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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積金累積辦法
優惠期間：2023/01/01 ∼ 2023/06/30

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
飛行世界卡
●

海外刷卡消費每滿 NT$15 累積飛行積金 1 點

●

國內刷卡消費每滿 NT$18 累積飛行積金 1 點

●

飛行積金於持卡期間有效

星展飛行鈦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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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刷卡消費每滿 NT$20 累積飛行積金 1 點

●

國內刷卡消費每滿 NT$30 累積飛行積金 1 點

●

飛行積金於持卡期間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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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分兌換靈活，兌換品項多元
兌換 4 大哩程獎勵計畫

星展 Apple 星商城

飛行積金可兌換「亞洲萬里通」、「長榮無限萬

在「星展 Apple 星商城」使用星展飛行卡購買原

哩遊」、「新航獎勵計劃 KrisFlyer」、「華夏哩

廠 Apple 產品，全面享分期 0% 利率，還可使用

程酬賓計劃」4 大哩程獎勵計畫，帶您探索世界

飛行積金折抵，折抵的比例可自由調配，剩餘的

美好。

刷卡金額還可分期 0% 利率！
航空哩程計劃

會員申請方式

*

參 加 本 活 動 前， 請 務 必 至 本 行 官 網（https://go.dbs.
com/2PmXvI8）詳讀相關活動辦法及注意事項。

「亞洲萬里通」

www.asiamiles.com

中華航空「華夏哩程酬賓計劃」

www.china-airlines.com
或致電 02-412-9000

兌換精選商品

長榮航空「無限萬哩遊」

www.evaair.com
或致電 02-2501-7899

動感活利網提供您多樣化的超值商品，讓您以飛

新航獎勵計劃「KrisFlyer」

www.singaporeair.com.tw

*

參 加 本 活 動 前， 請 務 必 至 本 行 官 網（https://go.dbs.
com/3qBIROH）詳讀相關活動辦法及注意事項。

「即時消費折抵」服務

行積金輕鬆兌換精選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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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Wbm7z）詳讀相關活動辦法及注意事項。

*

更 多 飛 行 積 金 兌 換 活 動， 請 參 考 本 行 官 網（https://go.dbs.
com/2KbNtr3）說明。

只要使用星展飛行卡刷卡，國內單筆一般消費滿
指定金額，即可透過「星展 Card+」App 立即使
用飛行積金折抵消費，刷卡即兌換，折抵超有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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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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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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積金累積辦法注意事項
1. 換算為飛行積金的刷卡消費金額僅限於一般消費而不包含信用
卡年費、一卡通自動加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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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收單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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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保留交易
是否得累積飛行積金之最終決定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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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積金」之累積活動。
* 飛行鈦金卡之一般消費不包含歐洲經濟區實體商店刷卡消費，
也就是交易國別為下列國家／地區之實體商店交易，包含奧地
利、比利時、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賽普勒斯、捷克、丹麥、
愛沙尼亞、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匈牙利、愛爾蘭、義大
利、拉脫維亞、立陶宛、盧森堡、馬爾他、荷蘭、波蘭、葡
萄牙、羅馬尼亞、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西班牙、瑞典、冰
島、列支敦斯登和挪威，上述國家若有異動，以英國政府網站
https://www.gov.uk/eu-eea 公告為準。
2. 飛行積金計算週期及方式為每期帳單所列之一般消費加總後，
以國內／國外消費分開計算。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及星展飛行
世界卡海外消費每 NT$15 累積 1 點／國內消費每 NT$18 累積 1
點；星展飛行鈦金卡海外消費每 NT$20 累積 1 點／國內消費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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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30 累積 1 點，小數點以後四捨五入至整數位。國外消費係
指交易地點非台灣或交易幣別非為新臺幣之一般交易。
3. 正卡與附卡之飛行積金將合併計入正卡帳戶，並列示於正卡持卡
人之每月信用卡帳單上。
4. 飛行積金之兌換權利僅限正卡持卡人行使。
5. 若持卡人未能於繳款截止日前付清載於帳單上之最低應繳金額，
於帳款未結清前所累積之消費將無法轉換為飛行積金。如經催收
仍未償還最低應繳金額，本行有權隨時終止「飛行積金」活動之
優惠及信用卡契約，如有任何違反信用卡約定條款之情事時亦
同。
6. 若持卡人以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星展飛行世界卡或星展飛行鈦
金卡刷卡消費，而該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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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行積金時，依取消交易及退款之金額按比例調整扣除；若持卡
人之信用卡帳戶內所累積之飛行積金積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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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積金的權利。
7. 持卡人若有以下任一情事者，將喪失參加「飛行積金」活動之資
格，所有未兌換之飛行積金將自動失效：持卡人自行停用星展飛
行世界商務卡、星展飛行世界卡或星展飛行鈦金卡、持卡人掛失
卡片超過三個月未完成補發新卡手續、持卡人被本行依信用卡約
款終止該卡片之契約或卡片到期未獲本行續發新卡，或有違反信
用卡其他約定事項等情事。
8. 飛行積金累積未達指定最低兌換門檻，恕不接受兌換。
9. 飛行積金實際回饋方式，將依個人每期帳單結帳日之一般消費金
額進行回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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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官網與權益手冊內容若有不同，悉以本行官網公告內容為
準。

9

全球龍騰出行機場貴賓室
優惠期間：2023/01/01 ∼ 2023/06/30

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
飛行世界卡
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及星展飛行世界卡正卡持卡人於使用本
優惠的前 180 天內，以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或星展飛行世界
卡支付當次全額國際機票或旅行社國外團費 80% 以上後，可
享一年 2 次免費以「龍騰出行」APP 使用龍騰出行合作之機
場貴賓室及機場餐廳，讓您的旅程更加舒適。
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及星展飛行世界卡附卡持卡人可享以自
費優惠價 NT$800 使用全球龍騰出行機場貴賓室／龍騰套餐
及免費龍騰卡會員效期一年（需先支付作業處理費 NT$99，
可抵扣第一次貴賓室／龍騰套餐使用費）。
提醒您，本行龍騰卡會員效期為開卡後一年，到期後或免費
次數使用完畢即自動失效，如後續須使用此項服務，請於使
用機場貴賓室前 3 個工作天重新申請龍騰卡會員。

星展飛行鈦金卡
星展飛行鈦金卡持卡人可享以自費優惠價 NT$800 使用全球
龍騰出行機場貴賓室／龍騰套餐及免費龍騰卡會員效期一年
（需先支付作業處理費 NT$99，可抵扣第一次貴賓室／龍騰
套餐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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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騰卡申請方式
1 使用指定卡別支付當次全額國際機票或旅行社
國外團費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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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為自
費使用，肯驛國際將透過您的信用卡收取作業
處理費 NT$99（可抵扣第一次貴賓室／龍騰套
餐使用費，若未使用或取消自費使用，此費用
將無法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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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1. 本活動之免費次數優惠限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及星展飛行世界
卡正卡持卡人於使用本優惠的前 180 天內以飛行世界商務卡或
飛行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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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最多可使用兩次。若未符合本優惠之免費次數優惠
使用規定或超過使用次數，本行將自持卡人的信用卡收取機場貴
賓室／龍騰套餐自費使用費。
2. 本活動之龍騰卡會籍效期為開卡後一年，到期後或免費次數使用
完畢即自動失效，如優惠期間內欲繼續使用此項服務，請重新
申請龍騰卡（若免費次數使用完畢，可申請自費優惠價之龍騰
卡）。
3. 本活動之龍騰卡自費優惠價優惠，肯驛國際將於申請龍騰卡時收
取作業處理費 NT$99，此費用可抵扣第一次貴賓室／龍騰套餐
使用費，自費申請龍騰卡如未使用或因故欲取消自費使用，作業
處理費 NT$99 將無法退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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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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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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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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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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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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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即可進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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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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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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昇恆昌 hómee KITCHEN
好饗廚房
昇恆昌 Wing Café

●

近 8 號登機門
近 5 號登機門

位置

環亞機場貴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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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亞機場貴賓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T2 Zone A1）
環亞機場貴賓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T2 Zone A）

昇恆昌 Bistro:D
畢卓樂地餐廳
昇恆昌 Bistro:D
畢卓樂地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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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 A gate，第一航廈出境樓層 A6
登機門
T1 B gate，第一航廈出境樓層 B5
登機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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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卓樂地餐廳

貴賓室

（T1 Zone C）

LOUNGE（T2）

昇恆昌 Bistro:D

桃園國際機場

Plaza Premium Lou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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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東方宇逸貴賓室
ORIENTAL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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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出境安檢後，右轉前往 A1-A9
登機口，搭乘電梯到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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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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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11. 本活動之龍騰卡相關費用詳細價格如下表所示：

台中機場
貴賓室

位置

持卡人本人機場貴賓室／龍騰套餐自費使用費

NT$800

昇恆昌 hómee KITCHEN

國際線三樓出境樓層登機門近 1、
2 號登機門

隨行貴賓使用費

NT$850

實體龍騰卡製卡及郵寄作業費

NT$750

好饗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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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3F 出境證照查驗大廳出口左轉，
約步行 100m，餐廳即位於西
好饗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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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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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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失效之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及星展飛行世界卡使用貴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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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現場所示為準。
14. 本行僅提供卡友優惠訊息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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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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機場外圍停車
優惠期間：2023/01/01 ∼ 2023/06/30

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
飛行世界卡
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及星展飛行世界卡正附卡持
卡人於使用本優惠的前 180 天內，以星展飛行世
界商務卡或星展飛行世界卡支付當次全額國際機
票或旅行社國外團費 80% 以上，可享機場外圍免
費停車禮遇一年 30 天，每次最長 5 天。（年度
計算 1/1 ∼ 12/31，每次使用需間隔５天，正附
卡合併計算停車天數）

星展飛行鈦金卡
飛行鈦金卡持卡人於使用本優惠的前 180 天內，
以飛行鈦金卡支付當次全額國際機票或旅行社國
外團費 80% 以上，且單筆金額達 NT$20,000（含）
以上，可享機場外圍免費停車禮遇一年最多３次，
每次最長 5 天。（年度計算 1/1 ∼ 12/31，每次
使用需間隔５天，正附卡合併計算停車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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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停車天數之計算，係以每日凌晨 0 時為界，以

使用方式
1. 本優惠須持卡人於使用機場外圍免費停車的前
180 天內，刷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星展飛行

計算。

世界卡或星展飛行鈦金卡支付當次全額國際機

5. 每次使用機場外圍免費停車需間隔 5 天以上，

票或旅行社國外團費 80% 以上，另星展飛行

若未間隔 5 天以上而使用者，本行將以各停車

鈦金卡該筆刷卡需達 NT$20,000（含）以上。

場所適用之優惠價格及應間隔之天數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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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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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鵬國際
停車場

地址／服務電話
因疫情影響，前往停車前，請務必
撥 打 嘟 嘟 房 服 務 專 線（03）3989898，將提供您專業的引導並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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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前鎮區翠亨南路 230 號
（07）841-1385

3. 車輛進／出場時須出示當次刷卡支付機票或團
費之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星展飛行世界卡或
星展飛行鈦金卡及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護
照或駕照擇一）供服務人員確認使用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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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計算，逾時即多加 1 日，未滿 1 日仍以 1 日

注意事項
1. 本優惠限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星展飛行世界卡或星展飛行鈦金
卡正卡持卡人於使用本優惠的前 180 天內以星展飛行世界商務
卡或星展飛行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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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星展飛行鈦金卡該筆刷卡需達 NT$20,000
（含）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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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站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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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鵬國際停車場

優惠價格
NT$200 ／天
NT$12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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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世界商
務卡、星展飛行世界卡或星展飛行鈦金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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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旅行保險保障
優惠期間：2023/01/01 ∼ 2023/06/30

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
飛行世界卡
持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及飛行世界卡為其本人及
家屬（限配偶及未滿 25 足歲之未婚子女：以下
合稱被保險人）支付公共運輸工具全部票款、或
80% 以上之旅遊團費，即可享有以下安心旅遊保
險保障：
承保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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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運輸工具期間旅行
平安保險傷害醫療費用
移靈費用

承保內容

旅遊不便保險

22

班機延誤費用
行李延誤費用
行李遺失購物費用
劫機費用

最高保險金額
（單位：新台幣）
3,000 萬元

10 萬元
3 萬元
最高保險金額
（單位：新台幣）
每人／每次 每卡／每次
事故
事故
－
1 萬元
－
1 萬元
３萬元
６萬元
－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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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平安險申請期限：
意外事故發生之日起十日內
星展飛行鈦金卡
旅遊平安險必備申請文件：
持星展飛行鈦金卡為其本人及家屬（限配偶及未

1. 理賠申請書

滿 25 足歲之未婚子女：以下合稱被保險人）支

2. 被保險人以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星展飛行世

付公共運輸工具全部票款、或 80% 以上之旅遊團
費，即可享有以下安心旅遊保險保障：
承保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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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運輸工具期間旅行
平安保險傷害醫療費用
移靈費用

承保內容

旅遊不便保險

班機延誤費用
行李延誤費用
行李遺失購物費用
劫機費用

最高保險金額
（單位：新台幣）
2,000 萬元

界卡或星展飛行鈦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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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萬元
3 萬元
最高保險金額
（單位：新台幣）
每人／每次 每卡／每次
事故
事故
－
7,000 元
－
7,000 元
３萬元
６萬元
－
5,000 元

旅遊不便險必備申請文件：
1. 理賠申請書
2. 被保險人以星展展飛行世界商務卡、星展飛行
世界卡或星展飛行鈦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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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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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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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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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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保險保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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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有效之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星展飛行世界卡或星展飛行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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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有效之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星展飛行世界卡或星展飛行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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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效之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星展飛
行世界卡或星展飛行鈦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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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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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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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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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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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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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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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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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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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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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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機場接機或送機優惠價
優惠期間：2023/01/01 ∼ 2023/12/31

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飛行世界
飛行世界卡
於接機／送機日期前 6 個月內，刷星展飛行世界商
務卡或飛行世界卡，購買國外機票或國外團費達總
金額 NT$10,000 以上且付款成功者，可享台北市、
新北市與桃園市至桃園國際機場、台中市至台中國
際機場、高雄市至高雄國際機場之機場單趟接送網
路預約優惠價 NT$528 起。

星展飛行鈦金卡

於 接 機 ／ 送 機 日 期 前 6 個 月 內， 刷 星 展 飛 行
鈦 金 卡， 購 買 國 外 機 票 或 國 外 團 費 達 總 金 額
NT$10,000 以上且付款成功者，可享台北市、新
北市與桃園市至桃園國際機場、台中市至台中國
際機場、高雄市至高雄國際機場之機場單趟接送
網路預約優惠價 NT$728 起。
預約網站：http://24tms.vlimo.com.tw
預約專線：02-7733-0589
30

31

* 本優惠由 Mastercard 提供，優惠相關之所有商品及／或服務則由
「全鋒國際」提供。
* 刷卡日期需於預約接機 / 送機日期前 6 個月內且限本人乘坐。
* 需於使用日期三個工作天前事先預約；遇連續假期及農曆春節時
段用車高峰期需於使用日期七個工作天前預約。
* 惟星展飛行鈦金卡如以電話預約、修改、查詢及取消服務，每一
通電話須加收 NT$50 服務費，請多加利用線上預約。
國際機場接機或送機優惠價注意事項：
1. 本活動適用於萬事達卡台灣發卡機構所發行之星展飛行世界商
務卡、飛行世界卡與飛行鈦金卡之正卡及附卡持卡人。
2. 活動日期：2023/01/01 ∼ 2023/12/31（含）止。
3. 24 小時活動預約專線：02-7733-0589。（惟星展飛行鈦金卡進
線申請預約、修改、查詢及取消服務每次需加收電話服務費新台
幣 NT$50）
4. 會員身份：適用於使用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飛行世界卡與飛行
鈦金卡之持卡人購買國外機票或國外團費達總金額 NT$10,000
（含）以上且付款成功者；請提供開票時間、信用卡卡號、刷卡
日期及金額，以供客服人員查詢活動資格。
5. 使用次數及期限：每人每卡別一年限使用 4 次（含）接或送，
本優惠價僅適用於前 10,000 趟（含）預約完成之星展飛行世界
商務卡、星展飛行世界卡 正、附卡持卡人，2023 年總預約數超
過 10,000 趟（含）預約飛行世界商務卡 / 世界卡之持卡人將仍
可享有 NT$838 起優惠價格，飛行鈦金卡之持卡人將仍可享有
NT$888 起優惠價格。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並需出示該卡供司機
確認，未出示信用卡者，視同自費預約，不得享有優惠，依定價
收取機場接送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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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各地區至指定機場接送優惠價格請至 https://24tms.vlimo.com.
tw/Mastercard/Mastercard.aspx 查詢。
7. 刷卡日期需於預約接機／送機日期前 6 個月（含）以內且限持
卡人本人乘坐。
8. 預約時間：機場接送需於三個工作天前事先預約；遇連續假期
及春節時段需於七個工作天前預約。預約接送時間在夜間 22:00
（含）∼ 06:00（含）時段，需加收 NT$200，預約時需以適用
之信用卡於線上完成付款。連續假期定義：意指含週六、日達 3
天（含）以上之假期。
9. 變更／取消時間：需於原約定時間前 24 小時（含），來電服務
專線變更或取消。24 小時（含）以內預約接送資料無法變更；
24 小時（含）以內取消者視同已使用本服務，持卡人仍須支付
費用。若異動日期提前者仍需符合三個工作天（春節期間以及連
續假日需七個工作天）前來電異動，否則視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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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接或送地點：由主卡持卡人本人指定單一定點接或送服務。若需
沿途增加停靠點，需以順向為原則，5 公里（含）以內停靠點需
加收 NT$200，超過每公里加收 NT$50。※ 不提供臨時沿途接
／送其他客人。
11. 接送車輛：提供 1800cc 轎車服務，若持卡人指定七人座車，需
加收 NT$300，持卡人不得指定車輛廠牌。惟最終承載量須以不
妨害行車安全為前提，「全鋒國際」機場接送客服人員有最終決
定派車權。調度車輛以四人座轎車為主，全鋒國際視調度狀況得
使用七人座車代替四人座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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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以上，則司機無法繼續等候，且視同已
使用本服務，服務費用不退。
13. 接機待時：接機案件等候時間為 75 分鐘（含）以內，若超過 75
分鐘，仍無法與持卡本人聯繫（不論是否為航班延誤），則視同
持卡人已使用本次服務，服務費用將不予退還。
14. 待時費用：若持卡人須待時接送，須以司機行程允許為前提，第
76 分鐘（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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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分鐘（含）（依航班實際抵達時
間起算）。「全鋒國際機場接送客服中心」保留接受持卡人待時
接送權利。 ※ 接機時間以機場公佈班機抵達時間為準 ※
15. 舉牌服務：若需舉牌服務另加收 NT$200 舉牌費。
16. 乘客保險：服務車輛均投保 NT$500 萬乘客險。
17. 同行人數：除限定正卡持卡人本人使用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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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鋒國際保留接受同行人
數之權利）
18. 現場認證：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並需出示本人信用卡及身分證明
文件供司機認證。
19. 於消費時先告知服務人員及出示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飛行世界
卡與飛行鈦金卡，並使用該卡消費才可享受優惠。
20. 本優惠不可轉讓，僅對所示優惠有效，不可兌換現金。如消費辦
理退款，視為持卡人放棄優惠，優惠不隨消費退款。
21. 不可與其他優惠一起使用。
22. 持卡人需於登機前 2 小時到達機場，辦理登機手續，請持卡人
自行預留車程時間。
23. 農曆春節尖峰時段或連續假期尖峰時段之機場接送價格，不分區
域依優惠價加收 NT$400，且需於 7 個工作天（含）前預約，期
間如下：（以下包括首尾日）
2022/12/29 ∼ 2023/01/03
2023/01/18 ∼ 2023/01/30
2023/02/23 ∼ 2023/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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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30 ∼ 2023/04/06

市區停車

2023/04/27 ∼ 2023/05/02
2023/06/20 ∼ 2023/06/26
2023/09/27 ∼ 2023/10/02
2023/10/05 ∼ 2023/10/11
2023/12/28 ∼ 2024/01/02

優惠期間：2023/01/01 ∼ 2023/06/30

24. 行李裝載：為確保行車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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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接送客服中心有最
終決定派車權。
25. 萬事達卡有權對本活動的一切事宜，以及對本活動辦法及活動注
意事項之詮釋，作出最後裁決。
26. 萬事達卡保留修改、變更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27. 如因法令或政府規定而有停止本活動或修正本活動辦法及活動
注意事項之必要時，萬事達卡有權藉由大眾傳播媒體公告，更改
或增刪或取消本活動辦法及活動注意事項，而無須預先個別通知
參加者。
28. 萬事達卡及星展銀行非本活動商品或服務的提供者或銷售者，不
為該商品或服務之品質提供任何保證，商品或服務如有瑕疵或其
他爭議時，應由指定商戶負責，與萬事達卡及星展銀行無涉。如
有爭議，請逕洽相關商品或服務提供者。
29. 有關本活動之一切相關事宜均受中華民國法律之約束。
30. 活動細則請於活動開始後至 https://apac.mastercard.com/zhtw/homepage 網站查詢。

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
飛行世界卡
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及星展飛行世界卡持卡人，
當月刷卡新增消費金額滿 NT$5,000（含）以上，
並於當月月底前入帳，次月享週六、週日每日 1
次，每次最高 4 小時三大連鎖市區停車場免費停
車（核卡當月恕不適用本優惠）。
三大連鎖市區停車場包含中興嘟嘟房停車場、台
灣聯通停車場、福慧網停車場。

星展飛行鈦金卡
星展飛行鈦金卡持卡人可在五大市區連鎖停車場
以飛行積金 100 點扣抵停車 1 小時，無折抵上限。
五大連鎖市區停車場包含中興嘟嘟房停車場、台
灣聯通停車場、詮營停車場、永固便利停車場、
福慧網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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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星展飛行世界卡專屬注意事項：

星展飛行卡共同注意事項：

1. 本優惠僅限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及星展飛行世界卡持卡人本人
使用，當月刷卡新增消費金額滿 NT$5,000（含）以上，並於當
月月底前入帳。符合上述資格之持卡人，次月享週六及週日每日
可停 1 次，每次最高 4 小時停車優惠（核卡當月恕不適用本優惠；
正、附卡合併計算消費金額及使用次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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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優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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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優惠之損失。

2. 跨日取車需取車日於週六及週日始可適用取車日當日一次停車
優惠，每日每次實際停車時數若不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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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車場站地點及相關注意事項，請逕洽服務廠商「台灣聯通
停 車 場 」www.taiwan-parking.com.tw ／（02）2523-5000、
「中興嘟嘟房停車場」www.dodohome.com.tw ／（02）26550818、「 福 慧 網 停 車 場 」www.fhw-parking.com ／（02）
2606-9336、「詮營停車場」www.parkinsys.com.tw ／（02）
2793-5818、「永固便利停車場」www.24tps.com.tw ／（02）
2799-1001。

3. 車輛出場時須出示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或星展飛行世界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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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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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月」、「月底」、「本月」係以日曆日計算之。
5. 「當月新增消費金額」定義：新增消費金額扣除退貨金額後，需
於當月月底前請款成功。若有付款失效、退貨、取消交易或授權
未完成、簽帳爭議或活動期間開始前之消費有刷退重刷之情事，
該筆交易金額將不予計入。若為分期交易，則以刷卡消費入帳之
月份認列整筆交易（惟仍需符合前述消費定義），後續每月分期
期付金不列入計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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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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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同一輛車當次僅限使用一卡優惠，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持卡人
若未出示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或星展飛行世界卡、停車時數超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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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展飛行鈦金卡專屬注意事項：
1. 本優惠僅限星展飛行鈦金卡持卡人本人使用，每日每次實際停車
時數若不足本行指定卡別所提供優惠時間時，不得要求補足或遞
延使用該未完全使用之停車優惠時數或要求依比例返還線上折
抵之飛行積金。
2. 車輛出場時，須持星展飛行鈦金卡，至自動繳費機或提供給現場
人員進行過卡確認。若持卡人符合活動資格，系統將自動自帳上
扣除飛行積金折抵停車費。若持卡人帳戶中飛行積金不足時，須
比照停車場一般收費方式自行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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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禮賓尊榮秘書
優惠期間：2023/01/01 ∼ 2023/06/30

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
飛行世界卡

星展飛行鈦金卡

全年無休的專屬禮賓團隊，提供細膩且貼心的專
業服務，認真看待您每個所託與需求。舉凡海內
外住房安排、餐廳預約、緊急醫療救援等事項，
無論您身在何處，只須致電全球禮賓尊榮秘書團
隊，我們便會立即為您提供諮詢與安排。
全天候 24 小時服務專線：04-2206-7802
全球禮賓尊榮秘書活動注意事項：
1. 本服務由本行委託肯驛國際提供與執行。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
星展飛行世界卡或星展飛行鈦金卡持卡人的海外旅遊期間須不超
過 90 天，才可使用旅遊支援及海外緊急醫療支援服務。
2. 本服務不包含因使用服務而產生之第三方實際支出，因服務所產
生第三人費用須由持卡人負擔，如餐飲費用、住宿費用、快遞費
用、實際看診費用、掛號費、藥品支出、醫療轉送相關費用等。
3. 持卡人提出服務需求時，在安排服務前，服務人員將向持卡人說
明預估之服務費用明細，若持卡人取消已進行之服務委託，持卡
人仍應支付已發生之費用。
4. 本服務不會安排任何以商業活動用途、受進出口國家法令禁制、
違反法律或公序良俗之貨品採購、運送及協尋服務。運送貨品如
需投保全險，如持卡人拒絕投保，則由持卡人直接與運輸公司聯
繫安排運送。
5. 海外緊急醫療協助服務僅單純為客戶提供轉介、安排及建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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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或限制被服務者，施行或放棄任何醫療行為。

注意事項：

6. 任何經查證源自持卡人之欺詐、偽造或假冒證物等不法行為，將
自動終止所應提供予該持卡人之服務

1. 使用本推播服務（以下稱「本服務」）前請先確認您的行動裝置，
「星展 Card+ APP」的通知狀態己設定為開啟，以利訊息送達。

7. 本服務為推薦安排服務，就所推薦之商店家或服務廠商，除應以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篩選外，本行與肯驛國際不為任何服務
品質之保證。

2. 提醒您，推播訊息通知服務受網路傳輸影響，無法保證一定送
達，實際交易結果請以往來明細或該筆交易查詢功能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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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卡消費通知推播服務
星展信用卡正卡持卡人只要下載或更新星展
Card+ APP 至最新版本，並允許推播通知，即可
自由設定包含刷卡消費通知等５大推播通知服
務。

3. 本服務設定接收通知後，將以本服務通知取代原簡訊通知。如
您欲移除 Card+ APP，請務必先至手機設定關閉本裝置通知之授
權，以免影響日後卡片簡訊通知之收取。
4. 若正卡或附卡之刷卡消費超過正卡持卡人於 Card+ APP 設定金
額，將發送推播通知予正卡持卡人。
5. 每台行動裝置僅接受一位客戶進行設定，每位客戶至多可授權一
台行動裝置，且在您所授權的行動裝置上皆可收到所設定的通知
項目，通知項目以最新設定資訊為準。
6. 如您將行動裝置系統重置，則須重新授權「訊息通知設定」後才
能使用本服務，如您將「星展 Card+ APP」刪除後再行安裝，亦
需要重新授權設定本推播服務。
7. 如您欲取消本服務，或您將不再使用此行動裝置，或您欲移除
Card+ APP，請至行動裝置設定中刪除本裝置授權。
8. 如您遺失行動裝置時，請洽本行客服中心（02）6612-9889，刪
除該行動裝置之授權，以確保您的權益。

刷卡消費通知
自由設定金額，小額消費也能收到即時通知
信用卡繳款提醒通知
繳款截止日前貼心提醒，再忙也不擔心錯過繳款截
止日
信用卡繳款完成通知
扣款成功或失敗都會即時通知，帳務管理更輕鬆
信用卡分期設定成功通知
信用卡分期設定通知，輕鬆消費資金運用更靈活
信用卡優惠通知
限時限量優惠即時掌握，優惠不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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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續卡禮
優惠期間：2023/01/01 ∼ 2023/06/30

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
飛行世界卡
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及飛行世界卡正卡持卡人，
於持卡第 2 年起繳納全額年費且繼續持卡滿一年，
享 5,000 點飛行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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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續卡禮活動注意事項：
1. 本活動期間自 2023/01/01 ∼ 2023/06/30 日止。本活動適用於
2023/01/01 ∼ 2023/06/30 日有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或飛行世
界卡年費出帳之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及飛行世界卡正卡持卡人。
2. 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及飛行世界卡正卡持卡人於持卡第 2 年起
繳納全額年費且繼續持卡滿一年，享 5 千點飛行積金。本行將
於正卡持卡人續卡後第 3 個月確認持卡人繳納年費狀態，並於
確認已繳納當年度全額年費後，最快於 2 至 4 週內回饋飛行積
金至正卡持卡人之信用卡帳上。

5. 本活動回饋之飛行積金恕不接受折抵現金、更換其他贈品或以溢
付款方式退回或轉讓。
6. 本行保留變更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3. 本活動回饋資格為正卡持卡人繳交全額年費且繼續持卡滿一年，
倘已獲贈本活動回饋之正卡持卡人於續卡一年內後要求調整或
取消年費或辦理取消或轉換卡別時，本行將依實際持卡月份按比
例退還剩餘之當年度年費，並有權自其帳上扣回當年度已獲贈之
全數續卡禮，如有不足將以每點 NT$0.5 向持卡人收費，計算後
產生小數點時，採四捨五入法計算至整數位。
4. 本活動回饋時，持卡人所持有之飛行世界商務卡或飛行世界卡須
為有效卡，若有停卡、遭限制或停止使用、掛失超過三個月未完
成補發新卡手續、延滯繳款或有其他違反信用卡契約之情事，將
喪失本活動回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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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保險保障
活動期間：2022/01/01 ∼ 2023/03/31

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
持卡人使用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申辦自動扣繳行
動電話帳單成功者，可享該手機之意外損壞險及
竊盜險保障。（星展飛行世界卡不適用）
*

本活動為信用卡國際組織 Mastercard 所提供，優惠之詳細內容、
適用期間、使用規則及注意事項以 Mastercard 網站公告為準。

實支實付保險保障
每次事件最高保障金額

NT$19,150

年度合計最高保障金額

NT$31,900

自付額

NT$800

理賠申請
申請期限：理賠通知書須於損失事故發生當日起 30 日內發出。
未於損失事故發生當日起 30 日內發出通知者，保險公司將拒絕受
理。

提交理賠
1. 請登入 https://tw.mycardbenefits.com
2. 持卡人可以網路申請或是郵寄理賠通知書至：
AIG Asia Pacific Insurance Pte. Ltd.
地址：78 Shenton Way #09-16 AIG Building Singapore 079120
3. 相關諮詢資訊：
．理賠專線：+886-2-7735-5046
（週一至週五上午 8:30 至下午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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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地址：APAC.Mastercard@ai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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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文件
a. 持卡人之信用卡帳單（必須）：以證明遭到竊盜或意外損壞之日，
前一個月的行動電話帳單付款是用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自動扣繳
（若為自動扣繳，則提供持卡人當前電信商的帳單副本）。
b. 持卡人若能提供行動電話購買收據，或與持卡人之行動電話帳戶
相連結的其他充分證明之副本為佳。
c. 若持卡人已擁有電信商提供的保險，則提供持卡人行動電話的保
險理賠副本，或在理賠金額低於持卡人的自負額的情況下，提供
保單聲明頁面的副本。
d. 若理賠為意外損壞導致，則提供維修預估單的副本及意外損壞照片。
e. 若理賠為竊盜導致，則提供竊盜發生後48小時內報案三聯單的副本。
* 持卡人可能必須自費提交損壞的物項，以供進一步評估理賠。
注意事項：
1. 本活動適用於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正卡及附卡持卡人（星展飛行
世界卡不適用）。
2. 被保險手機的行動電話每月帳單都由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自動
扣繳方能使用此權益。
3. 理賠條件：
如符合以下情況，保險公司將支付因意外損壞或竊盜而產生的損
失，但不超過每次事件最高保障金額，且受限於每位持卡人的年
度合計最高保障金額：
a. 若為自動扣繳，在意外損壞或竊盜發生的月份之前的每月電話
帳單，是使用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支付的。
b. 若為預付儲值，在意外損壞或竊盜發生的月份之前，星展飛
行世界商務卡的信用卡帳單有該預付儲值金額。
4. 承保範圍：
承保僅限於意外損壞或竊盜，金額不超過保險摘要中載明的每次
事件最高保障金額，並且受限於本保險的條款、條件、除外條
款、責任限制，以及保險摘要中所載明的自負額。保險摘要中也
載明了年度責任的最高金額。
本保險僅將賠償以下金額中較低之金額：
a. 扣除自負額之後的維修或更換行動電話的實際費用。
b. 每次事件最高保障金額。
5. 不保事項：
本保險契約不為下列情况提供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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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原廠製造的電池和天線以外的配件。
b. 遺失的行動電話。
c. 公用運輸業者的看管和控制下的行動電話，包括但不限於郵政
服務、飛機或快遞服務。
d. 從行李中被偷走的行動電話，除非是手提行李在持卡人的看

管下，或是在持卡人事先認識的旅行同伴看管下。
e. 從施工現場被偷走的行動電話。
f . 美觀性損壞，例如行動電話上的凹痕或刮痕，或是不影響行
動電話撥打或接聽電話的能力的意外損壞。
g. 因濫用、故意行為、詐欺、任何類型的敵意（包括但不限於
戰爭、入侵、叛亂或暴動）、被官方機構沒收、走私的風險、
非法活動、正常的耗損、洪水、地震、輻射污染而導致的意
外損壞或竊盜，或是產品固有缺陷或害蟲所造成的損壞。
h. 因交錯貨物或自願與行動電話分開而導致的意外損壞或竊盜。
i . 從行動服務提供商的零售或網路商店以外的管道購買的替換行
動電話。
6. 舉證責任：持卡人有責任向保險公司提供與損失相關的充分證
據，以用於評估理賠。
7. 保單條款：
a. 您將就行動電話遭到的意外損壞或竊盜獲得理賠。
b. 承保效期：
承保效期從使用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支付每月行動電話帳單
的第一天開始，並持續到使用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支付每月
行動電話帳單的最後一天。
c. 承保的暫停：
若持卡人在當月未能使用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進行行動電話
帳單支付或先預付儲值，則承保在前一個月仍然有效，而本
保險契約的承保將在下一個日曆月的第一天被暫停。
d. 承保的恢復
若本保險契約的承保被暫停，則承保將在使用星展飛行世界
商務卡進行未來行動電話帳單支付或預付儲值之日後 15 天等
待期後恢復。
8. 萬事達卡有權對本活動的一切事宜、本活動辦法及活動注意事
項，作出最終解釋。
9. 如因法令或政府規定而有停止本活動或修正本活動辦法及活動
注意事項之必要時，萬事達卡有權藉由大眾傳播媒體公告，更改
或增刪或取消本活動辦法及活動注意事項，而無須預先個別通知
參加者。
10. 萬事達卡或星展銀行非網購商品或服務的提供者或銷售者，不為
該產品或服務之品質提供任何保證，產品或服務如有瑕疵或其他
爭議時，應由指定商戶負責，與萬事達卡或星展銀行無涉。
11. 本優惠由萬事達卡提供，星展銀行僅提供優惠訊息，詳細理賠範
圍、不保事項、理賠申請辦法及相關規範請參萬事達官網說明，
若與本行公告內容有任何不一致，以萬事達官網之公告為準：官
網連結
12. 若對手機保險內容有任何疑問或有爭議，請洽 AIG Asia Pacific
Insurance Pte. Ltd. 服務專線 :
．台灣：（886）27735-5046
．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八點半至下午五點半（除國定假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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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保障

b.持卡人之任何欺詐行為或故意行為
c. 任何機車、飛機、船隻、汽車或電單車，以及其上的任何裝置、
零件或配件
2. 下列各項相關商品：

活動期間：2022/01/01 ∼ 2023/03/31

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
使用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網路購物可享海內外網
路購物保障。（星展飛行世界卡不適用）

a. 動物或植物
b. 現金、金銀、流通票據、股票、旅行支票或任何類型的票券
（包括但不限於體育賽事、娛樂活動的入場券或旅遊景點的
門票）
c. 易耗品或易腐品（包括但不限於食品、鮮花、飲料、藥品、
保健品）
d. 機車、電單車或小型電單車、水上運輸工具、飛機或其操作
及／或維修保養所需的任何設備及／或零件
e. 互聯網站的訪問權或從互聯網下載的軟體或數據檔案（包括
音訊檔、照片、閱讀材料、書籍和電影等）
f. 過網路提供的服務，包括訂購電影票、機票、預訂酒店、租
車、理財諮詢等
g. 透過私下交易或線上拍賣網站從自然人購買的商品

保障內容

h. 偽造或假冒產品

1. 網購商品於預定寄送日期起三十日內未能成功
寄送

i. 因自然災害、氣象或氣候條件、磨損、貶值、逐漸變質、水、
各類污染、製造缺陷或固有缺陷、害蟲、昆蟲、白蟻、黴菌、
潮濕或乾腐、細菌、生銹、清潔、檢修、維護、調整或維修
造成的損失或損壞

2. 網購商品於寄送時損壞導致功能受損

j . 因機械故障、電氣故障、軟體或數據故障造成的損失

若您遇到以上情況，將有機會獲得萬事達卡全球

l. 購作轉售的商品，或購買時為已使用商品、受損商品或二手
商品的物品

線上購物保障：

*

每宗事故最高保障金額

NT$15,950

年度累計最高保障金額

NT$15,950

本活動為信用卡國際組織 Mastercard 所提供，優惠之詳細內容、
適用期間、使用規則及注意事項以 Mastercard 網站公告為準。

不保事項

k. 遺失從網路上購買或下載的數據

m. 固定的家用及／或商用設施，包括但不限於地氈、地板及／
或瓷磚、空調、冰箱或加熱器
n. 用於或計劃用於商業、零售及／或物業租賃或其他商業目的
的商品
o. 租賃物品
p. 購買時已使用過或經過改造、翻新或重制的物
q. 藝術品、古董、槍械和藏品
r. 皮草、鐘錶、珠寶、寶石、貴重玉石、金製品或含金品（或
由其他貴金屬及／或貴重玉石製造或鑲製的物品）
s. 信用卡手續費及相關費用

本保單的保障範圍不包括以下事項：

t . 物品放置不當

1. 因以下情形導致或與其有關情形：

u. 物品不明消失

a.商品被警方、政府機關、法院或其他授權機構依法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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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當地政府機關認定屬於非法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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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賠申請
申請期限：理賠通知書須於損失事故發生當日起三十日內發出。
未於損失事故發生當日起三十日內發出通知者，保險公司將拒絕受
理。

提交理賠
1. 請登入 https://tw.mycardbenefits.com
2. 持 卡 人 可 以 網 路 申 請 或 是 郵 寄 理 賠 通 知 書 至 AIG Asia Pacific
Insurance Pte. Ltd 地 址：78 Shenton Way #09-16 AIG Building
Singapore 079120
3. 相關諮詢資訊：
．理賠專線：＋ 886-2-7735-5046（週一至週五上午 8:30 至下午 5:30）
．電郵地址：APAC.Mastercard@aig.com

申請文件
a.

持卡人簽署的理賠申請表格。

b. 持卡人的對帳單或購買收據副本 : 以證明購物的全部款項均使用
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進行付款
c.

若持卡人收到網購商品無法寄送的賠款後才收到該網購商品，則
須將該賠償金額繳還保險公司。

注意事項：
1. 本活動適用於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正卡及附卡持卡人（星展飛行
世界卡不適用）。
2. 理賠條件：
a. 商品的交貨地址必須為您在台灣的通訊地址，且與星展銀行
登記的地址資訊一致。
b. 商品必須有賣方或指定的運輸公司提供的運輸號碼。
c. 持卡人必須採取必要的合理措施，及時要求賣方發送替換商
品或退款。
d. 對於未交付網購商品的理賠，持卡人必須以書面形式通知賣
方商品尚未交付，並要求發送替換商品或全額退款。
e. 在持卡人收到未交付商品的賠款後，如該商品最終送達，則
須將收到的所有賠款退還保險公司。
f. 對於交付商品因受損而存在功能故障的理賠，持卡人必須在
收到商品後 48 小時內通知賣方及保險公司。
g. 持卡人應配合保險公司、萬事達卡及星展銀行之作業，協助
行使關於持卡人所提出理賠的任何合法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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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承保範圍：
根據本保障所訂之承保範圍、各項限制及條件，我們將向持卡人
提供電子商務保障，賠償以下項目：
a.網購商品無法寄送及／或出貨不齊全與運費損失：
除非賣方另外規定，若商品未在預定寄送日期 30 日內交付，
且賣方仍未將持卡人支付的款項退回至持卡人之信用卡，保險
公司將就適用保險範圍賠償損失。
b. 網購商品損壞損失：
若持卡人購買的商品因有形損壞而在交付後出現功能故障，且
賣方或承運人未將持卡人支付的款項退回至持卡人之信用卡，
保險公司將就適用保險範圍賠償損失。
對於本保險的理賠，保險公司將以保障列表中載明的相應責任
限額為限，賠償持卡人每項購買商品的購買價。對每件商品理
賠或一系列商品理賠。
4. 萬事達卡有權對本活動的一切事宜、本活動辦法及活動注意事
項，作出最終解釋。
5. 如因法令或政府規定而有停止本活動或修正本活動辦法及活動
注意事項之必要時，萬事達卡有權藉由大眾傳播媒體公告，更改
或增刪或取消本活動辦法及活動注意事項，而無須預先個別通知
參加者。
6. 萬事達卡或星展銀行非網購商品或服務的提供者或銷售者，不為
該產品或服務之品質提供任何保證，產品或服務如有瑕疵或其他
爭議時，應由網購商家自行負責，與萬事達卡或星展銀行無涉。
7. 星展銀行僅提供優惠訊息，詳細理賠範圍、不保事項、理賠申請
辦法及相關規範請參萬事達官網說明，若與本行公告內容有任何
不一致，以萬事達官網之公告為準：官網連結
8. 若對電子商務保險內容有任何疑問或有爭議，請洽 AIG Asia
Pacific Insurance Pte. Ltd 服務專線 :
．台灣：（886）2 7735-5046
．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九點至下午八點半（除國定假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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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卡樂賞利

注意事項：
1. 本活動適用於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正卡及附卡持卡人（星展飛行
世界卡不適用）。

活動期間：2023/01/01 ∼ 2023/12/31

2. 一般情況下，在您消費後的 3-5 個工作日內，回饋金將自動回饋
至您的信用卡帳戶。
3. 萬事達卡樂賞利現金回饋不會取代從本行提供的任何其他現金
回饋或特別優惠。

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
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持卡人於活動期間至指定通
路消費，除了原有卡片權益之回饋外，再享海外
指定商店最高 4% 回饋。無須額外的折價券、優
惠碼或個別註冊，回饋金將自動回饋至持卡人的
信用卡帳單中。（星展飛行世界卡不適用）

4. 持卡人可於星展銀行信用卡帳單中查詢萬事達卡樂賞利現金回
饋情況。
5. 若退回部分或全部的商品或服務，現金回饋則會受到影響。一旦
退回部分或全部的商品或服務，萬事達卡將收回部分或全部的現
金回饋。
6. 萬事達卡有權對本活動的一切事宜、本活動辦法及活動注意事
項，作出最終解釋。
7. 如因法令或政府規定而有停止本活動或修正本活動辦法及活動
注意事項之必要時，萬事達卡有權藉由大眾傳播媒體公告，更改
或增刪或取消本活動辦法及活動注意事項，而無須預先個別通知
參加者。
8. 本優惠由萬事達卡提供，星展銀行僅提供優惠訊息，相關規範請
您詳閱萬事達官網說明：官網連結

您可點選以下連結，了解更多優惠內容
1. 所有優惠
2. 指定海外飯店
3. 指定海外餐廳
4. 指定海外加油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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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為信用卡國際組織 Mastercard 所提供，優惠之詳細內容、
適用期間、使用規則及注意事項以 Mastercard 網站公告為準。

55

Flexiroam 漫遊通
全球數據漫遊

4.
5.

活動期間：2023/01/01 ∼ 2023/12/31

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

6.

7.

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之持卡人可享 Flexiroam 全
球數據漫遊優惠。（星展飛行世界卡不適用）
Flexiroam 全球數據漫遊優惠項目

8.
9.

1. Flexiroam 漫遊通入門包 3 選 1。（僅適用於 Flexiroam 漫遊通
新用戶）

10.

2. 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持卡人每年享有一次連續 5 天、1GB 容量
免費海外數據漫遊優惠。

11.

3. 以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於活動期間購買 Flexiroam 漫遊通數據計
劃，皆可享有 85 折優惠。

Flexiroam 漫遊通特色
用戶只需設定一次，即可獲得全球 150 多個國家中，超過 580 家
電信公司的漫遊服務。省去不同國家購買、更換 SIM 卡或隨身攜帶
Wi-Fi 機的麻煩。

12.
13.
14.

* 本活動為信用卡國際組織 Mastercard 所提供，優惠之詳細內容、
適用期間、使用規則及注意事項以 Mastercard 網站公告為準。
注意事項：
1. 本活動僅適用於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正卡及附卡持卡人（星展飛
行世界卡不適用）。
2. 「Flexiroam 漫遊通入門包 3 選 1」選項 : 根據您的偏好和設備
兼容性，在 Flexiroam SIM 卡、eSIM 或微芯片之間進行選擇（僅
限於新的 Flexiroam 用戶）。
3. 兌換全球數據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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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步驟 1：點擊下載 Flexiroam X 應用程式
步驟 2：點擊程式首頁上「查看符合資格」按鈕以查詢是否符合
兌換資格
步驟 3：輸入持卡人之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上 16 位卡號進行兌換
持卡人必須先下載 Flexiroam X 應用程式並登錄既有帳戶或註冊
一個新帳戶後，接著使用卡號兌換優惠。
持卡人領取入門包及數據計劃優惠不需任何費用。領取完成後，
數據計劃優惠也將分配至持卡人的漫遊帳戶。若持卡人以星展飛
行世界商務卡購買額外數據計劃，可享 15% 折扣。
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之持卡人每年限可免費兌換 1 次連續五天、
1GB 容量之海外數據漫遊優惠。第一年初次選擇 SIM 卡或微芯
片皆為免運費，第二年起若因損壞需要更換，可在 Flexiroam X
應用程式中導航至帳戶 > 客服 > 替換選項中要求更換，持卡人
則需承擔運費。
兌換失敗情況 :
．輸入無效的卡號
．輸入卡號和本活動優惠的卡號不符合
．輸入卡號已兌換過當年度的優惠
用戶可於 Flexiroam X 應用的主頁點擊數據計劃查看數據餘額。
使用前，請先至官網連結檢查您的設備規格與 Flexiroam 之 SIM
卡／ eSIM ／微芯片是否相容。
萬事達卡有權對本活動的一切事宜、本活動辦法及活動注意事
項，作出最終解釋。
如因法令或政府規定而停止本活動或修正本活動辦法及活動注
意事項之必要時，萬事達卡有權藉由大眾傳播媒體公告，更改或
增減或取消本活動辦法及活動注意事項，而無須預先個別通知參
加者。
萬事達卡或星展銀行非網購商品或服務的提供者或銷售者，不為
該產品或服務之品質提供任何保證，產品或服務如有瑕疵或其他
爭議時，應由 Flexiroam 負責，與萬事達卡或星展銀行無涉。
本優惠由萬事達卡提供，星展銀行僅提供優惠訊息，相關規範請
您詳閱萬事達官網說明：官網連結，若與本行公告內容有任何不
一致，以萬事達官網之公告為準。
如有其它疑問，請參閱下列內容：
．常見問題
．設定指南
．活動完整條款與細則
如有進一步的問題，持卡人可以直接與 Flexiroam 聯絡，
．Flexiroam 客服聯絡方式：
．電子郵件信箱：mastercard@flexiroam.com
．WhatsApp: +6019 291 2692
．LINE: https://www.flexiroam.com/mastercard/line
客戶服務專線提供全天候英語服務和 0900-1800 的日語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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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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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