活動前，請務必至本行官網（https://go.dbs.com/3oKwJt9）詳讀相

關活動辦法及注意事項。

兌換精選商品

動感活利網提供您多樣化的超值商品，讓您以活利積分

輕鬆兌換精選商品，盡情享受美好生活。

*  參加本活動前，請務必至本行官網（https://go.dbs.com/3oOJ7Ij）詳讀相關

活動辦法及注意事項。

活利積分累積注意事項：

1. 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正卡與附卡消費回饋之活利積分將合併計入正卡帳戶，並列示於每月之信用卡帳單上。

2. 換算為活利積分的刷卡消費金額僅限於一般消費而不包含信用卡年費、循環信用利息、逾期手續費、預借現金金額（包括分期預借現金專案之每月應攤還

本金、ATM提領現金、賭場兌換籌碼）及其手續費及利息、分期付款專案（包括特約商店分期付款、分期輕鬆購、帳單輕鬆分、來電輕鬆分等分期付款專案）

之每月應攤還本金及其手續費及利息、餘額代償、境外投資交易平台（包含但不限於eToro）之交易（預定於民國112年2月10日生效）、個人綜合所得稅、

查核定稅（包括但不限於房屋稅、地價稅、營業稅、牌照稅等）、汽機車燃料費、監理規費資費、裁決所違規罰款繳款、中華電信各項電信資費、水／電

／瓦斯（天然氣）等公用事業費用、學雜費、醫指付／電子化繳費稅處理平台／「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公務機關信用卡繳費平台（適用之事業機構及醫

療院所請依各繳費平台網頁公告為準）、e 政府服務平台繳款（包括但不限於學雜費、政府機關規費等）、其他一般信用卡相關各項手續費用、聯合信用

卡處理中心提供之信用卡小額支付特約商店之消費（如便利商店、連鎖速食店等）等。申請各分期專案之手續費及每期應攤還本金、利息均無法適用本行

「活利積分」之累積活動。

3. 活利積分計算週期及方式說明：

3.1. 活利積分計算週期為每期帳單所列示之一般消費做計算。（正卡與附卡合併計算）

3.2.  回饋計算方式為區分新增消費及退貨交易後，以下列公式計算：國內外新增消費金額 ×20%（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國內外退貨金額

×20%（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4. 持卡人若有以下任一情事者，將喪失參加「活利積分」活動之資格，所有未兌換之活利積分將自動失效：持卡人自行停用可累積活利積分的卡片、持卡人

掛失卡片超過三個月未完成補發新卡手續、信用卡退回未補卡、持卡人被本行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終止該卡片之契約或卡片到期未獲本行續發新卡等之情

事，或有違反信用卡其他約定事項之情況。此外，持卡人若有延遲繳款、未繳款或未按時繳付最近一個月帳單上所示之最低應繳款項、或被暫時停止使用

信用卡之權利者，持卡人於繳清全部款項或信用卡使用權利回復前，不得參加「活利積分」活動。

5. 若您以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刷卡消費，而該筆消費有取消交易或退款（包括但不限於辦理國外消費退稅等原因）之情事者，本行系統將自動於次期回饋活

利積分時，依取消交易及退款之金額按比例調整扣除；若持卡人信用卡帳戶內所累積之活利積分不足或已全數兌換完畢，本行保留向持卡人收取不足扣除

之積點的權利。

6. 持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可將活利積分做以下多樣化的兌換，讓您的活利積分更好用！詳細活動規定辦法及限制說明請參考本行官網說明：「回饋獎勵計

畫與服務」→「活利積分」https://go.dbs.com/2G1REGR。

7. 本優惠期間至 2023/06/30 止，本行保留變更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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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定義：周六及依飯店定義之連續假期

*本優惠不適用日期以各飯店公告為準

*每卡每月限預約 2間／晚，正附卡合併計算。礁溪寒沐酒店每卡每月限預約 1間／晚

 預約專線：
04-2206-3506（預約時間：每日 9:00∼ 21:00）

優惠期間：2023/01/01 ∼ 2023/06/30

預約專線：04-2206-3506（預約時間：每日 9:00 ∼ 21:00）

精選國內飯店泊食禮遇優惠價

地區 飯店  內容 平日優惠價 假日優惠價

台北 日勝生加賀屋 溫馨標準套房（一泊二食） NT$13,600 NT$15,600

台北 馥蘭朵烏來渡假酒店 山水客房（一泊三食）+ 點心 NT$7,000 NT$8,100

苗栗 泰安觀止溫泉會館 觀止情房（一泊二食） NT$7,600 NT$8,700

南投 日月潭涵碧樓酒店 湖景套房 + 雙人 SPA（一泊二食） NT$23,320 NT$26,180

高雄 H2O 水京棧國際酒店 豪華景觀房（一泊二食） NT$6,000 NT$7,300

屏東 馥蘭朵墾丁 - 星沙灣 山景經典房（一泊二食 + 夜宵 + 全日飲品） NT$12,000 NT$14,200

宜蘭 泉月樓 庭園套房（一泊二食） NT$9,100 NT$10,600

宜蘭 礁溪寒沐酒店 乘風居 NT$8,399 NT$11,699

宜蘭 瓏山林蘇澳冷熱泉度假飯店 和式客房雙湯池（一泊一食） NT$8,500 NT$10,700

花蓮 花蓮秧 美地度假酒店 薄荷豪華客房（一泊一食） NT$6,500 NT$8,000

台東 日暉國際渡假村 伯爵雙人 Villa（一泊一食） NT$8,000 NT$10,200

活動規範：

1. 優惠限本人預約及使用，且須於 7 個日曆天前（不含入住當日）預約，開放預約時間為每月 1 日 09:00 起，可預約未來 3 個月內使用，不接受貴賓未經預
約直接到各飯店現場使用。（舉例說明：2023 年 1 月 1 日開放 2023 年 1 月∼ 2023 年 3 月預約；2023 年 2 月 1 日開放 2023 年 2 月∼ 2023 年 4 月預約；
依此類推）。如遇 2023 年 1 月 27 日∼ 2023 年 2 月 2 日，須於 2023 年 1 月 13 日前預約。

2. 加價說明：

•  本優惠限於平假日入住飯店之指定房型，若入住日為飯店定義之淡季旺日、假日、小假日或大假日，旺季平日、假日、小假日或大假日等，可依「肯
驛國際」客服中心規定加價使用。

•  若需加人或加床服務，可加人或加床之費用依各飯店定義及規定收取，並於飯店現場結清款項。

3. 貴賓應於指定優惠期間入住，若不能如期前往飯店入住，須透過本網站 /「肯驛國際」客服中心取消，相關取消費用依「肯驛國際」客服中心現行辦法執行。

一般變更及取消規範：

•  入住日（不含）前十四天通知辦理取消訂房，全額退費。

•  入住日（不含）前十天至前十三天內通知辦理取消訂房，收 30% 取消費。

•  入住日（不含）前七天至前九天內通知辦理取消訂房，收 50% 取消費。

•  入住日（不含）前四天至前六天通知辦理取消訂房，收 60% 取消費。

•  入住日（不含）前二天至前三天通知辦理取消訂房，收 70% 取消費。

•  入住日前一天及當天通知辦理取消訂房，收 100% 取消費。

•  變更訂房限變更一次；如欲異動日期須於入住日（不含）前十四天通知辦理異動，且其異動後之日期仍須符合入住日（不含）前7天預約，且限同一飯店。
如經異動後不得取消，如需取消，收取 100% 取消費且優惠視同已使用。

76



精選國內飯店泊食禮遇優惠價  預約專線：
04-2206-3506（預約時間：每日 9:00∼ 21:00）

注意事項：

1. 優惠限本人預約及使用，不接受貴賓未經預約直接到各飯店現場使用。

2. 貴賓預約時，如需付費限使用指定銀行信用卡支付（依優惠內容及活動規範公告為準），並取得預約編號，該預約才算完成；如未收到預約編號需再重新
預約。

3. 請於入住日依時抵達各飯店，並出示預約之預約編號、有照之身分證件（身分證、駕照或健保卡任一）供服務人員確認，若未於預約當日入住，將視同已
使用本優惠，恕無法退費。

4. 參考定價若有調整，請依各飯店公告定價為準。

5. 本優惠不適用於農曆春節期間及特殊節日，包括元旦、跨年等節日，其他不適用日依各飯店公告為主。

6. 本優惠所提供專案房型之內容，如遇飯店客滿、包場或因其他因素而無法入住，客服人員會主動連絡協助更改至其他日期或退款，不得要求加價升等及變
更房型。

7. 本優惠僅對所示優惠有效，不可轉讓、不可兌換現金，亦不得與飯店提供之優惠合併使用。

8. 如遇合作飯店整修期間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肯驛國際」得有權更換其他同等級之飯店。

9. 本優惠及服務係由「肯驛國際」所提供，持卡人對所提供之優惠及服務有任何爭議，或所有交易相關事項，由「肯驛國際」及合作商店負責處理。 

10. 本優惠期間至 2023/06/30 止，本行保留變更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如有任何變動，以本行網站之最新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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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約專線：
04-2206-3506（預約時間：每日 9:00∼ 21:00）
 預約專線：
04-2206-3506（預約時間：每日 9:00∼ 21:00）

優惠一 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持卡人，享指定餐廳二人同行一人免費招待禮遇，第三∼四位同行友人

再享 95 折優惠（限量預約制）。
精選饗宴

優惠期間：2023/01/01 ∼ 2023/06/30

預約專線：04-2206-3506（預約時間：每日 9:00 ∼ 21:00）

地區 飯店  餐廳 適用餐期 備註

台北 士林萬麗酒店 士林廚房 午、晚餐 Semi Buffet

台北 台北喜來登大飯店 十二廚 Kitchen 12 午、晚餐 平日晚餐為週一至週四

台北 台北老爺大酒店 Le Café 咖啡廳 平日午、晚餐 平日晚餐為週一至週四

台北 漢來海港餐廳 天母店、敦化店 午、晚餐

桃園 COZZI Blu 和逸飯店桃園館 Cozzi Market 逸 ‧ 市集 午、晚餐 平日晚餐為週一至週四

桃園 漢來海港餐廳 桃園店 午、晚餐

新竹 新竹老爺酒店 Le Café 咖啡廳 午、晚餐 平日晚餐為週一至週四

地區 飯店  餐廳 適用餐期 備註

台中 台中林酒店 LV 森林百匯 午、晚餐

台中 台中日月千禧酒店 饗樂全日餐廳 午、晚餐 Semi Buffet

台中 漢來海港餐廳 台中店 午、晚餐

台南 漢來海港餐廳 台南店 午、晚餐

高雄 和逸飯店高雄中山館 Cozzi THE Roof 午、晚餐 Semi Buffet

高雄 高雄萬豪酒店 豪享自助餐廳 午、晚餐

高雄 漢來海港餐廳 巨蛋店、漢來店 午、晚餐

宜蘭 礁溪寒沐酒店 MU TABLE 午、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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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約專線：
04-2206-3506（預約時間：每日 9:00∼ 21:00）
 預約專線：
04-2206-3506（預約時間：每日 9:00∼ 21:00）

精選饗宴 優惠二 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持卡人，可享指定餐廳刷NT$2,500 折抵NT$4,000 優惠（限量預約制）。

地區 飯店  餐廳 備註

台北
台北喜來登 

大飯店
桃山日本料理

台北 樂軒和牛專門店 • 商業午餐、酒水、飲料不適用

台北 樂軒松阪亭 • 商業午餐、酒水、飲料不適用

台北 SEA to SKY

台北 名人坊 敦化店、大直店、世貿店 • 包廂不適用

新竹 樂軒和牛專門店 新竹店 • 商業午餐、酒水、飲料不適用

台中 樂軒和牛專門店 台中店 • 商業午餐、酒水、飲料不適用

台中 元 Yuan

• 餐廳座位有限，指定 4 ∼ 6 人桌面座位區，低消一萬元。

• 訂位時間相同的客人到齊後開餐，若您臨時無法準時抵達，為免耽誤到其他客人等待用

餐，務必提前告知，我們會妥善為您安排。

• 吧檯座位為主，若有長輩、小孩或行動不便者請提前告知，方便安排桌面坐位。

• 如有過敏不吃的東西，訂位時請告知，當天用餐才告知者恕不受理。

• 衣著輕鬆但不隨便，請勿穿著拖鞋、短褲、背心或其他影響他人用餐觀感的服飾入場。

• 餐廳可提供加購的慶生蛋糕（英雄朱古力）或生日畫盤 NT$380，自行攜帶蛋糕或外食

收取清潔費 NT$200。

• 小朋友七歲以上：低消一套兒童餐 NT$1,200；七歲以下：低消一份義大利麵 NT$700。

• 整個餐期將近 2 個小時，若趕時間的貴賓請斟酌考慮。

地區 飯店  餐廳 備註
優惠期間：2023/01/01 ∼ 2023/06/30

預約專線：04-2206-3506（預約時間：每日 9:00 ∼ 21:00）

* 每卡每月限預約 5 組，正附卡合併計算

台中
台中日月 
千禧酒店

極炙牛排館 • 酒水、飲料不適用

台中 名人坊 台中店 • 包廂不適用

台南 名人坊 台南店

高雄 樂軒和牛專門店 高雄店 • 商業午餐、酒水、飲料不適用

高雄 Stage 5 餐酒館

• 訂位保留 15 分鐘，若逾時請來電告知，若無告知即取消訂位。

• 自帶酒水斟收洗杯費：1 款杯 NT$70。

• 服裝儀容：半正式休閒服裝即可；請勿穿著背心、拖鞋及涼鞋。

• 用餐期間請避免大聲喧嘩。

• 為維護顧客用餐體驗，用餐時請勿使用閃光燈或照明器具。

• 基於食品安全溯原之考量禁帶外食 / 飲料。

• 除導盲犬外，恕不接待寵物。

• 如有行動不便或需特殊協助之顧客歡迎提前來電告知。

• 攜小孩同行請家長務必妥善照顧、勿於現場嬉戲、奔跑、尖叫與哭鬧，避免影響其他賓

客用餐之權益。

高雄 晶英國際行館 Ukai-tei Kaohsiung
• 請穿著合宜優雅便服。男仕請勿穿著拖鞋及涼鞋；女仕請勿穿著拖鞋 ( 涼鞋需有繫帶 )。
• 全館僅接待滿 10 歲以上之貴賓 ( 包館除外 )。

高雄 高雄萬豪酒店 美享地餐廳

高雄 漢來大飯店 焰鐵板燒 . 牛排館

高雄 名人坊 漢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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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饗宴  預約專線：
04-2206-3506（預約時間：每日 9:00∼ 21:00）
 預約專線：
04-2206-3506（預約時間：每日 9:00∼ 21:00）

注意事項：

優惠一：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持卡人，享指定餐廳二人同行一人免費招待禮遇

1. 預約方式：持卡人須於用餐日期之 3 個工作天前（不含使用當日及例假日）透過肯驛國際客服中心專線 04-2206-3506，預約時需告知預訂之餐廳及用餐
日期、時間，並以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線上刷卡付費，同時取得客服中心提供之預約編號，該預約手續才算完成，不接受貴賓未經預約直接到各飯店現場
使用本優惠。

2. 變更及取消：持卡人若預約不能如期前往所預訂之各商店欲取消，須於使用日之前 2 日（不含使用當日及例假日）16：00 前致電肯驛國際客服中心取消，
各商店不提供相關取消服務，如未依規定於使用日之前 2 日（不含使用當日及例假日）16：00 前完成取消，將視同使用本優惠。

3. 預約次數計算：預約使用次數額度計算將紀錄於使用之月份（例：2023/05 預約 2023/06 之用餐，則視為使用 2023/06 之額度）。

4. 本優惠每卡每月限預約五次（正、附卡可同時預約當次消費），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持卡人（含正、附卡）使用次數每月最多仍限五次午餐／晚餐（正、
附卡合併計算），且需於完成預約用餐之後，方可預約下次用餐優惠，若同時預約兩筆以上用餐，如需取消預約用餐需同時取消，不得單筆取消。

5. 優惠組數：每月限量 120 組（優惠一及優惠二組數共用），以預約手續完成先後順序為準。

6. 本優惠最少須二人成行（含持卡人本人），若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持卡人有二人以上四人（含）以下用餐則亦可透過肯驛國際專線直接預訂座位及使用優
惠，第３位起之同行貴賓得再享 95 折優惠（10% 服務費另計）。本優惠活動第五人（含）以上不適用。

7. 本優惠不含服務費，每人需自付定價 10% 之服務費。

8. 持卡人請於預訂日期依時抵達各商店，並出示預約編號、有照之身分證件（身分證、駕照或健保卡任一）供服務人員確認，逾時恕不保留座位，須依現場
規定候位且將視同已使用本優惠，不得要求退款。

9. 部分餐廳提供 Semi Buffet( 半自助式供餐型態 )，提供一客主餐及現場自助餐檯區可無限享用。

10. 本優惠不受理預約兒童餐，且不適用於飲料、酒類、服務費、外帶、外燴。

11. 本優惠不含飯店／餐廳免費停車服務，持卡人需依飯店／餐廳現場規定支付停車費。

12. 本優惠不適用於各飯店／餐廳舉辦之主題美食節等活動及特殊節日，包括元旦、農曆春節期間、情人節、勞動節、母親節週末、父親節、端午節、中秋節、
雙十國慶日、聖誕夜、聖誕節、跨年、補班日或其他各種國定假日等節日，詳細定義依各飯店公告為主。

13. 本優惠限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持卡人本人預約及使用，如需付費限使用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支付。本優惠不接受持卡人未經預約直接到現場使用。

14. 如遇飯店／餐廳客滿或包場該日將無法受理預約，若已預約當日優惠之持卡人會由客服人員連絡協助更改至其他日期。

15. 如遇合作飯店／餐廳整修期間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肯驛國際得有權更換其他同等級之飯店／餐廳。

16. 各項優惠不得轉讓，僅對所示優惠有效，不可兌換現金，也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17. 本優惠及服務係由「肯驛國際」所提供，持卡人對所提供之優惠及服務有任何爭議，或所有交易相關事項，由「肯驛國際」及合作商店負責處理。

18. 本優惠期間至 2023/06/30 止，本行保留變更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如有任何變動，以本行網站之最新公告為準。

優惠二：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持卡人，可享指定餐廳刷 NT$2,500 折抵 NT$4,000 優惠

1. 預約方式：持卡人須於用餐日期之 3 個工作天前（不含使用當日及例假日）透過肯驛國際客服中心專線 04-2206-3506，預約時需告知預訂之餐廳及用餐
日期、時間，並以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線上刷卡付費，同時取得客服中心提供之預約編號，該預約手續才算完成，不接受貴賓未經預約直接到各飯店現場
使用本優惠。

2. 變更及取消：持卡人若預約不能如期前往所預訂之各商店欲取消，須於使用日之前 7 日（不含使用當日及例假日）16：00 前致電肯驛國際客服中心取消，
各商店不提供相關取消服務，如未依規定於使用日之前 7 日（不含使用當日及例假日）16：00 前完成取消，將視同使用本優惠。

3. 預約次數計算：預約使用次數額度計算將紀錄於使用之月份（例：2023/05 預約 2023/06 之用餐，則視為使用 2023/06 之額度）。

4. 本優惠每卡每月限預約五次（正、附卡可同時預約當次消費），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持卡人（含正、附卡）使用次數每月最多仍限五次午餐／晚餐（正、
附卡合併計算），且需於完成預約用餐之後，方可預約下次用餐優惠，若同時預約兩筆以上用餐，如需取消預約用餐需同時取消，不得單筆取消。

5. 優惠組數：每月限量 120 組（優惠一及優惠二組數共用），以預約手續完成先後順序為準。

6. 持卡人請於預訂日期依時抵達各商店，並出示預約編號、有照之身分證件（身分證、駕照或健保卡任一）供服務人員確認，逾時恕不保留座位，須依現場
規定候位且將視同已使用本優惠，不得要求退款。

7. 如現場消費總額低於抵用金者，不予退費，不得累計至下次使用亦不得找零；如現場消費總額高於抵用金者，差額部分須由客戶於現場支付結清。

8. 如自備酒水，需依各家餐廳規定酌收開瓶費。

9. 本優惠不受理預約兒童餐，且不適用於外帶、外燴。

10. 本優惠不含飯店／餐廳免費停車服務，持卡人需依飯店／餐廳現場規定支付停車費。

11. 本優惠不適用於各飯店／餐廳舉辦之主題美食節等活動及特殊節日，包括元旦、農曆春節期間、情人節、勞動節、母親節週末、父親節、端午節、中秋節、
雙十國慶日、聖誕夜、聖誕節、跨年、補班日或其他各種國定假日等節日，詳細定義依各飯店公告為主。

12. 本優惠限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持卡人本人預約及使用，如需付費限使用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支付。本優惠不接受持卡人未經預約直接到現場使用。

13. 如遇飯店／餐廳客滿或包場該日將無法受理預約，若已預約當日優惠之持卡人會由客服人員連絡協助更改至其他日期。

14. 如遇合作飯店／餐廳整修期間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肯驛國際得有權更換其他同等級之飯店／餐廳。

15. 各項優惠不得轉讓，僅對所示優惠有效，不可兌換現金，也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16. 本優惠及服務係由「肯驛國際」所提供，持卡人對所提供之優惠及服務有任何爭議，或所有交易相關事項，由「肯驛國際」及合作商店負責處理。

17. 本優惠期間至 2023/06/30 止，本行保留變更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如有任何變動，以本行網站之最新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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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精選飯店貴賓禮遇

優惠期間：2023/01/01 ∼ 2023/06/30

• 入住歡迎信

• 提供最優可預訂價格

• 視房態提前入住或延遲退房

•  可累積萬豪旅享家 (Marriott Bonvoy) 會員積分及有效房晚

HOSHINOYA Guguan 虹夕諾雅谷關 The Westin Yilan Resort 宜蘭力麗威斯汀度假酒店

 預約專線：
02-7755-2020（預約時間：平日 9:00∼ 21:00）

• 視房況房型升等

• 視房態提前入住或延遲退房

• 視房況房型升等

•  視房態提前入住或延遲退房

Silks Club  晶英國際行館
Volando Urai Spring Spa & Resort 
馥蘭朵烏來渡假酒店

• 視房況房型升等

• 視房態提前入住或延遲退房 

The Gaya Hotel  潮渡假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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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免費雙人早餐，每房至多 2 份

• 每次住宿享有 100 美元額度折抵館內餐費或 SPA 費用

• 入住迎賓禮

• 免費無線網路使用

• 視情況免費升等房型

• 視房態提前入住或延遲退房 
• 可累積 IHG 優悅會員積分及有效房晚

*  亦適用於全球 IHG® Luxury & Lifestyle program 之飯店，以上禮遇品牌限

定： Regent、Intercontinental、Kimpton

*  Kimpton Da An Hotel 台北金普頓大安酒店於疫情期間暫時關閉飯店禮遇，仍可

累積 IHG 優悅會員積分及有效房晚，完整飯店名單請洽服務專員

*  上述禮遇僅供參考，因應疫情期間，飯店禮遇可能有所調整，請於預訂時與我

們再次確認

*  以上禮遇基於「酒店最優價格」（Best available rate）的預訂

• 每日免費雙人早餐，每房至多 2 份

• 每次住宿享有 100 美元額度折抵館內餐費或 SPA 費用

• 入住迎賓禮

• 免費無線網路使用

• 視情況免費升等房型

• 視房態提前入住或延遲退房

*  亦適用於全球文華東方酒店集團旗下飯店。 包含：巴賽隆納、香港、澳門、米

蘭、慕尼黑、紐約、布拉格、聖地牙哥、上海浦東、華盛頓特區、波士頓、日

內瓦、廣州、香港置地、雅加達、馬拉喀什、巴黎、三亞、新加坡、東京，完

整飯店名單請洽服務專員

*  特定日期與時節部分飯店提供「付費入住兩晚享三晚住宿」或「付費入住 三晚

享四晚住宿」活動，預訂時請洽服務專員

*  上述禮遇僅供參考，因應疫情期間，飯店禮遇可能有所調整，請於預訂時與我

們再次確認

* 以上禮遇基於「酒店最優價格」（Best available rate）的預訂

Regent Taipei 台北晶華酒店  Mandarin Oriental Taipei 台北文華東方酒店

全球精選飯店貴賓禮遇

• 每日免費雙人早餐，每房至多 2 份

• 每次住宿享有 100 美元額度折抵館內餐費或 SPA 費用

• 入住迎賓禮

• 免費無線網路使用

• 視情況免費升等房型

• 視房態提前入住或延遲退房 
• 可累積凱悅世界（World of Hyatt）會員積分及有效房晚

*  亦適用於全球凱悅集團旗下參與 Hyatt Privé 之飯店，以上禮遇品牌限定：

Alila、Andaz、Grand Hyatt、Hyatt Regency、Park Hyatt、The Unbound 

Collection by Hyatt，完整飯店名單請洽服務專員

*  上述禮遇僅供參考，因應疫情期間，飯店禮遇可能有所調整，請於預訂時與我

們再次確認

* 以上禮遇基於「酒店最優價格」（Best available rate）的預訂

• 亦有持卡人卡會員專屬酒店方案內容，詳情請洽 
「Wota Lifestyle」禮賓中心。

*  亦適用於全球萬豪集團旗下之 W 飯店，完整飯店名單請洽服務專員。

Grand Hyatt Taipei 台北君悅酒店 W Taipei 台北 W 飯店

優惠期間：2023/01/01 ∼ 2023/06/30

 預約專線：
02-7755-2020（預約時間：平日 9:0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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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免費雙人早餐，每房至多 2 份

• 每次住宿享有 100 美元額度折抵館內餐費或 SPA 費用

• 入住迎賓禮

• 免費無線網路使用

• 視情況免費升等房型

• 視房態提前入住或延遲退房 
•  可累積香格里拉金環會（Golden Circle）會員積分及有效

房晚

*  亦適用於全球香格里拉酒店集團旗下參與 Luxury Circle 之飯店，完整飯店名單

請洽服務專員

*  上述禮遇僅供參考，因應疫情期間，飯店禮遇可能有所調整，請於預訂時與我

們再次確認

*以上禮遇基於「酒店最優價格」（Best available rate）的預訂。 

• 每日免費雙人早餐，每房至多 2 份

• 每次住宿享有 50-100 美元額度 ( 或等值當地貨幣 ) 折抵館

內餐費或 SPA 費用

• 入住迎賓禮

• 免費無線網路使用

• 視情況免費升等房型

•  視房態提前入住或延遲退房 
• 部分酒店提供館內餐飲、SPA 至多半價之優惠

*  上述禮遇僅供參考，因應疫情期間，飯店禮遇可能有所調整，請於預訂時與我

們再次確認

* 以上禮遇基於「酒店最優價格」（Best available rate）的預訂

* 完整飯店名單請洽服務專員

Shangri-La's Far Eastern, Taipei 台北遠東香格里拉 Aman Resorts 安縵酒店 

全球精選飯店貴賓禮遇

• 每日免費雙人早餐，每房至多 2 份

• 每次住宿享有 50-100 美元額度 ( 或等值當地貨幣 ) 折抵館

內餐費或 SPA 費用

• 入住迎賓禮

• 免費無線網路使用

• 視情況免費升等房型

• 視房態提前入住或延遲退房

* 亦適用於全球四季酒店集團

*  上述禮遇僅供參考，因應疫情期間，飯店禮遇可能有所調整，請於預訂時與我

們再次確認

* 以上禮遇基於「酒店最優價格」（Best available rate）的預訂

* 完整飯店名單請洽服務專員

• 每日免費雙人早餐，每房至多 2 份

• 每次住宿享有 50-100 美元額度 ( 或等值當地貨幣 ) 折抵館

內餐費或 SPA 費用

• 入住迎賓禮

• 免費無線網路使用

• 視情況免費升等房型

•  視房態提前入住或延遲退房 
• 可累積希爾頓榮譽客會（Hilton Honors）積分及有效房晚

*  僅適用於華爾道夫酒店（Waldorf Astoria）、康萊德酒店（Conrad）、 LXR 

Hotels & Resorts系列

*  上述禮遇僅供參考，因應疫情期間，飯店禮遇可能有所調整，請於預訂時與我

們再次確認

* 以上禮遇基於「酒店最優價格」（Best available rate）的預訂

* 完整飯店名單請洽服務專員

Four Seasons Hotels and Resorts 四季酒店 Hilton Hotels and Resorts 希爾頓酒店集團

優惠期間：2023/01/01 ∼ 2023/06/30

 預約專線：
02-7755-2020（預約時間：平日 9:0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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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免費雙人早餐，每房至多 2 份

• 每次住宿享有 50-100 美元額度 ( 或等值當地貨幣 ) 折抵館  
內餐費或 SPA 費用

• 入住迎賓禮

• 免費無線網路使用

• 視情況免費升等房型

• 視房態提前入住或延遲退房

• 健身房以及游泳池使用權、夜床服務

*  上述禮遇僅供參考，因應疫情期間，飯店禮遇可能有所調整，請於預訂時與我

們再次確認

* 以上禮遇基於「酒店最優價格」（Best available rate）的預訂

*  酒店包含：香港、上海、北京、東京、紐約、芝加哥、比佛利山莊、巴黎、 曼

谷、馬尼拉

• 每日免費雙人早餐，每房至多 2 份

• 每次住宿享有 50-100 美元額度 ( 或等值當地貨幣 ) 折抵館

內餐費或 SPA 費用

• 入住迎賓禮、酒店經理或上級主管歡迎信

• 免費無線網路使用

• 視情況免費升等房型

• 視房態提前入住或延遲退房

*  以上禮遇限定：朗廷酒店（Langham）、朗豪酒店（Langham Place) 、 康得思

酒店（Cordis），完整酒店名單請洽服務專員

*  上述禮遇僅供參考，因應疫情期間，飯店禮遇可能有所調整，請於預訂時與我

們再次確認

* 以上禮遇基於「酒店最優價格」（Best available rate）的預訂

The Peninsula Hotel 半島酒店集團 Langham  朗廷酒店集團  

全球精選飯店貴賓禮遇

• 亦有持卡人卡會員專屬酒店方案內容，詳情請洽 
「Wota Lifestyle」禮賓中心。

*  會員專屬酒店方案內容品牌限定：Edition、The Luxury Collection、St. Regis、The 

Ritz-Carlton、Bvlgari、W Hotels 以及 JW Marriott，完整酒店名單請洽服務專員

• 每日免費雙人早餐，每房至多 2 份

• 每次住宿享有 50-100 美元額度 ( 或等值當地貨幣 ) 折抵館

內餐費或 SPA 費用

• 入住迎賓禮

• 免費無線網路使用

• 視情況免費升等房型

• 視房態提前入住或延遲退房

*  以上禮遇品牌限定：費爾特酒店（Fairmont）、萊佛士酒店（Raffles）、 索菲

特酒店（Sofitel）。適用禮遇酒店全球約120多間，完整酒店名單請洽服務專員。 

*  上述禮遇僅供參考，因應疫情期間，飯店禮遇可能有所調整，請於預訂時與我

們再次確認

* 以上禮遇基於「酒店最優價格」（Best available rate）的預訂。

Marriott International 萬豪酒店集團  Accor Hotels 雅高酒店集團  

優惠期間：2023/01/01 ∼ 2023/06/30

 預約專線：
02-7755-2020（預約時間：平日 9:00∼ 21:00）

2322



• 每日免費雙人早餐，每房至多 2 份

• 每次住宿享有 50-100 美元額度 ( 或等值當地貨幣 ) 折抵館

內餐費或 SPA 費用

• 入住迎賓禮

• 免費無線網路使用

• 視情況免費升等房型

• 視房態提前入住或延遲退房   

*  上述禮遇僅供參考，因應疫情期間，飯店禮遇可能有所調整，請於預訂時與我

們再次確認 

* 以上禮遇基於「酒店最優價格」（Best available rate）的預訂

*  目前全球共有10多間，分佈在蒙特內哥羅、澳洲、阿聯酋、馬爾地夫、 盧安達、

毛里西斯、南非、墨西哥、馬來西亞等地

* 完整酒店名單請洽服務專員

One & Only Resorts 唯逸度假酒店 

全球精選飯店貴賓禮遇

*  台灣飯店除以上述外，也提供以下預訂：Hotel Eclat 台北怡亨酒店、Villa 32 台北三二行館、Palais de Chine Hotel 台北君品酒店、
Marriott Taipei 台北萬豪酒店 Grand Mayfull Hotel Taipei 台北美福大飯店、Renaissance Taipei Shihlin Hotel 士林萬麗酒店、Fleur de Chine 
Hotel, Sun Moon Lake 雲品溫泉酒店、Silks Place Tainan 台南晶英酒店、Sheraton Taitung Hotel 台東桂田喜來登酒店、Gloria Manor 華泰
瑞苑 ...等，完整飯店名單歡迎致電洽服務專員。

*  本優惠同時有提供以下國際飯店預訂：Rosewood Hotels & Resorts 瑰麗酒店集團 、The Leading Hotels of the World立鼎世酒店集團、
Small Luxury Hotels of the World全球奢華精品酒店聯盟、Preferred Hotels & Resorts璞富騰酒店及渡假村、Belmond 貝爾蒙德、Jumeirah 
Hotels & Resorts卓美亞奢華酒店、Rocco Forte Hotels羅科福爾蒂酒店、Dorchester Collection多切斯特酒店⋯等，完整飯店名單歡迎致
電洽「Wota Lifestyle」禮賓中心 02-7755-2020。

 

全球精選飯店貴賓禮遇活動注意事項：

1. 飯店優惠須透過「Wota Lifestyle」禮賓中心專線訂房，並以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刷卡付費，方可享有飯店禮賓禮遇。包含 :每日早餐、延遲退房、房型升等、

提早登記入住， 且部分飯店提供餐飲消費折抵與 SPA 香療等禮遇。（飯店房型升等與提早入住須視乎客房供應而定，升級優惠恕不適用於部份客房類別）。

「Wota Lifestyle」預約專線 : 02-7755-2020。

2. 飯店優惠禮遇僅限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持卡人本人住房使用。 

3. 飯店優惠使用方式與取消訂房之條款，依飯店規定與公告為準。 

4. 飯店優惠禮遇不得與其他優惠專案一同使用，亦不可兌換現金。 

5. 飯店優惠禮遇須視訂房時的客房供需情況而定，本優惠禮遇活動無法保證訂房。如有取消或變更訂房時，持卡人須在入住至少 72 小時前致電「Wota 

Lifestyle」禮賓中心要求取消訂房，取消或變更費用依各飯店規定而不同，取消費用將直接由貴賓的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所支付。

6. 飯店禮遇優惠內容將根據各合作飯店公告進行調整。 

7. 飯店優惠禮遇服務係由「Wota Lifestyle 沃塔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持卡人對優惠內容、服務、交易、費用等等有任何疑義，由「Wota 

Lifestyle 沃塔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及合作商家負責處理。持卡人因使用本服務所產生之第三方費用，仍需持卡人自行負擔。

8. 本優惠期間至 2023/06/30 止，本行保留變更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優惠期間：2023/01/01 ∼ 2023/06/30

 預約專線：
02-7755-2020（預約時間：平日 9:0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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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市區停車

優惠期間：2023/01/01 ∼ 2023/06/30

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持卡人，享每日 1 次、每次最高 3

小時之中興停車場、台灣聯通停車場、福慧網停車場免

費停車禮遇（正附卡合併計算使用次數）。

免費市區停車優惠注意事項：

1.  本優惠僅限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持卡人本人使用，符合上述資格之持卡人每日可停 1 次（正、附卡合併計算使用次數），每次最高 3 小時停車優惠，每日

每次實際停車時數若不足 3 小時，不得要求遞延使用該次未完全使用之停車優惠時數，且不得併入他次優惠時數計算。 

2.  車輛出場時須出示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至自動繳費機或由停車場服務人員進行過卡，以連線本行系統進行確認，如該停車場另有規定，則從其規定。 

3.  本服務內容及注意事項所指之「每日使用次數」、「每日使用時數」係以日曆日計算之。 

4.  同一輛車當次僅限使用一卡優惠，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持卡人若未出示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停車時數超過 3 小時或不符合本優惠適用條件者，必

須比照停車場一般收費標準收費，事後持卡人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折扣或退款。

5.  各停車場不保證持卡人到場均有車位停放，各停車場相關使用規定與開放與否，須依停車當時各停車場之規定為準。若因停車位已滿等非可歸責於本行之

因素致持卡人無法使用此項服務及本項停車優惠，本行恕不另外提供其他場地停放亦不以其他方式補償持卡人未能使用本項優惠之損失。

6.  各停車場皆依照一般停車場使用規章，只供車輛停放，不負保管之責。本行並非停車服務之提供者，僅為持卡人支付其使用服務費用或提供停車場優惠，

持卡人對於服務提供的內容品質與金額有爭議時（包括但不限於因為各停車場機器故障無法連線或刷卡），持卡人應逕向各停車場申訴。

7.  本優惠期間至 2023/06/30 止，本行保留變更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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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夫擊球禮遇

優惠期間：2023/01/01 ∼ 2023/06/30

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持卡人，尊享指定球場擊球優惠價

NT$600 起（限量預約制）。

優惠預約方式：

步驟 1：請事先致電各球場預約擊球之日期及開球時間（詳見【注意事項】第 1 點）。

步驟 2：致電「肯驛國際」客服中心，告知預約使用本高爾夫擊球優惠。

預約專線：04-2206-3506（服務時間：每日 09：00~21：00）。

球場 平日優惠價 假日優惠價

 美麗華球場  NT$2,660 NT$4,010

東華球場 NT$1,200 NT$1,900

揚昇球場 NT$1,600 NT$2,600

桃園球場 NT$950 NT$1,480

關西老爺球場 NT$800 NT$1,460

全國球場 NT$950 NT$1,400

台中球場 NT$600 NT$1,000

嘉南球場 NT$710 NT$1,130

信誼球場 NT$990 NT$1,610

高爾夫擊球禮遇注意事項：

1.  本優惠價格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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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按球場牌價補足。牌價如有變動將依球場現場公告為準。

2.  本優惠限本人使用，同一人如符合多項活動資格或持有多張指定銀行信用卡，該優惠使用仍以一人計算，且不得與球場提供之優惠合併使用。 

3.  預約時，如需付費限使用指定銀行信用卡支付（依優惠內容及活動規範公告為準），並取得預約編號，該預約才算完成；如未收到預約編號需再重新預約。

4.  預約後即視同瞭解、承認並同意遵守本優惠之活動規範與注意事項，參與之高爾夫球俱樂部保留拒絕接受預訂之權利。

5.  請於預訂日期依時抵達各球場，並出示預約之信用卡、預約編號、有照之身分證件（身分證、駕照或健保卡任一）供服務人員確認後方可擊球，逾時則無

法使用，且將視同已使用本優惠，不得要求退款。

6.  變更及取消：

•  若欲取消或變更球場預訂行程，須於預訂擊球日期的前二個工作天 16:00 前（不含擊球當日及例假日）通知各球場與「肯驛國際」客服中心辦理，球

場不提供取消服務。

•  如未依規定於前二個工作天 16:00 前取消或變更，已收取之費用將不退還，且將視同已使用本優惠 1 次。

•  惟若預訂擊球日期異動，其更改後之預訂日期仍須符合三個工作天前（不含擊球當日及例假日）來電預約之規定。

•  同一人如有三次未依規定取消之紀錄，本優惠配合之高爾夫球場及「肯驛國際」客服中心有拒絕接受預約之權利。

7.  本優惠僅適用於高爾夫活動，使用俱樂部的其他休閒設施時不享受優惠。本優惠並未將高爾夫俱樂部的會員資格授予參與者。

8.  本優惠不得與球場提供之優惠合併使用（包含球隊預約、擊球券及會員證等）, 且不適用於參加任何高爾夫比賽、交流比賽或其它推廣活動，其他未盡事

項依球場規定為準。

9.  本優惠不適用於農曆春節期間及特殊節日，包括勞動節、補班日或其他各種國定連續假日等節日，詳細定義依 [「肯驛國際」][ 各球場 ] 公告為主。

10. 本優惠不可轉讓、不可兌換現金，亦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11. 本優惠及服務係由「肯驛國際」所提供，持卡人對所提供之優惠及服務有任何爭議，或所有交易相關事項，由「肯驛國際」及合作商店負責處理。

12. 本優惠期間至 2023/06/30 止，本行保留變更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如有任何變動，以本行網站之最新公告為準。

 預約專線：
04-2206-3506（預約時間：每日 9:0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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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鐵商務艙 8 折優惠

優惠期間：2023/01/01 ∼ 2023/06/30

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持卡人可透過預約專線，訂購台灣

高鐵商務艙車廂享票價 8 折優惠，每月限購 4 張，正附

卡合併計算。

台灣高鐵商務車廂 8 折優惠注意事項：

1. 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持卡人可透過預約專線，訂購台灣高鐵商務艙車廂享票價 8 折優惠，每月限購 4 張，正附卡合併計算。

2. 預約時間：

(1) 乘車時間：僅能預訂當日 90 分鐘前之班次至當日起算起 28 日內之班次。

(2) 若高鐵因特殊事由調整開放預約時間，受理時間亦將配合調整，惟最遲不得晚於該班次出發前 90 分鐘。

(3) 須提供手機號碼以及身分證字號供訂票及聯絡訂票訊息使用，訂票請撥打肯驛國際客服中心。

(4) 訂票座位數量依台灣高鐵系統為主，若指定班次座位已滿則無法進行訂票服務。是否訂位成功須以高鐵網站訂位系統為準。

(5) 訂票完成，台灣高鐵將會以簡訊發送訂票代號，表示訂票成功。若訂票完成 5 分鐘後仍無收到訂票代號簡訊，請聯繫肯驛國際客服中心。

(6) 連續假期疏運期間開放訂票依高鐵網站實際公告為主。

3. 預約取消／變更：

(1)  變更：若尚未取票可免費變更一次行程（限異動日期及車次），請於該班次表定時間前 60 分鐘致電肯驛國際客服中心辦理；若第二次變更起，每次

變更將向持卡人酌收每張 NT$20 且以退票重新購票辦理，退票手續費及重購高鐵票費用皆須由客戶自行負擔。

(2) 取消：

A. 尚未取得乘車券票前：

高鐵訂票如需取消，請於該班次表定時間前 60 分鐘致電肯驛國際客服中心辦理，取消酌收每張 20 元取消費，權益返還。60 分鐘內恕無法受理，且

視同權益已使用。

B. 取得乘車券票後：

取得乘車券票後若未搭乘將視同該次權益已使用，恕無法退換票及返還權益。若您透過高鐵合作之便利商店取得乘車券票所支付代收手續費，該代收

手續費也不予退還。

 預約專線：
04-2206-3506（預約時間：每日 9:0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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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車票種類：

(1) 本高鐵訂票服務僅台灣高鐵商務車廂對號座之全票，不限起訖站，每張訂票完成將扣除權益乙次

(2) 本服務僅供代訂車票服務，其他訂購相關商品需自行致電高鐵網站查詢訂購。

5. 取得乘車券票方式：取票時，請於該班次表定時間前進行取票，倘因取票不及恕無法退費。

(1) 高鐵窗口、自動販售機取票：提供（輸入）訂位代號及身分證字號進行取票。（僑胞及外籍人士請持護照或居留證號碼） 

(2) 超商取票：至高鐵合作之超商，利用多媒體設備輸入訂位代號後取得手續費繳費單，至櫃台付款取票（每張 10 元）。 

(3) T-EX 行動購票 App 取票：選擇擷取紀錄後，輸入訂位代號及身分證字號。（手機需先行下載「T-EX 行動購票」App）

(4)  取票後視同使用該權益，恕無法退換票及返還權益或兌換成現金。票卷請妥善保存，若有汙損或遺失恕無法補發。亦不退還優惠次數且無法兌換成

現金。

(5) 若行程變更或取消，超商取票之代收手續費恕不退還。 

6. 本項權益無法與高鐵其他優惠／權益合併使用（例如兌換全票以外之任何優待票、團體票或其他享有優惠之票種），且不得以可享有其他優惠（例如符合

購買優待票之身分）為由要求退還或給付票價差額，並恕無法要求將本項權益以任何方式折換為現金。

7. 本訂票服務僅受理預訂本人車票，恕不提供代訂權益以外之親友車票服務。

8. 高鐵營運作業由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負責，如高鐵提供之設備及金額有所變動則依高鐵公告為主。使用本服務需符合高鐵使用須知及規範，依台灣

高鐵網站公告為主 http://www.thsrc.com.tw/index.html。

9. 本優惠期間至 2023/06/30 止，本行保留變更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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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華體驗雙人二日遊

優惠期間：2023/01/01 ∼ 2023/06/30

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持卡人年度累積消費達 NT$1,500 萬

（年度計算期間 1/1 ∼ 12/31；正附卡合併計算），樂享

免費奢華體驗雙人二日遊（二選一）乙次。

奢華體驗雙人二日遊參考行程（三選一）

出發地點 台北 高雄 東京

第一天行程

（範例）

入住台北文華東方酒店行政都會套

房，可享有東方匯 （The Oriental 
Lounge）使用權，搭乘私人專車前

往方圓一脈工作室，由茶道老師打造

禪風午茶課程，晚間前往台北 101 景
觀餐廳捌伍添第享用雙人捌伍套餐搭 
Wine Pairing （4 glasses）。

入住高雄洲際酒店行政套房，享洲

際行政俱樂部尊榮禮遇。進行超跑 
CityTour ，造訪高雄特色建築景觀，

晚間至高雄最具知名的 Akame 享用

雙人 DBS 尊曜套餐。抵達東京機場由

專車接送至文華東方。

抵達東京機場由專車接送至東京文

華東方酒店入住 Oriental Suite，享

東方匯禮遇包含早餐、下午茶以及 
HappyHour，夜間招待一瓶 Ruinart 
Brut Rosé Champagne NV 與一份季

節磅蛋糕。

第二天行程

（範例）

早晨在酒店享受設施與早餐後，由專

人專車前往大稻埕，乘坐私人豪華遊

艇出發航行，沿途經過台北大橋、欣

賞關渡自然景色、遙望基隆河口，在

音樂、香檳還有海風的吹拂下，還有

機會欣賞魚群，暫時向城市喧囂揮手

道別。隨後將專車送回大台北地區指

定地點或住所。

早晨搭乘豪華遊艇體驗，離開碼頭欣

賞全台第一大港沿途景色，抵達小琉

球後錨泊，有機會與海龜一起 SUP 
浮潛戲水，在豪華遊艇上烤肉享用餐

點，下午返回亞灣私人碼頭結束兩天

一夜之旅。

早晨於東方匯或 K’shiki 餐廳用餐完

後，搭乘私人直升機參加富士山高空

行程（80 分鐘），沿途還會飛越有名

的相模灣以及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

箱根蘆之湖，最後飛回東京抵達酒

店。行程結束後將有專車接送至下一

個東京都內目的地或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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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華體驗雙人二日遊活動注意事項：

1. 本活動限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正卡人參加。

2. 星展豐盛尊耀卡持卡人於年度累積消費達 NT$1,500 萬（正附卡合併計算），年度計算期間為 1/1 ∼ 12/31，且該累積消費需於活動期間內完成請款。

3. 本活動之消費累積為正附卡消費合併計算，刷卡消費金額僅限於一般消費而不包含信用卡年費、循環信用利息、逾期手續費、預借現金金額（包括分期預

借現金專案之每月應攤還本金、ATM 提領現金、賭場兌換籌碼）及其手續費及利息、分期付款專案（包括特約商店分期付款、分期輕鬆購、帳單輕鬆分、

來電輕鬆分等分期付款專案）之每月應攤還本金及其手續費及利息、餘額代償、個人綜合所得稅、查核定稅（包括但不限於房屋稅、地價稅、營業稅、牌

照稅等）、汽機車燃料費、監理規費資費、裁決所違規罰款繳款、中華電信各項電信資費、水／電／瓦斯（天然氣）等公用事業費用、學雜費、聯合信用

卡處理中心提供之公務機關繳費平臺（包含臨櫃及網路繳款，項目包含但不限於醫療機構費用、規費等）、e 政府服務平台繳款（包括但不限於學雜費、

政府機關規費等）、其他一般信用卡相關各項手續費用、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提供之信用卡小額支付特約商店之消費（如便利商店、連鎖速食店等）等。

申請各分期專案之手續費及每期應攤還本金、利息均無法適用本活動之消費累積。

4. 本活動回饋之雙人二日遊，若遇天候不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Wota Lifestyle 沃塔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保有變更行程的權利。

5. 本活動更改或取消為行程出發前 14 日（不包含出發當日）。

6. (1) 本活動回饋時，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需為有效卡，如有停卡、延遲繳款、付款失敗、訂單取消、退貨或授權未完成，或其他違反信用卡約定條款之情事，

本行得取消活動回餽資格。(2) 本活動期間若持卡人因任何理由將刷卡買受之商品或服務退還或售回，或利用信用卡辦理國外消費退稅或其他原因於信用

卡帳單有以信用卡而退還款項之情況，致未符合本活動回饋條件，或因簽帳單爭議，或虛偽交易，或持卡人係特約商店負責人、員工或其他共謀之人收受

客戶買受商品或服務之價款後自行刷卡，或利用其他違反誠信原則之方法取得回饋資格者，本行將逕予以取消活動回饋，不另行通知。

7. 本優惠之商品或服務係由「Wota Lifestyle 沃塔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本行僅提供各項優惠訊息，並非商品或服務之出售人或供應商，與其

等並無代理、合夥、經紀或提供保證之關係，本行對「Wota Lifestyle 沃塔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不負任何擔保責任。持卡人對所

提供之優惠及服務有任何爭議，或所有交易相關事項，請逕與「Wota Lifestyle 沃塔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尋求協助。

8. 本優惠期間至 2023/06/30 止，本行保留變更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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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專屬禮賓秘書

優惠期間：2023/01/01 ∼ 2023/06/30

全球禮賓秘書誠摯提供貴賓最極致之生活體驗，為您安

排各項服務，從生活中的點滴小事到安排紀錄您生活中

精采的重要片段，秘書絕不缺席，讓貴賓享受最頂級之

生活體驗。一通電話，秘書將立刻為您規劃最合適之服

務。

 貴賓服務專線：
02-7755-2020（服務時間：平日 9:00 ∼ 21:00）

旅遊服務

■  飯店推薦及預約服務

■   航空班機及大眾運輸交通工具資訊提供及

訂票服務

■  租車推薦及預約服務

■  機場接送安排服務

■  個人旅遊行程推薦服務

■  觀光旅遊目的地資訊提供服務

■  豪華遊艇遊輪推薦安排服務

■  機場貴賓室安排服務

極致生活

■   高爾夫課程或私人教練資訊提供及推薦服務

■   高爾夫球用具及服裝協助採買服務

■  高爾夫球活動及競賽資訊及門票代訂服務

■   高爾夫球場推薦及預約服務

■  文化及藝術饗宴推薦安排服務

■  全球葡萄酒莊資訊推薦服務

■  餐廳推薦及訂位服務

■   古董藝品店家資訊提供及推薦服務

■   SPA 及健身運動中心資訊提供及推薦服務

■  花束禮物安排遞送服務

■   珠寶手錶名店資訊提供及推薦服務

■   全球主要城市百貨商圈店家資訊提供及

推薦服務

■   量身訂製服飾店家資訊提供及推薦服務

■   會議場地租借安排

■   翻譯推薦安排服務

■   緊急訊息傳遞服務

■   快遞安排服務

■  娛樂表演活動推薦及預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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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專屬禮賓秘書活動注意事項： 

1. 持卡人致電禮賓中心時，請準備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 

2. 本禮賓服務所提供之各項詢問與推薦預約均為免費，但若經由諮詢或推薦而同意接受實質服務時，仍須負擔相關內容或服務以外之費用。 

3. 代訂服務所產生的實際費用或物品運送費用，將告知持卡人並收取費用。 

4. 代訂服務項目不包含大規模非個人用途之貨品，或是海關規定禁止運送之國外貨品。若有任何稅務或相關衍生費用，持卡人將被告知，並負擔該相關款項。 

5. 任何票券及商品之購買，一旦經持卡人授權並已確認，將不得退票或更換。當持卡人欲取消已代訂之餐廳，若因該餐廳要求支付取消手續費與相關費用，

則持卡人須負擔該費用。 

6. 當持卡人提出之需求有任何詐欺、偽造或偽證等不法情事時，本服務就該特定狀況提供支援將自動終止。 

7. 本生活禮賓服務由「Wota Lifestyle 沃塔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持卡人對優惠內容、服務、交易、費用等有任何疑議，由「Wota Lifestyle 沃

塔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負責處理。持卡人因使用本服務所產生之第三方費用，如機票、飯店、餐飲等費用，仍需持卡人自行負擔。持卡貴賓使用本

項服務所衍生的一切糾紛，概與本行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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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國內、國外指定城市機場接送

優惠期間：2023/01/01 ∼ 2023/06/30

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持卡人於使用本優惠前 180 天內，
購買國際線機票全額或國外團費總金額 8 成以上，且
付款成功者，可享免費 2 次國外指定城市機場接送及 6 
次國內機場接送禮遇，正附卡合併計算。

優惠預約方式

國內機場接送預約網站：
https://www.youfirst.com.tw/dbs/dbs_sparkle
國內、國外機場接送及高鐵訂票預約專線：
04-2206-3506

【國內機場接送服務範圍】

機場 接送地區

台北松山機場 宜蘭縣、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市、苗栗縣、台中市

桃園國際機場 宜蘭縣、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市、苗栗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

台中清泉崗機場 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市、苗栗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高雄小港機場 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基隆港 宜蘭縣、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市、苗栗縣、台中市

【國外機場接送服務範圍】

機場
服務基本
公里數

免費服務地區 跨市付費服務地區

北京首都

國際機場
40 公里 北京市區

上海浦東機場 50 公里
上海（浦東）
市區

蘇州市區

上海虹橋機場 50 公里
上海（虹橋）
市區

蘇州市區

廣州白雲機場 60 公里 廣州市區

深圳：市區／珠海：市區／江門
市：市區／東莞：市區、虎門、
長安、厚街、大朗、寮步、鳳崗、
清溪／中山市市區／佛山市：禪
城、南海、順德、三水、高明／
清遠市：清城區、清新區、佛岡
縣／惠州市：市區、惠東、博羅

深圳寶安機場 45 公里 深圳市區
東莞市：市區、虎門、長安、厚
街、大朗、寮步、鳳崗、清溪

機場
服務基本
公里數

免費服務地區
跨市付費
服務地區

香港國際機場 20 公里 香港

印尼伍拉賴國際機場

（峇里島）
40 公里 峇里島市區

印尼蘇加諾哈達國際機場

（雅加達）
40 公里 雅加達市區

澳門國際機場 全區 澳門

馬來西亞吉隆玻國際機場 75 公里 吉隆玻市區

新加坡樟宜國際機場 20 公里 新加坡市區

泰國素万那普國際機場 40 公里 曼谷市區

越南胡志明市新山一國際機場 20 公里 胡志明市市區

越南河內內排國際機場 30 公里 河內市區

* 國外機場接送服務之實際跨市區域及費用，依肯驛國際線上報價為主

*  使用機場接送優惠時，應於出發日 3 個工作天前預約；連續假期及春節時段應於出發日 7 個工作天前預約，工作天計算不含出發當日，週六、日及國定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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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機場接送加價項目：

1. 特定地區加價列表：持卡人指定之接送地點若為加價區域，須酌收特定地區加價費用，「肯驛國際」客服中心將依不同接送地向持卡人個別報價，於持卡

人同意報價後，將以持卡人所持之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支付該筆費用。

縣市 地區 價格

宜蘭縣

冬山 三星 NT$300
蘇澳 NT$500
南澳 大同 NT$800

花蓮縣

萬榮 瑞穗 豐濱 鳳林 NT$500
富里 卓溪 玉里 NT$800
天祥 太魯閣 NT$1,200

台北市 仰德大道三段（含） NT$200

新北市

八里 淡水 汐止 深坑 花園新城 安康路
二段（含） 石碇 烏來 三芝

NT$300

坪林 石門 金山 萬里 瑞芳 貢寮 平溪 雙
溪

NT$500

桃園市
新屋 楊梅 龍潭 大溪 NT$200
復興 NT$500

新竹縣市

芎林 南寮 北埔 橫山 峨眉 香山 NT$200
尖石 NT$300
五峰 NT$500

苗栗縣
獅潭 卓蘭 苑裡 大湖 NT$300
泰安 南庄 NT$500

台中市 大安 新社 和平 東勢 NT$500

彰化縣
大城 芳苑 二林 田中 二水 竹塘 伸港 社
頭 溪州 秀水

NT$300

南投縣

鹿谷 水里 國姓 NT$200
魚池 NT$300
仁愛 信義 NT$800

雲林縣

林內 古坑 褒忠 元長 北港 莿桐 NT$200
四湖 台西 東勢 麥寮 崙背 NT$400
口湖 水林 NT$600

縣市 地區 價格

嘉義縣市

中埔 大林 六腳 新港 溪口 梅山 義竹 NT$200
東石 布袋 番路 NT$500
大埔 NT$1,200
阿里山 NT$1,500

台南市

安平 關廟 龍崎 六甲 將軍 七股 NT$200

北門 白河 東山 柳營  鹽水 新營 後壁 NT$300

玉井 左鎮 NT$800

南化 楠西 NT$1,000

高雄市

茄萣 永安 彌陀 阿蓮 田寮 路竹 湖內 大

寮 旗津  林園
NT$200

杉林 內門 六龜 甲仙 美濃 NT$500
茂林 NT$800
桃源 那瑪夏 NT$1,200

屏東縣

瑪家 新埤 林邊 東港 NT$200
南州 佳冬 枋寮 來義 泰武 NT$500
三地門 枋山 車城 NT$200
春日 霧台 獅子 NT$900
恆春 牡丹 滿州 NT$1,500

台東縣

東河 成功鎮 池上 關山 達仁 大武 金峰 
延平 太麻里 卑南

NT$500

長濱 NT$900
海端 NT$1,500

2. 連續假期及春節期間機場接送價格，不分區依優惠價加收 NT$200 

3. 夜間服務費用：預約之送機或接機服務時間為夜間 22：00（含）∼ 06：00（含）時段者，須加收「夜間服務費用」NT$200。

4. 接送機安排之車輛：本服務需優先以 Mercedes Benz E-Class 提供服務（如遇車輛調度仍需以同等級進口車執行服務），預約貴賓不得指定車輛廠牌，請

於預約前斟酌同行人數及行李數，若需指定七人座車無須加收升車費，惟最終承載量須以不妨害行車安全為前提，「肯驛國際」有最終決定派車權。

5. 舉牌費用：如須舉牌另外酌收 NT$200 舉牌費。

6. 兒童安全座椅／寵物加價說明：

因應政府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小型車附載幼童安全乘坐實施及宣導辦法』規範，幼童（指年齡在四歲以下，且體重在十八公

斤以下之兒童）、12 歲以下或體重三十六公斤以下之兒童乘坐小客車，須依相關規定繫安全帶、使用安全座椅（增高座墊）乘坐。預約本服務如有幼童

或兒童同行，持卡人應於預約時主動告知。如需使用安全座椅（增高座墊）設備，除自費價之外，每趟每張安全座椅（增高座墊）須另加收 NT$300。如

持卡人預約本服務時未主動告知有幼童或兒童同行或未加費選擇安全座椅（增高座墊）者，「肯驛國際」將全面拒絕提供接送服務，祈請見諒。

A. 因車型限制，每車最多限預約二張（含）安全座椅（增高座墊）

B. 若預約二張（含）安全座椅（增高座墊）須指定七人座車。

C. 除接送禮遇優惠價之外，每趟每張兒童座椅（增高座墊）須另加收 NT$300。

D. 請依幼童實際體型選用適當之安全座椅／增高座墊，以下資訊僅供參考：

0-2 歲：選用提籃式或後向式安全座椅。2-4 歲且體重 18 公斤以下：選用後向式或前向式安全座椅，交通部建議優先選用後向式安全座椅。4-12 歲

或體重 18 ∼ 36 公斤：選用增高座墊（如體型可依規定使用安全帶者，不在此限）如需提籃式安全座椅，請與客服專線聯繫。

【溫馨提示】安全座椅皆以符合政府規範為主，恕無法指定品牌，如有任何疑慮建議改以其他交通方式至機場。

7. 寵物籠加價說明：

為維護所有車輛搭乘者權益以及車輛行駛間安全考量，預約本服務如欲攜帶寵物同行，持卡人須另支付清潔費用（NT$800），請於預約時主動告知並配合

說明事項，若無法配合或未於預約時告知，恕無法提供寵物同行接送服務。

A. 寵物籠尺寸說明： 

 （a）高：由地面至耳尖或頭頂（以較高者為準）。寵物自然站立時耳朵不可觸及箱頂。 

 （b）長：不得少於寵物身長加半高之總合。 

 （c）寬：不得少於寵物二倍肩寬。 

 （d）籠子空間大小必須足以讓寵物舒適的轉身、站立或躺下。

B.  全程寵物須安置於籠內並放在七人座車行李區載運，每車寵物攜帶上限最多 2 隻，若寵物未超過 14 公斤，最多可以有兩隻裝在同一籠子中，超過 14

公斤則需以單一籠子託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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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機場接送注意事項：

1. 預約時間：持卡人欲使用本服務時，應於出發日三個工作天前預約；連續假期及春節時段應於出發日七個工作天前預約，工作天計算不含出發當日，週六、

日及國定假日。

2. 限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持卡人本人使用，活動期間內每卡限使用 6 次（正附卡合併計算），接機或送機服務分開計算，使用本優惠的前 180 天內，須以星

展豐盛尊耀無限卡刷卡支付國際線機票全額或國外團費總金額 8 成以上，且付款成功。每刷機票或團費成功一次，僅可使用機場接送禮遇服務來回各一次。

3. 預約說明：

●  網站預約：持卡人須於 20 分鐘內完成預約並以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刷卡付費並取得預約編號，該預約手續方始完成；逾時交易則取消該次預約，持卡

人須重新預約；請留意資料登記正確性，如因地址、手機等預約資料有誤，且未於可受理異動時間前修正接送資訊，導致無法順利接送視同使用乙次

服務，持卡人仍須支付費用。

●  電話預約：如透過電話預約機場接送服務，如欲取消接送行程，持卡人須於原約定時間前 24 小時，來電服務專線取消行程；若於 24 小時內取消者視

同使用乙次服務，持卡人須支付全部費用。

4. 預約行程變更／取消：

●  變更時間／預約資料：

 （1） 預約之持卡人欲變更資料須於原約定時間前 48 小時來電服務專線；惟如遇春節或連續假期，則須於七個工作天前來電。

 （2） 若異動日期或增加安全座椅（增高座墊）則須於三個工作天前來電異動，連續假期須於七個工作天前來電。

 （3） 如未於可受理異動時間之前來電，則預約接送資料無法變更。

●  網站取消預約：

 （1） 如欲取消接送行程，持卡人須於原約定時間前 48 小時至專屬預約網站取消行程。

 （2） 24 小時內取消者視同使用乙次服務，持卡人仍須支付全部費用。

●  電話取消預約：

 （1） 如欲取消接送行程，持卡人須於原約定時間前 48 小時，來電服務專線取消行程。

 （2） 24 小時內取消者視同使用乙次服務，持卡人須支付全部費用。

5. 司機資料簡訊發送時間：

● 接機：服務前 6 小時以簡訊將所派司機、車輛等相關資訊通知貴賓，並於貴賓所預約之時間準時於預約地點等候。

●  送機：使用日前一日以簡訊將所派司機、車輛等相關資訊通知貴賓，並於貴賓所預約之時間準時於預約地點等候。

6. 送機待時：依預約時間到達持卡人指定地點，持卡人本人或同行者如逾時 30 分鐘以上，則司機無法繼續等候，且視同使用乙次服務；持卡人仍須支付費用。

若持卡人須待時接送，需視司機行程允許，第 31 分鐘起，每小時酌收待時費用 NT$300，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算。「肯驛國際」保留接受持卡人待時

接送權利。 

7. 接機待時：接機案件最長等候時間為 60 分鐘，若超過 60 分鐘以上，仍無法與持卡人聯繫，則視同持卡人已使用乙次服務，預訂費用將不退還；若持卡人

須待時接送，需視司機行程允許，第61分鐘起，每小時酌收待時費用NT$300，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算，最長等候120分鐘（依航班實際抵達時間起算）。

「肯驛國際」保留接受持卡人待時接送權利。

8. 接或送地點：由持卡人指定單一定點接或送服務。本項服務不會沿途接送其他持卡人或中途停靠、休息，若需沿途增加停靠點，須以順向為原則，持卡人

不用先行上車與最後下車，一切依據規畫行程路線順暢為準則。收費標準視持卡人接送地點與停靠點之距離收費，由「肯驛國際」客服中心線上報價，每

加一個停靠點須加收 NT$200，停靠點之間的距離以 5 公里為限，超過第 5 公里起每公里加收 NT$50，未滿 1 公里者，以 1 公里計。加點停靠服務僅接受

電話預約，恕不接受網路預約。「肯驛國際」保留接受持卡人加點停靠之權利。

9. 特殊行李說明： 

●  基於法令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禁止載運之違禁品，如毒品等，恕不接受預約，如遇持卡人自行攜帶，途中如發生執法人員攔檢所發生之刑責將由持卡

人自行負責。

● 基於行車安全考量，如遇承載行李超出車輛可承載範圍而影響行車安全，「肯驛國際」將有權拒絕載運。

● 如有特殊行李請於預約時先行告知，如未事先告知，造成當天無法完成接送服務，將視同持卡人已使用乙次服務，持卡人仍須支付費用。

●   易碎品／貴重物品排除條款：行李中包含易碎物品或貴重物品須於載運前告知，並請自行妥善包裝及負擔保管責任，如客戶評估可放置於後車廂，因

而造成物品損壞或遺失，「肯驛國際」將不負擔相關損害責任。

10. 為維護後續乘客之權益及車內清潔，嚴禁於車內抽煙、嚼檳榔、飲食，持卡人若因上述情事或車內飲食，導致車輛毀損、髒亂或殘留異味，須由持卡人賠

償相關修繕、清潔及營業損失費用 NT$800。

11. 現場認證：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上車前須出示本人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及身分證明文件（護照或三照之一）供司機認證，未出示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者，

視同自費預約，依定價八折收取機場接送費用。

12. 乘客保險：每趟接送服務「肯驛國際」均為乘客投保乘客險，每一位乘客之投保金額為 NT$3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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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同行人數：除限定持卡人本人使用外，如行李加上同行家人或友人未超過車輛所乘之範圍內，皆可一同搭乘，但以一車為限。（一車限定人數依交通法規

規定，專屬預約網站「肯驛國際」保留接受同行人數之權利）

14. 行李裝載：為確保行車安全，轎車內空間僅限乘坐貴賓，所有行李（包含手提行李）皆必須放置後車廂，放置重要文件、護照、錢包等貴重物品之小肩包，

在不影響行車安全下可隨身攜帶，惟最終承載量須以不妨害行車安全為前提，專屬預約網站「肯驛國際」有最終決定派車權。

15. 機場接送服務因應持卡人選擇，有不同的加價項目，如有任何疑慮建議改以其他交通方式至機場。

16. 本服務僅提供一般平面道路機場接送服務，恕不配合指定進入地下／立體停車場，或搬運行李至持卡人指定地點，如：搬運行李上／下樓。

17. 「肯驛國際」保留隨時修改或變更國內機場接送範圍、參考定價及注意事項之權利，無須事先通知持卡人。上開事項若有調整，請依肯驛國際網站公告為準。

18. 本優惠期間至 2023/06/30 止，本行保留變更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並將依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國外機場接送注意事項： 

1. 限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持卡人本人使用，活動期間內每人限使用 2 次，接機或送機服務分開計算，使用本優惠的前 180 天內，須以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刷

卡支付國際線機票全額或國外團費總金額 8 成以上，且付款成功。每刷機票或團費成功一次，僅可使用機場接送禮遇服務來回各一次。 

2. 變更／取消預約：須於距原預約時間 48 小時前致電預約專線（04-2206-3506）進行變更或取消預約。距原預約時間 48 小時前預約接送資料無法變更； 

一個工作天內取消者視同已使用乙次服務；若屬不可抗力之天候、航空公司等因素所致而非因可歸責於貴賓之事由，且貴賓已事先通知肯驛國際取消服務 

者，不在此限。若異動日期提前或增加安全座椅（增高座墊）者仍需符合三個工作天（不含使用當日）、春節及連續假日需七個工作天（不含使用當日） 

前預約之原則。 

3. 送機待時費用：

●  大陸地區：使用大陸地區送機服務，司機將依預約時間抵達貴賓指定地點，並立即聯絡貴賓。若貴賓逾時超過 15 分鐘免費等候時間，則司機無法繼續

等 候並視同已使用乙次服務，貴賓仍須支付全額費用。若貴賓須待時接送服務，需視司機行程允許，每 30 分鐘收取 NT$600（未滿 30 分鐘以 30 分

鐘計）。肯驛國際保留接受貴賓待時接送權利。 

●  其他海外地區：各國之免費等候時間、待時費用，依國別而定，實際費用依肯驛國際報價為主。若超過免費等候時間仍無法與貴賓本人取得聯繫，則

司機無法繼續等候並視同已使用乙次服務，貴賓仍須支付全額費用。 

4. 接機待時費用： 

●  大陸地區：使用大陸地區接機服務，司機將依預約時間抵達貴賓指定地點，並立即聯絡貴賓。若貴賓逾時超過 60 分鐘免費等候時間，則司機無法繼續

等候並視同已使用乙次服務，貴賓仍須支付全額費用。若貴賓須待時接送服務，需視司機行程允許，每 30 分鐘收取 NT$600（未滿 30 分鐘以 30 分鐘

計）。肯驛國際保留接受貴賓待時接送權利。 

●  其他海外地區：各國之免費等候時間、待時費用，依國別而定，實際費用依肯驛國際報價為主。若超過免費等候時間仍無法與貴賓本人取得聯繫，則

司機無法繼續等候並視同已使用乙次服務，貴賓仍須支付全額費用。 

5. 增加停靠點費用：本項服務除限定貴賓本人使用外，如行李加上同行親友未超過車輛所乘之範圍內，皆可一同搭乘。一車限定人數依交通法規規定，肯驛 

國際保留接受同行人數之權利；但以一車為限，不會沿途接送其他客人。若貴賓要求，每增加一停靠站需加收 NT$1,000（以順路為原則），若增加停靠 

點後之公里數超出基本服務公里數，則增加公里數之費用依肯驛國際報價為主。部分國家與地區僅提供單一定點接送服務（請於預約時確認），不提供跨 

區及中途停靠任何地點。

6. 夜間服務費用： 

● 大陸地區：預約之送機或接機服務時間為夜間 00:00 ∼ 06:00 時段者，須加收夜間服務費 NT$1,000。 

● 其他海外地區：各國之夜間服務時間及費用依國別而定，實際費用依肯驛國際報價為主。 

7. 大陸地區跨市費用：大陸地區機場接送若為跨市服務，實際費用、服務公里數⋯等，將依肯驛國際報價為主。（請參考大陸地區跨市區域表） 

8. 大陸地區過路費用：機場接送機服務不包含過路費、過境費，超過基本服務公里數之里程，每一公里加收人民幣 5 元，並由預約本服務之貴賓直接支付予 

接送機服務之司機。如行經路途需支付過路費、過境費，亦由預約本服務之貴賓直接支付予接送服務之司機。 

9. 舉牌費用：如須舉牌另外酌收 NT$200，部分國家與地區不提供舉牌服務，請於預約時確認。 

10. 連續假期費用：因各國連續假期加價標準不同，如預約日期需支付連續假期加價費用，依肯驛國際線上報價為主。 

11. 為維護後續乘客之權益及車內清潔，嚴禁於車內抽煙、嚼檳榔、飲食，持卡人／貴賓若因上述情事或車內飲食，導致車輛毀損、髒亂或殘留異味，須由貴

賓賠償相關修繕、清潔及營業損失費用 NT$800。

12. 本服務提供高級轎車（Toyota Camry、Nissan Teana、Honda Accord、Volkswagon Passat、Mazda 同級用車）、豪華轎車（Benz E Class、Cadillac、 

Audi A6L 同級用車）、高級商務車（Buick GL8、Toyota Alphard、Volkswagen T5 同級用車，部分城市 Benz Viano）接送服務，貴賓不得指定車輛廠 

牌，肯驛國際視調度狀況得使用高級商務車代替轎車車款，並保有最終決定派車權。 

13. 每趟接送服務肯驛國際均為乘客投保乘客險，每一位乘客之投保金額為 NT$300 萬。 

14. 海外機場接送因各國之狀況不同，實際費用依肯驛國際線上報價為主。若產生以上額外費用（逾時等候、沿途增加停靠點、接／送機待時、夜間接送服務、

過路費／過境費、超出基本公里數⋯等費用）時，肯驛國際將依照貴賓提供之接送地址，事先向貴賓報價並說明相關費用收取之方式，待貴賓同意報價後， 

再予以安排所需相關服務內容，額外產生之服務費用於肯驛國際線上刷卡支付。 

15. 本優惠期間至 2023/06/30 止，本行保留變更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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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鐵訂票注意事項：

1. 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持卡人可透過預約專線，使用機場接送 1 次權益兌換 1 張台灣高鐵車票，國內機場接送權益 1 次可兌換台灣高鐵標準車廂車票 1 張，

國外機場接送權益 1 次可兌換台灣高鐵商務車廂車票 1 張，每月最高可兌換 2 張，正附卡合併計算張數。

2. 預約時間：

(1) 乘車時間：僅能預訂當日 90 分鐘前之班次至當日起算起 28 日內之班次。

(2) 若高鐵因特殊事由調整開放預約時間，受理時間亦將配合調整，惟最遲不得晚於該班次出發前 90 分鐘。

(3) 須提供手機號碼以及身分證字號供訂票及聯絡訂票訊息使用，訂票請撥打肯驛國際客服中心。

(4) 訂票座位數量依台灣高鐵系統為主，若指定班次座位已滿則無法進行訂票服務。是否訂位成功須以高鐵網站訂位系統為準。

(5) 訂票完成，台灣高鐵將會以簡訊發送訂票代號，表示訂票成功。若訂票完成 5 分鐘後仍無收到訂票代號簡訊，請聯繫肯驛國際客服中心。

(6) 連續假期疏運期間開放訂票依高鐵網站實際公告為主。

3. 預約取消／變更：

1. 變更：

若尚未取票可免費變更一次行程（限異動日期及車次），請於該班次表定時間前 60 分鐘致電肯驛國際客服中心辦理；

若第二次變更起，每次變更將向持卡人酌收每張 NT$20 且以退票重新購票辦理，退票手續費及重購高鐵票費用皆須由客戶自行負擔。

2. 取消：

(1)  尚未取得乘車券票前：

高鐵訂票如需取消，請於該班次表定時間前 60 分鐘致電肯驛國際客服中心辦理，取消酌收每張 20 元取消費，權益返還。60 分鐘內恕無法受理，

且視同權益已使用。

(2)  取得乘車券票後：

取得乘車券票後若未搭乘將視同該次權益已使用，恕無法退換票及返還權益。若您透過高鐵合作之便利商店取得乘車券票所支付代收手續費，該

代收手續費也不予退還。

4. 車票種類：

1. 本高鐵訂票服務僅限台灣高鐵商務及標準車廂全票之對號座，不限起訖站，每張訂票完成將扣除權益乙次

2. 本服務僅供代訂車票服務，其他訂購相關商品需自行致電高鐵網站查詢訂購。

5. 取得乘車券票方式：取票時，請於該班次表定時間前進行取票，倘因取票不及恕無法退費。

(1) 高鐵窗口、自動販售機取票：提供（輸入）訂位代號及身分證字號進行取票。（僑胞及外籍人士請持護照或居留證號碼） 

(2) 超商取票：至高鐵合作之超商，利用多媒體設備輸入訂位代號後取得手續費繳費單，至櫃台付款取票（每張 10 元）。 

(3)T-EX 行動購票 App 取票：選擇擷取紀錄後，輸入訂位代號及身分證字號。（手機需先行下載「T-EX 行動購票」App）

(4)  取票後視同使用該權益，恕無法退換票及返還權益或兌換成現金。票卷請妥善保存，若有汙損或遺失恕無法補發。亦不退還優惠次數且無法兌換成

現金。

(5) 若行程變更或取消，超商取票之代收手續費恕不退還。 

6. 本項權益無法與高鐵其他優惠／權益合併使用（例如兌換全票以外之任何優待票、團體票或其他享有優惠之票種），且不得以可享有其他優惠（例如符合

購買優待票之身分）為由要求退還或給付票價差額，並恕無法要求將本項權益以任何方式折換為現金。

7. 本訂票服務僅受理預訂本人車票，恕不提供代訂權益以外之親友車票服務。

8. 高鐵營運作業由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負責，如高鐵提供之設備及金額有所變動則依高鐵公告為主。使用本服務需符合高鐵使用須知及規範，依台灣

高鐵網站公告為主 http://www.thsrc.com.tw/index.html。

9. 本優惠期間至 2023/06/30 止，本行保留變更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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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機場龍騰貴賓室 

優惠期間：2023/01/01 ∼ 2023/06/30

刷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購買國際線機票全額或國外團

費總金額 8 成以上，且付款成功者，可免費以「龍騰出

行」APP 使用全球龍騰出行機場貴賓室或龍騰套餐。

龍騰卡申請連結：

 龍騰卡申請方式：

1.  使用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支付當次購買國際線機票全額或國外團費總金額 8 成以上以上後，敬請準備您的護照及信用卡

資訊，至本行卡友專屬網站（https://go.dbs.com/3qBhSCX）申請龍騰卡。

2. 成功申請龍騰卡者，肯驛國際將在一個工作天內發送龍騰卡卡號之簡訊至您的手機。

3.  請下載「龍騰出行」APP 至您的手機，點選 APP 中【我的】→【會籍管理】→【帳號登錄】進行會員登錄流程，第一

次登錄需輸入龍騰卡卡號及密碼，密碼為持卡人生日的月日共 4 碼。

4.  登錄成功後，每次使用時請點擊【我的】→【龍騰卡】查看會籍卡，APP 會自動產出龍騰卡虛擬卡面及二維碼，請憑該

二維碼及護照／登機證讓貴賓室及機場餐廳服務人員掃描及確認身分即可進入使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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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龍騰貴賓室注意事項：

1. 本活動限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正卡持卡人於使用本優惠的前 180 天內，以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支付當次全額國際機票或旅行社國外團費 80％以上後使用。

2. 本優惠之龍騰卡會籍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轉讓或轉借他人。若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正卡持卡人得攜一位同行貴賓進入機場貴賓室免費使用。若附卡持

卡人之隨行親友欲同行進入機場貴賓室，肯驛國際將透過持卡人的信用卡收取隨行貴賓使用費。

3. 全年度持卡人可無限次使用機場貴賓室，每一航程於每一機場限用 1 次。例如：貴賓由桃園出發，經由香港，抵達荷蘭；則於桃園國際機場、香港國際機

場、荷蘭希普霍爾機場可各使用 1 次貴賓室，然而任一機場不得重複進入貴賓室免費使用。 

4. 本優惠僅提供以「龍騰出行」APP 之虛擬龍騰卡免費使用機場貴賓室／龍騰套餐，若持卡人欲申請實體龍騰卡，肯驛國際將透過持卡人的信用卡收取製卡

及郵寄作業費，申請作業時間（不含寄送時間）為三個工作天。實體龍騰卡限持卡人本人使用，請妥善保存，如實體龍騰卡有遺失或遭竊，請儘速向肯驛

國際辦理掛失，以免損害自身權益；未掛失前已產生之任何費用均須由持卡人支付，掛失補發將收取手續費用 NT$300。肯驛國際客服專線 +886-4-2206-

8195。

5. 若持卡人進入合作的機場餐廳，餐廳並不限制持卡人同行賓客人數，惟同行賓客須遵守餐廳之最低消費金額規定。

6. 為維護機場貴賓室／餐廳品質，貴賓室／餐廳服務人員可能視機場貴賓室／餐廳之實際使用狀況，而限制進入機場貴賓室／餐廳的人數；當機場貴賓室／

餐廳座位數不敷使用時，機場貴賓室／餐廳服務人員亦有權暫停持卡人進入使用機場貴賓室／餐廳。

7. 各機場貴賓室或餐廳提供之設施、營業時間、攜伴人數、相關限制及免費服務項目若有變動，悉依現場公告為準，如遇貴賓室或餐廳維修、關閉、各國法

令及實際作業需求，或不可抗力之情事以致無法正常提供服務或暫停服務，就龍騰卡持卡人因此未能使用機場貴賓室／餐廳服務之損失，本行恕不負賠償

之責。持卡人使用前應自行至「龍騰出行」APP 或龍騰卡官網查閱公告內容，以維護自身權益。

8. 本活動之龍騰卡會籍效期為開卡後一年，到期後即自動失效。若龍騰卡會籍效期期間，免費次數使用完畢，可改以自費優惠價使用。

9. 持卡人可在龍騰出行 APP「我的足跡」頁面內查閱使用貴賓室／餐廳記錄憑證，此憑證為持卡人使用貴賓室／餐廳的詳細記錄，如對使用有疑問，請在使

用時間後 3 個工作日內提出，如未提出異議，視為同意本次服務的使用。

10. 本活動目前合作的機場餐廳提供之龍騰套餐如下表說明，未來如有調整將公告於龍騰出行 APP 及龍騰卡官網，恕不另行通知。

● 台北松山機場 

貴賓室 位置

昇恆昌 hómee KITCHEN 好饗廚房 近 8 號登機門

昇恆昌 Wing Café 近 5 號登機門

● 桃園國際機場

貴賓室 位置

環亞機場貴賓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T1 Zone C）

T1，出境安檢後，左轉前往 B1-B9 登機口方向，

搭乘電梯到 C 區四樓 貴賓室位於 Cathay Pacific Lounge 附近

環亞機場貴賓室

Plaza Premium Lounge（T1 Zone D）
T1，出境安檢後，右轉前往 A1-A9 登機口，搭乘電梯到四樓

環亞機場貴賓室

Plaza Premium Lounge（T2 Zone A1）

T2 ，出境安檢後，搭乘左邊手扶梯上樓，上樓後左轉，

環亞機場貴賓室位於右手邊（美食街對面）

環亞機場貴賓室

Plaza Premium Lounge（T2 Zone A）

T2 ，出境安檢後，左轉朝 A&D 登機門方向，

搭乘手扶梯到四樓後，往右手邊走環亞機場貴賓室位於第一個長廊右轉

東方宇逸貴賓室

ORIENTAL CLUB LOUNGE（T2）
T2，出境安檢後，搭乘右邊手扶梯上樓，上樓後左轉，左手邊長廊走到底即可抵達

昇恆昌 Bistro:D 畢卓樂地餐廳 T1 A gate，第一航廈出境樓層 A6 登機門

昇恆昌 Bistro:D 畢卓樂地餐廳 T1 B gate，第一航廈出境樓層 B5 登機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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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盟 D3 Bar T2 D gate，第二航廈出境樓層管制區內 D3 登機門旁

誠盟 D7 Bar T2 D gate，第二航廈出境樓層管制區內 D7 登機門旁

昇恆昌 KiKi 麵 T2 第二航廈出境 4F 食旅迴廊

昇恆昌 赤坂拉麵 T2 第二航廈出境 3F C4 登機門

昇恆昌 Bistro:D 畢卓樂地餐廳 T2 第二航廈出境 4F 饗立方美食區

昇恆昌 Wing Café T2 第二航廈出境 4F 饗立方美食區

昇恆昌 泰昌餅家 T2 第二航廈出境 4F 饗立方美食區

● 台中機場

貴賓室 位置

昇恆昌 hómee KITCHEN 好饗廚房 國際線三樓出境樓層登機門近 1、2 號登機門

昇恆昌 Wing Café 國際線三樓出境樓層近 3、4 號登機門

● 高雄國際機場

貴賓室 位置

昇恆昌 hómee KITCHEN 好饗廚房 於 3F 出境證照查驗大廳出口左轉，約步行 100m，餐廳即位於西區中央長廊左側

昇恆昌 hómee KITCHEN 好饗廚房 三樓出境管制區內東區近 26 號登機門

*  各國機場／高鐵的貴賓室和合作餐廳所在位置、設施提供、營業時間、使用限時及相關規定皆不同，欲使用前建議先至龍騰出行官方 APP、官網或肯

驛客服專線查詢龍騰出行最新適用機場貴賓室／餐廳。

11. 本活動之龍騰卡相關費用詳細價格如下表所示：

隨行貴賓使用費 NT$850

實體龍騰卡製卡及郵寄作業費 NT$170

12. 若持卡人持有卡片因故停用或到期未獲本行續發時，將無法繼續使用貴賓室／龍騰套餐服務，倘持卡人（包括任何同行貴賓）使用失效之星展豐盛尊耀無

限卡使用貴賓室／龍騰套餐服務時，持卡人須自行支付使用貴賓室／龍騰套餐之費用。

13. 各機場貴賓室／餐廳之經營權及維護作業均由各機場貴賓室負責，本行和龍騰出行所屬（或代理）公司無經營管理權。如各機場貴賓室所提供之設備、攜

伴人數、及年齡限制、開放時間、或免費使用規定有變動，請依現場公告為準。

14. 本項優惠或服務係由特約廠商肯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予持卡人，本行與廠商間並無合夥、代理、經銷或提供保證之關係。如持卡人與廠商就提供之權

益或服務有爭議時，均由廠商自行負責，與本行無涉，惟本行將盡力協助持卡人協調處理。

15. 本優惠期間至 2023/06/30 止，本行保留變更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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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機場外圍停車

優惠期間：2023/01/01 ∼ 2023/06/30

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持卡人於使用本優惠的前 180 天

內，以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支付當次全額國際機票或旅

行社國外團費 80% 以上，可享一年 20 天之機場外圍

免費停車禮遇。（年度計算為 1/1 ∼ 12/31，正附卡合

併計算停車天數）

停車場 地址／服務電話

嘟嘟房桃園機場外圍 
停車場（非航廈內）

* 因疫情影響，前往停車前，請務必撥打

嘟嘟房服務專線（03）398-9898，將提供

您專業的引導及說明。

嘟嘟房

台中機場二站

台中市沙鹿區中航路一段 42 號對面巷口

（台中機場停車場入口對面巷內）

（04）2615-1014

大鵬國際停車場
高雄市前鎮區翠亨南路 230 號

（07）841-1385

機場外圍停車使用方式：

1. 本活動需持卡人於使用機場外圍免費停車的前 180 天內，刷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支付當次全額國際機票或旅行社國外團費 80% 以上。

2. 車輛須停放於嘟嘟房桃園機場外圍停車場（非航廈內）、嘟嘟房台中機場二站及高雄大鵬國際停車場等本行特約民營停車場，並配合停車場出入場方式依

序排隊等候。各停車場停車位有限，悉以停車場實際狀況為主，無法提供車位保留服務，若遇連續假期或尖峰時間提醒您提早出門，避免影響行程。

3. 車輛進／出場時須出示當次刷卡支付機票或團費之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及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護照或駕照擇一）供服務人員確認使用資格。

4. 停車天數之計算，係以每日凌晨 0 時為界，以日計算，逾時即多加 1 日，未滿 1 日仍以 1 日計算。

機場外圍停車注意事項：

1. 本優惠限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正附卡持卡人於使用本優惠的前 180 天內以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支付當次全額國際機票或旅行社國外團費 80％以上後使用。

若未符合以上使用規定，本行將透過您的信用卡帳戶，以下表之優惠價格酌收當次之停車費用。

停車場 地址／服務電話

嘟嘟房桃園機場外圍停車場（非航廈內） NT$200 ／天

嘟嘟房台中機場二站 NT$120 ／天

大鵬國際停車場 NT$200 ／天

2. 使用本優惠車輛進／出場時，若您於未隨身攜帶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或超出免費停車天數之停車時間，則須依照停車場現場公告標準收費，停車天數悉

依嘟嘟房桃園機場外圍停車場（非航廈內）、嘟嘟房台中機場二站及高雄大鵬國際停車場之系統記錄為準，且不得申請折扣或退款。

3. 停車天數之計算，係以每日凌晨 0 時為界，以日計算，逾時即多加 1 日，未滿 1 日仍以 1 日計算。

4. 使用本優惠停車時，現金及其他貴重物品請勿放置於車內，並請於停車及取車時與服務人員共同檢視您的車況，包括車輛的外觀及里程數，若有任何疑義，

請當場向停車場人員反應，離場後不得再申請理賠。

5. 持卡人享有之每次優惠天數不得合併於同一次停車服務使用，且每卡每次使用優惠僅限適用一輛車。

6. 本優惠無法提前預約或保證現場車位情形，實際服務內容與現場是否有車位以嘟嘟房桃園機場外圍停車場（非航廈內）及嘟嘟房台中機場二站、大鵬國際

停車場現場情況與公告為準。

7. 本行僅提供出國免費停車服務優惠，停車期間如涉及有關車輛停放所衍生之相關問題與爭議，須依據停車場管理規範辦理，與本行無涉。實際規定請詳見

各停車場現場公告。

8. 本優惠期間至 2023/06/30 止，本行保留變更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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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宇商務通關禮遇

優惠期間：2023/01/01 ∼ 2023/06/30

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持卡人年度累積消費每達 NT$100

萬（年度計算期間 1/1 ∼ 12/31；正附卡合併計算），

尊享台灣環宇商務通關尊榮版禮遇 1 次，每年度最高可

獲得 2 次。環宇商務通關尊榮版服務 1 次可選擇兌換精

選飯店之平日住宿 1 間／晚。

指定飯店 指定房型

H2O 水京棧國際酒店 平日豪華景觀房（一泊二食）

華泰瑞苑墾丁賓館 平日花園客房（一泊一食）

長榮鳳凰酒店（礁溪） 平日高級洋式客房（一泊一食）

日暉國際渡假村 平日伯爵雙人 Villa（一泊一食）

環宇商務通關注意事項： 

1. 本活動限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正卡人參加。

2. 星展豐盛尊耀卡持卡人於年度累積消費每達 NT$100 萬（年度計算期間 1/1 ∼ 12/31；正附卡合併計算），尊享台灣環宇商務通關尊榮版禮遇 1 次，每年

度最高可獲得 2 次，且該累積消費需於活動期間內完成請款。

3. 本活動之消費累積為正附卡消費合併計算，刷卡消費金額僅限於一般消費而不包含信用卡年費、循環信用利息、逾期手續費、預借現金金額（包括分期預

借現金專案之每月應攤還本金、ATM 提領現金、賭場兌換籌碼）及其手續費及利息、分期付款專案（包括特約商店分期付款、分期輕鬆購、帳單輕鬆分、

來電輕鬆分等分期付款專案）之每月應攤還本金及其手續費及利息、餘額代償、個人綜合所得稅、查核定稅（包括但不限於房屋稅、地價稅、營業稅、牌

照稅等）、汽機車燃料費、監理規費資費、裁決所違規罰款繳款、中華電信各項電信資費、水／電／瓦斯（天然氣）等公用事業費用、學雜費、聯合信用

卡處理中心提供之公務機關繳費平臺（包含臨櫃及網路繳款，項目包含但不限於醫療機構費用、規費等）、e 政府服務平台繳款（包括但不限於學雜費、

政府機關規費等）、其他一般信用卡相關各項手續費用、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提供之信用卡小額支付特約商店之消費（如便利商店、連鎖速食店等）等。

申請各分期專案之手續費及每期應攤還本金、利息均無法適用本活動之消費累積。

4. 當豐盛尊耀無限卡持卡人消費達到門檻，本行將會主動寄發簡訊通知持卡人可享有環宇商務通關尊榮版禮遇 1 次。請持卡人於收到簡訊後即可以致電禮賓

中心預約通關禮遇，本服務使用資格限於簡訊通知後方始生效。 

5. 環宇商務通關使用規定：

(1)  預訂時間：使用環宇機場禮賓服務，請於使用服務前三個工作天（不包含使用當日），春節及連續假日需七個工作天前（不含使用當日）前來電 04-

2206- 3506 預約。連續假日指含週六、日達 3 天（含）以上之假期。預約任何機場禮賓服務時，貴賓需提供任何所需的正確資訊，預約使用日期需

為預約當年度的日期。 

(2)  修改和取消：若不能如期前往所預訂機場等任何更動或取消，貴賓須於預定服務日前 24 小時來電服務專線通知供應商處理。24 小時內預訂服務資

料無法 變更；24 小時內取消者視同使用乙次服務，將收取全額預訂費用，概不退費。惟若預訂使用日期異動，其更改後之預訂日期仍需符合使用服

務前三個工作天來電異動（春節及連續假日需七個工作天前）。 

(3)  所有未能如時更改或使用之服務，將被視為已完成之收費服務，貴賓已付之費用包括逾期更改或缺席已預訂服務之情況，將視同已使用不獲退款。

貴賓需 提供當地聯絡電話或方式，供應商不會為因無法成功聯絡等相關因素而就未能完成之服務負責。

(4)  各機場或許會因不同情況收取附加費：如臨時預訂附加費、午夜附加費或額外的行李附加費等，所收取之價格將會於預訂時確認，於貴賓同意報價後，

將以貴賓所持之信用卡支付該筆費用。 

(5)  3K（捷星）、GK（捷星日本）、7C（濟州航空）、MM（樂桃航空）、QD（景成柬埔寨）、UA（聯合）、Z2（菲亞洲航空）、AK（馬亞洲航空）、

 預約專線：
04-2206-3506（預約時間：每日 9:0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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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泰亞洲航空）、DJ（日亞洲航空）、D7（全亞洲航空）限制於一般航廈完成報到手續，始能使用尊榮版通關，且貴賓需預留時間提早至航廈報到，

因航空公司可能臨時變更限制，實際排除航班以環宇商務中心公告為主。 

(6)  貴賓預約成功，肯驛國際客服中心確認完畢後，貴賓至環宇商務中心完成辦理出／入境申請手續，敬請出境貴賓於班機起飛時間前 1 小時（如遇航

空公司報到時間規範不同，則依該公司規範為主）抵達環宇商務中心，其他航空公司報到注意事項，請至該公司官網查閱。 

(7)  尊榮禮遇通關服務可選擇以下交通方式： 

A. 肯驛國際機場接送服務至環宇商務中心。 

B. 其他廠商機場接送服務至環宇商務中心。 

C. 親友接送至環宇商務中心。 

D. 以上Ｂ及Ｃ情形，因環宇商務中心為管制區，需提供駕駛人資訊，並請貴賓事先提供身分證或駕照正反面影本（擇一提供）。 

E. 桃園高鐵站接駁。 

F. 桃園機場指定地點接駁：1. 航廈出境「酷航」招牌下車處／ 2. 航廈出境「新加坡航空」招牌下車處。 

G. 自行開車至桃園機場周邊停車場，環宇禮賓將至停車場接送貴賓至環宇商務中心。 

H. 親友／計程車接送至環宇商務中心外崗哨（免附駕駛人證件）。

I. 無接送需求（轉機或會議）。

(8) 環宇商務中心位於機場管制區內，駕駛人及車輛進出皆須事先申請臨時通行證，以備管制崗哨航空警察查驗，敬請貴賓於當日出發前，確認駕駛人

攜妥身分證正本及行照、駕照正本，僅限 1 名駕駛及預約本服務之貴賓進入本中心。 

(9)  換匯及退稅說明：● 如當日需辦理退稅服務事宜，則需於所搭乘班機之起飛時間前一個半小時抵達中心。● 依照銀行法令及管理外匯條例，即日起禮

遇通關中心不得協助「換匯」及「退稅金額超過 NT$50 萬以上」服務；若有服務需求，需本人臨櫃親自辦理業務流程。 

(10) 若需換匯則駕駛人須載送持卡人本人至管制區內櫃台換匯，惟需注意航班時間，因管制區內銀行非 24 小時營業。

(11)  當地法定機關（如：入境事務處和機場安全控制等）擁有最終決定權是否給予優先放行旅客及安排或拒絕客人使用貴賓或快速通關服務。服務流程

可能因不同機場的設施及當地法定機關之法律法規限制而有所區別。 

(12)  所有貴賓必須遵守預訂服務之當地民用航空、機場進出港相關法律法規及相關服務規定，並需負責出入境物品之申報，及遵守預訂服務機場的禮賓

服務人員的指示。 

(13) 本服務不接受貴賓臨時要求的額外服務處理。基於機場、邊防及海關條例，供應商不保證可以提供臨時服務之安排。

(14)  本優惠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資訊缺乏或延遲提供可能影響服務品質，供應商對此類事件不負任何責任。供應商不負責貴賓因使用此服務而所

產生任何性質的直接或間接損失。貴賓與機場禮賓服務人員可能產生的任何糾紛，供應商將不負任何責任。 

(15) 預約完成即視為同意上述條件，如貴賓至現場未符合其中一項，肯驛國際與環宇商務中心保有拒絕通關權利並辦理退關手續。 

(16) 環宇商務中心規範請參閱：https://www.hyvip.com.tw/。

6. 精選飯店平日住宿券使用規定：

(1)  預訂時間：本優惠須於 7 個日曆天前（不含入住當日）預約，開放預約時間為每月 1 日 09:00 起，可預約未來 3 個月內使用，恕不接受客戶未經

預約直接到各飯店現場使用本優惠。（舉例說明：2023 年 1 月 1 日開放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3 月預約；2023 年 2 月 1 日開放 2023 年 2 月至

2023 年 4 月預約；依此類推）。如遇 2023 年 2 月 17 日至 2023 年 2 月 23 日，須於 2023 年 2 月 3 日前預約。

(2) 變更／取消規範：

甲、 客戶應於指定優惠期間入住，若不能如期前往飯店入住，須透過「肯驛國際」客服中心取消，相關取消費用依「肯驛國際」客服中心現行辦法執行。

乙、入住日（不含）前十四天通知辦理取消訂房，已收取之費用退費，並退回本權益。

丙、入住日（不含）至前十三天內通知辦理取消訂房，已收取之費用不退還，本權益視同已使用。 

丁、 變更訂房限變更一次，其異動後之日期仍須符合 7 個日曆天前預約，且限同一飯店。如經異動後不得取消，如需取消，收取 100% 訂房費且權

益視同已使用。

(3)  本優惠限於平日（依各飯店對外公告定義為主）入住飯店之指定房型，若入住日為飯店定義之旺日、假日、小假日或大假日等，持卡人可依肯驛國

際客服中心規定加價使用。

(4) 若需加人或加床服務，可加人或加床之房型依各飯店定義為準，加價費用依各飯店規定收取。

(5) 本優惠限本人預約及使用，同一人如符合多項活動資格或持有多張指定銀行信用卡，該優惠使用仍以一人計算，且不得與飯店提供之優惠合併使用。

(6) 預約時，需取得預約編號，該預約才算完成；如未收到預約編號需再重新預約。

(7)  請於入住日依時抵達各飯店，並出示預約之信用卡、預約編號、有照之身分證件（身分證、駕照或健保卡任一）供服務人員確認，若未於預約當日

入住，將視同已使用本優惠，恕無法退費。

(8) 參考定價若有調整，請依各飯店公告定價為準。

(9)  本優惠不適用於農曆春節期間及特殊節日，包括元旦、情人節、母親節周末、勞動節、父親節、聖誕夜、聖誕節、跨年、補班日或其他各種國定假

日等節日，詳細定義依各飯店公告為主。

(10) 如遇飯店客滿、包場或因其他因素而無法入住，客服人員會主動連絡協助更改至其他日期或退款。

(11) 本優惠僅對所示優惠有效，不可轉讓、不可兌換現金，亦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12) 如遇合作飯店整修期間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肯驛國際」得有權更換其他同等級之飯店。

7. 本優惠服務係由「肯驛國際」提供，本行僅提供各項優惠訊息，並非商品或服務之出售人或供應商，與其等並無代理、合夥、經紀或提供 保證之關係，

本行對「肯驛國際」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不負任何擔保責任。；如對本優惠及服務有任何疑問或爭議，或所有服務事項，由「肯驛國際」及提供優惠之供應

商負責處理。

8. 本優惠期間至 2023/06/30 止，本行保留變更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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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平安險最高 NT$5,000 萬

優惠期間：2023/01/01 ∼ 2023/06/30

只要您持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為您本人及家人（包括配

偶及未滿 25 足歲之未婚子女），支付 80%（含）以上

之團費（不含事後申請退費者），或全額公共運輸工具

費，可享以下的旅遊保險保障。

承保內容
最高保險金額

（單位：新台幣）

旅遊平安保險

信用卡公共運輸工具期間

旅行平安保險（限身故）
5,000 萬元

公共運輸工具期間

旅行平安保險傷害醫療費用
10 萬元

移靈費用 3 萬元

旅遊平安險申請期限：意外事故發生之日起十日內
旅遊平安險必備申請文件：

1. 理賠申請書

2.  被保險人以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購買機票之簽帳單影本（需有授權

號碼）及旅行社之代收轉付收據影本

3. 交通運輸工具票根及訂位記錄證明影本

4. 出入境證明影本

承保內容
最高保險金額（單位：新台幣）

每人／每次事故 每卡／每次事故

旅遊不便保險

班機延誤費用 1 萬元 2 萬元

行李延誤費用 1 萬元 2 萬元

行李遺失購物費用 3 萬元 6 萬元

旅行文件重置及滯留必要費用 1 萬元 2 萬元

行程取消費用 3 萬元 6 萬元

行程縮短費用 3 萬元 6 萬元

劫機費用 1 萬元 1 萬元

旅遊不便險必備申請文件：
1. 理賠申請書

2.  被保險人以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購買機票之簽帳單影本（需

有授權號碼）及旅行社之代收轉付收據影本

3. 登機證及機票正本

4. 被保險人支出班機延誤費用之單據明細正本

5.  航空公司所開具之班機延誤／失接／登機被拒之班機延誤證

明正本

6.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申請理賠方式：
1. 理賠服務中心：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 客戶服務信箱：travel.tw@chubb.com 
3. 客戶服務專線：

a. 0800-888-508（上班日 9:00 ∼ 17:30）

b. 海外緊急救援服務專線：+886-2-23266758 （24 小時）

4. 理賠傳真專線：(02)2355-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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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保險注意事項：

1. 信用卡旅遊不便保險保障範圍及定義：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以有效之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支付於出發前已確認班次之公共運輸工具全部票款或百分之

八十以上團費，若於保障期間內因意外事故致其須支付下列合理且必要費用時，依本保險契約之規定負賠償之責；但被保險人嗣後取消前述公共運輸工具

或團費之交易者，即不負理賠之責。

2. 信用卡旅行平安保險保障範圍及定義：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以有效之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支付公共運輸工具全部票款或百分之八十以上團費，於保障

期間內，因於下列搭乘公共運輸工具期間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殘廢或死亡者，依本契約之約定給付保險金：

A. 被保險人搭乘商用飛機時：

a）於飛機原訂起飛前或抵達目的地機場後五小時內，使用車輛直接往返機場期間；

b）於機場內等候搭機期間；

c）搭乘及上下商用飛機期間。

B. 被保險人搭乘前款以外之「公共運輸工具」時，限於搭乘及上下該「公共運輸工具」之期間。

3. 公共運輸工具期間旅行平安保險傷害醫療費用保障範圍及定義：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以有效之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支付公共運輸工具若於保障期間內，

因於下列搭乘公共運輸工具期間遭受意外傷害事故，並自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經登記合格的醫院或診所治療者，就其實際醫療費用，超過全

民健康保險給付部份，給付實支實付醫療保險金，被保險人不以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住院診療；或前往不具有全民健康保險之醫院住院診療者，

致各項醫療費用未經全民健康保險給付，依被保險人實際支付之各項費用之 65% 給付。但超過一百八十日繼續治療者，受益人若 20 能證明被保險人之治

療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

A. 被保險人搭乘商用飛機時：

a）於飛機原訂起飛前或抵達目的地機場後五小時內，使用車輛直接往返機場期間；

b）於機場內等候搭機期間；

c）搭乘及上下商用飛機期間。

B. 被保險人搭乘前款以外之「公共運輸工具」時，限於搭乘及上下該「公共運輸工具」之期間。

C. 同一次傷害的給付總額不得超過保險單所記載的每次傷害醫療保險金限額。

4. 被保險人所使用之公共運輸工具票證，若係航空公司或旅行社提供之優惠票、部份以優待憑證（含優惠憑證、兌換券、折價券、酬賓券、抵用券、優待券、

哩程數及信用卡點數等）抵付票款、或任何繳交機會中獎獎金所得稅所獲得的票證，而被保險人實際支付之金額未達該公共運輸工具票證面額之百分之

三十者，其信用卡旅遊平安險及旅遊不便險各項費用或損失不在理賠範圍內。

5. 「公共運輸工具」係指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提供不特定大眾搭乘，行駛於固定航、路線之商用客機或水、陸上公共交通工具。但具有下列特性者，均非

本保險契約所稱之公共運輸工具：

A. 專供遊覽之用或無特定班表而載運旅客者：如 郵輪／遊覽車／觀光渡輪／觀光景點專用之交通工具等；

B. 限於特定或可得特定之團體或個人搭乘者：如包機等；

C. 使用信用卡單獨支付費用搭乘之國內大眾捷運系統、公共汽車（包含市區公車及客運）及纜車。

6. 「日用必需品」係指下列物品：

A. 內、睡衣及其他必要之衣著鞋襪；

B. 盥洗用具及女性生理用品；

C. 每件日用必需品之賠償金額上限為新台幣柒仟元整。

7. 「團費」係指被保險人整趟旅程所需之所有交通工具及住宿費用。

8. 「公共運輸工具全部票款」包含票價、機場稅、兵險費用、燃油費用及其它附加費用。

9. 信用卡旅遊不便保險特別不保項目：

A. 被保險人因受麻醉藥、大麻、鴉片、興奮劑及類似物品之影響，而致生之「旅行文件重置費用損失」不在理賠範圍內；

B. 被保險人、其配偶、父母或子女之死亡或病危係因下列原因所致者，其「行程取消費用及行程縮短費用」之損失不在理賠範圍內；

C. 自殺、自殘或鬥毆行為。但為正當防衛者，不在此限；

D. 受麻醉藥、大麻、鴉片、興奮劑、及類似物品之影響；

E. 飲酒後駕（騎）車，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分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10. 班機延誤保障範圍及定義：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於國外機場或轉機失接地或搭乘本國離島航班及國內班機返回戶籍地時，因下列事故致被保險人須支

付之班機延誤費用，於 「班機延誤費用保險金額」內負理賠責任：

A. 被保險人預定搭乘之班機延誤起飛達四小時以上者；

B. 被保險人所預定搭乘之飛機班次被取消，於四小時內無其他飛機可供其轉搭者；

C. 被保險人所預定搭乘之飛機班次座位因超額訂位而被取消，於四小時內無其他飛機可供其轉搭者；

D. 被保險人所預定之轉接班機因前班班機延誤而致失接，於四小時之內無其他飛機可供其轉接者。

11. 行李延誤費用保障範圍及定義：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因航空公司處理不當，致被保險人隨行交運之行李於飛機抵達目的地機場（但不含居住所在地）

六小時後仍未送達者，對於被保險人領回行李前為應急而購買必要之日用必需品所支付之費用，於「行李延誤費用保險金額」內負理賠責任，但最高以被

保險人到達目的地後二十四小時內所須支出之費用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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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行李遺失購物費用保障範圍及定義：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因航空公司處理不當，致被保險人隨行交運之行李遺失，或於飛機抵達目的地機場（但不含

或居住所在地）二十四小時後仍未送達者，亦在承保範圍內。對於被保險人領回行李前為應急而購買必要之日用必需品所支付費用，於「行李遺失購物費

用保險金額」內負理賠責任，但最高以被保險人到達目的地後一百二十小時內所須支出之費用為限。若已依前條規定給付行李延誤保險金者，則依前項規

定所負之理賠責任以行李遺失保險金扣除已給付之行李延誤保險金之餘額為限。

13. 旅行文件重置及留滯必要費用保障範圍及定義：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從事國外旅行時，其護照、簽證或出入旅行地之通行證明文件等（不含機票、信用

卡、旅行支票和現金）因毀損滅失，或遭強盜、搶奪、竊盜而遺失所生之文件重置費用，及其被留滯於旅行當地所生之必要住宿、餐飲及交通費用，本公

司於「旅行文件重置及留滯必要費用保險金額」內負理賠之責。被保險人應於發現前項損失後二十四小時內向海關、警察機關、交通運送機構或旅行當地

之主管機關報案。若未於約定時間內報案者，本公司不負理賠之責。

14. 行程取消費用保障範圍及定義：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預定從事國外旅行時，因被保險人、其配偶、父母或子女死亡或病危，致被保險人須取消預定行程，

且其已預先支付之交通票證、住宿費用、簽證費或其他保證金等費用無法使用或無法取回時，本公司於「行程取消費用保險金額」內負理賠之責。

15. 行程縮短費用保障範圍及定義：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從事國外旅行時，因被保險人、其配偶、父母或子女死亡或病危，致被保險人須縮短預定行程返回

原出發地，致其已預先支付之交通票證、住宿費用、簽證費或其他保證金等費用無法使用或無法取回，或為返回原出發地而須額外支出必要合理之交通、

住宿、電話、簽證等費用時，本公司於「行程縮短費用保險金額」內負理賠之責。

16. 劫機補償保障範圍及定義：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搭乘飛機遭遇劫機事故時，依其受劫持期間之日數按日給付「劫機補償保險金」；未滿一日者以一日計

算。但以保險契約所載「劫機補償保險金額」為限。前項所稱「劫機事故」係指被保險人搭乘之飛機遭遇非由合法政府或司法機關控制指揮之個人或團體，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式劫持使用中之飛機或控制該飛機之正常飛航或限制機上乘客之行動者。

17. 所有各項保險條款悉以本行與保險公司所簽定之保險契約所載條款為準。本信用卡綜合保險保單號碼 NACCC00118。保險期間：自 2023/01/01 零時起至

2024/01/01 日零時止。

18. 安達產物國際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本保險契約對於依照貿易、經濟制裁或其他法令禁止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提供保險者，

不予承保，亦不負擔賠付保險金及任何利益之責任。倘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提供保險保障、賠付保險金或提供任何利益給付將導致

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總公司或集團母公司 Chubb Limited 違反美國法令、聯合國、歐盟及中華民國相關經濟制裁、禁令或限制時，

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將不予提供保險保障，亦不負擔賠付保險金及任何利益之責任。

19. 本優惠期間至 2023/06/30 止，本行保留變更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信用卡附加旅行平安保險適用保險法第 107 條規定之資訊：依據保險法第 135 條準用第 107 條之規定，以未滿十五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訂立之保險契約，

其死亡給付於被保險人滿十五歲之日起發生效力。

年費辦法
1. 豐盛尊耀無限卡正卡 NT$36,000，附卡至多 4 張免年費，第 5

張附卡起每張須收取年費新台幣 3,500 元

2.  首年需繳年費，採預收制。持卡第 2 年起，若前一年度刷卡消

費總額滿 NT$10,000,000（正附卡合併計算），則享免年費禮

遇。

持卡人如因污損、消磁、刮傷或其他原因致令信用卡不堪使用須換

發新卡者，星展銀行（台灣）得收取晶片信用卡製卡手續費新臺幣

300 元。惟星展豐盛尊耀無限卡製卡手續費為新臺幣 3,500 元。

補發新卡、換發新卡手續費

循環信用利率區間：5.99 ∼ 14.99%。循環信用利率基準日：民國 107
年 2 月 1 日。預借現金手續費：預借現金金額乘以 3.5% ＋ NT$100。
其他費用請上星展網站 www.dbs.com.tw 查詢詳情

信用卡用卡須知及約定條款

本行及本卡使用須知及約定條款，
敬請貴賓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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