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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有方

不同「飛行獎賞計劃」  的簽帳
兌換比率相差 4  倍

本會今年9月向21間發卡機構查詢，

其中14間表示有提供「飛行獎賞計劃」的

資料，詳情見表一。調查發現，換領每一

飛行里數，較常見的飛行計劃——「亞洲萬

里通Asia Miles」及「KrisFlyer」所需的本地

簽帳由最低$3〔花旗銀行（香港）〕至最高

$16.6（香港上海𣾀豐銀行），相差4倍有

多。而「國航知音」、「東方萬里行」及「南

航明珠俱樂部」所需的本地簽帳則由$8-

$12不等。其中，4間發卡機構〔美國運通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東亞銀行、花旗銀行（香

港）及富邦銀行（香港）〕另設海外簽帳換

領更高里數的優惠。當海外簽帳數額兌換

為港幣的等值後，換領一里數，「亞洲萬里

通Asia Miles」的簽帳兌換比率可由最低$3

〔富邦銀行（香港）〕至$5.33（美國運通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的國泰航空信用卡）。

換領飛行里數 8 間機構須收費
在換領飛行里數時，發卡機構或會

徵收費用。調查顯示，4間發卡機構會要

求卡戶預先另行登記其信用卡的飛行優惠

計劃或會員計劃，才可換領飛行里數或機

票。其中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所發

出之運通卡（美國運通白金卡及白金信用

卡除外）及香港上海𣾀豐銀行會先向登記

卡戶分別收取計劃年費$240及$300。另

外，當卡戶以信用卡積分兌換飛行里數時，

有8間發卡機構會按卡種、兌換里數或次

數收取費用，由最低$50至最高$500，另

有1間發卡機構會向換領機票的客戶收取

每張$30的手續費。

憑信用卡簽帳換取飛行里

數，踏上快樂旅程，對熱愛旅遊的

人士無疑有莫大吸引力。是次調查

中，有14間發卡機構讓卡戶選擇

將簽帳或已累積的信用卡積分換

取飛行里數及機票，與家人、朋友

出外旅遊度假。

那麼，以哪張信用卡換領飛

行里數最划算？換領飛行里數會

否涉及額外費用或受其他條款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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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信用卡飛行獎賞計劃資料比較
編 
號

發卡機構
信用卡類別/名稱

[1]
信用卡年費及 
年費豁免期

兌換每一飛行里數
所需的簽帳數額 

[2]

每次最低換領 
飛行里數 

[3]

換領飛行里數的手續費 
(如適用) 

[4]
積分換領期限

簽帳轉換成飛行里數
所需的時間

如何得知以積分換取
飛行里數的紀錄?

[5]

是否需要登記參
加卡公司的飛行
獎賞計劃?[6]

可否合併不同
卡種的積分轉

為飛行里數?[7]

飛行里數適用的
飛行計劃

[8]

  

1
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277 1010 
www.americanexpress.com.hk 

所有由美國運通發
出之運通卡 
(Centurion卡除外)

$180-$5,500 
(視乎信用卡類別)

$7.5=1里
1,000

[f]

轉換8,000里 以下，手續費
$100；轉換8,000-12,000里，
手續費$150；轉換12,000里

以上，手續費$200

永久有效
收到轉 換積分要求後，一般 約
7-10天完成積分轉換

致電信用卡客戶服務熱線，或
查閱飛行里數計劃之月結單

[j]
■ 
[k]

亞洲萬里通、皇家風蘭、
British Airways Executive 
C lub、Dynasty F lye r、
KrisFlyer、Enrich 、Flying Club

美國運通國泰航空
信用卡

$980 (豁免首年年費)
本地簽帳：$8=1里 
海外簽帳：$8=1.5里/$5.33=1里

— —

—
里數積分將定時自動於簽帳4-6
個星期內，存入基本卡會員之亞
洲萬里通帳戶

參考信用卡月結單或
亞洲萬里通帳戶月結單

□ □ 亞洲萬里通
美國運通國泰航空
尊尚信用卡

$1,800 (豁免首年年費)
本地簽帳：$8=1里 
海外簽帳：$4=1里

— —

2
中銀信用卡 
2853 8828 
www.boci.com.hk

所有中銀信用卡
(中銀新加坡航空
Visa白金卡除外)

普通卡：$220  
金卡：$550 
白金卡：$800
(豁免首3年年費)

亞洲萬里通：$12=1里；東方萬
里行：$12=1點「東方萬里行」
積分；南航明珠俱樂部：$12=1
公里；國航知音：$8=1公里

首次1,000里/公里/
點，其後50 0里 /公
里/點

—
白金卡：3年 
其他信用卡：

15個月 
4-6星期

參考客戶通知函，或
登入信用卡網上服務查閱紀錄

■
客戶須登記

「中銀信用卡飛行
里程」計劃

■ 
(中銀新加坡航空

Visa白金卡
除外)

亞 洲 萬里 通、東 方 萬里
行、國航知音、南航明珠
俱樂部

中銀新加坡航空
Visa白金卡

$800  
(推廣期內，永久免年費)

KrisFlyer：$10=1里 — — —
里數於月結單發出日兩星期內，

誌入KrisFlyer會員帳戶內
參閱KrisFlyer網頁或致電熱線 □ □ 星空聯盟

3
交通銀行 
2269 9699 
www.bankcomm.com.hk

白金卡 $1,000 (豁免首5年年費)
亞洲萬里通：$12=1里(12分)
其他飛行計劃：$8=1公里(8分)
(每簽帳$1獲1獎賞積分)

500
亞洲萬里通：每次$100
其他飛行計劃不設手續費

                  
5年 4-6星期

參閱亞洲萬里通、中國東方航空、
中國國際航空或中國南方航空
戶口內紀錄

□ □
亞 洲 萬里 通、東 方 萬里
行、國航知音、南航明珠
俱樂部

4
東亞銀行 
3608 6628 
www.hkbea.com

白金卡
$1,500 (豁免首2年年費；
特選客戶永久免年費)

$8=1里

5,000
每兌換5,000里，
需$50手續費 [g]

(最少$100，最多$500)

3年

4-6星期
客戶於成功兌換飛行里數後將會

收到確認信
□

■ 
(可合併2張白金卡/
1張白金卡及1張
World 萬事達卡)

亞洲萬里通

World 萬事達卡
$3,000 (顯卓理財及私人
銀行客戶永久免年費)

本地簽帳：$8=1里 
海外簽帳：$4=1里 [b]

5年

5
花旗銀行 (香港)
2860 0333 
www.citibank.com.hk

Cit i PremierMi les
Card 

豁免首年年費

亞洲萬里通/KrisFlyer：本地簽
帳：$8=1里；海外簽帳$4=1里
皇家風蘭/飛凡哩程常客計劃：
本地簽帳：$8.67=1里；海外簽
帳：$4.3=1里

亞洲萬里通/
Kr isFlyer：500 
皇家風蘭：2,000  
飛凡哩程常客計劃：
1,500 

 
—

永久有效 1-2星期 致電信用卡熱線 □ □
亞洲萬里通、KrisFlyer、
皇家風蘭、飛凡哩程常客
計劃

Citi Rewards Card 豁免首年年費

亞洲萬里通/KrisFlyer/皇家
風蘭/飛凡哩程常客計劃：
$3-$15=1里 [c1, c2]
Priority Club Worldwide :
$1.2-$6=1里 [c1, c2]

500
每5,000里，需$50手續費

(最多$300)
永久有效 1-2星期 致電信用卡熱線 □

■
(適用於Citi 

Rewards Card、
Citibank普通卡、
金卡、Ultima Card及

大來信用証)

亞洲萬里通、KrisFlyer、
皇家 風 蘭、飛凡 哩 程常
客計劃、Pr i o r i t y  C l u b 
Worldwide

6
大新銀行 
2828 8168 
www.dahsing.com

大新英國航空白金卡 $1,500 (豁免首3年年費) $6=1英航里程

— — — 每月自動兌換至飛行里數
參考信用卡月結單，或
致電銀行客戶服務熱線

□ □

oneworld

大新聯合航空卡
白金卡/金卡：$1,800/$680 
(豁免首年年費)

$8=1里 星空聯盟

大新ANA航空白金卡 $800 (豁免首年年費) $8=1里 星空聯盟

7
恒生銀行
2822 0228 
www.hangsengbank.com

恒生日航卡
白金卡：$800；金卡：$540 
普通卡：$240
(豁免首3年年費)

$10=1里 10,000 — 3年 最多1個月 於日航網站查核所累積的里數 □ □ 日航飛行儲蓄計劃

8
富邦銀行(香港) 
2566 8181 
www.fubonbank.com.hk

白金卡/ 
Titanium卡 
[a]

白金卡：$1,700 
Titanium卡：$550 
(豁免首3年年費) [a]

本地簽帳：$6=1里  
海外簽帳：$3=1里  

[d] 

1,000  
[f]

不論兌換里數數量，
每次兌換里數需$150手續費 

1年
里數於每次兌換後4至6星期內，
存入客戶指定的亞洲萬里通會員
帳戶

查閱下一期月結單 
[ i ]

□
(客戶毋須另行參加，只
需交回填妥的換領表)

□ 亞洲萬里通

9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2233 3000 
www.hsbc.com.hk

普通卡/金卡/白金卡/
滙豐運籌理財白金
Visa卡/滙豐卓越
理財信用卡

普通卡：$250；金卡：$550； 
白金卡：$1,500
(豁免期按推廣活動及優惠而定) 
滙豐卓越理財信用卡/
滙豐運籌理財白金Visa卡：
永久豁免

 
$16.6=1里 

[e]
600 —

2-3年  
(視乎卡種)

4-6星期
可透過信用卡月結單、熱線、所
屬飛行優惠計劃公司的月結單或
網站，查詢有關紀錄

■ 
(客戶須另登記

「滙豐飛行優惠計
劃」，該計劃年費
為$300/40美元/

人民幣300)

 
■ 
[ l ]

亞洲萬里通、
KrisFlyer [n]

10
中國工商銀行 (亞洲) 
2189 5588 
www.icbcasia.com

普通卡/金卡/
鈦金卡/白金卡

普通卡：$240
金卡/鈦金卡：$480 
白金卡：$1,000
(一般最少豁免1年)

$8=1公里

每次要求兌換：最少
500公里或其倍數；
每月自動兌換則不設
最少兌換要求

—

普通卡及金卡：
1年 

鈦金卡及白金卡：
長達3年

收到轉換積分要求後，將於14個
工作天內將兌換里數的資料發送
給有關飛行計劃作安排

參考客戶通知信，或透過航空公
司開立之飛行里數會員帳戶查詢

□ □ 國航知音

11
上海商業銀行 
2818 8236 
www.shacombank.com.hk

所有個人信用卡及 
Platinum 商務卡

普通卡：$220
金卡／Titanium卡：$480 
Platinum卡：$1,200 
Platinum商務卡：$500
(豁免期視乎卡種而定）

Platinum/Titanium卡：
$8=1里 
Platinum商務卡及其他卡款：
$12=1里

1,000
每兌換1,000 里，

需$10手續費
(最少$100，最多$500)

2年 4-6星期
 

向亞洲萬里通查詢 □ ■ 亞洲萬里通

12
渣打銀行 (香港) 
2209 5888 
www.standardchartered.com.hk

白金卡/
Titanium卡/ 
Visa Infinite卡/ 
渣打優先理財信用卡/ 
渣打Preferred Banking
信用卡

白金卡：$1,800 
Titanium卡：$600  
Visa Infinite卡：$6,000
優先理財信用卡：$2,400 
Preferred Banking卡：$1,800
(視乎卡種而定)

$15=1里 1,000或其倍數
每次兌換飛行里數需

$300手續費

渣 打 V i s a 
I n f i n i t e 卡及
渣 打 白 金 信
用卡：永久有
效；其他信用
卡：3年

4-6星期
於網上查詢積分獎賞，或

參考客戶通知信
□ [m] 亞洲萬里通、KrisFlyer

13
永亨銀行 
2543 2223 
www.whbhk.com

白金卡/
Visa Infinite卡

主卡：$1,000 
(年費豁免期一般為首3年)

$8=1里 —
—
[h]

2年 每月自動轉換至飛行里數 致電銀行客戶服務熱線 ■ ■ [o]

14
永隆銀行 
3711 6688 
www.winglungbank.com

白金卡/ 
公司卡/ 
Visa Infinite卡

白金卡/公司卡：$800 
Visa Infinite：$6,000
(豁免期視乎個別客戶而定)

$12=1里 1,000
每兌換5,000里，

需$50手續費
(最少$50，最多$500)

最長2年 約4-6星期 參考信用卡月結單 □ □ 亞洲萬里通

註

表中資料截至2010年9月初，最新情
況以發卡機構公布為準。
— 代表不適用或不設有 
■ 代表需要或可以
□ 代表不需要或不可以
表中資料，如無特別註明，1里一般
泛指1英里。而換領機票所需的飛行
里數，則視乎飛行計劃而定。

[1]  信用卡類別/名稱 
 [a]  一田信用卡及葆露絲信用卡

除外。
 
[2]  兌換每一飛行里數所需的簽帳數額
 [b]  海外簽帳可獲2倍積分，即

$4=1里。
 [c1]  於指定類別商戶簽帳(超級市

場、百貨公司、電訊公司)可
享5倍積分獎賞，即$1=5積
分，而其他簽帳 $1=1積分。

 [c2]  亞洲萬里通、KrisF lyer、
皇家風蘭及飛凡哩程常客計
劃需15積分換取1里數，而
Priority Club Worldwide需6
積分換取1里數。

 [d] 客戶同時須受「富邦信用卡積
分計劃條款及細則」及亞洲萬
里通條款及細則所約束。

 [e] 每簽帳$250可獲$1「獎賞
錢」，而每$1「獎賞錢」可
轉換為15里飛行里數。「獎
賞錢」計劃不適用於獨立戶口
優惠卡及iCAN卡持卡人。

[3]  每次最低換領飛行里數
 [f]  最低兌換額為1,000里數而兌

換額必須以500里數或其倍數
為兌換單位。

[4]  換領飛行里數的手續費
 [g] 兌換不足5,000里數之倍數，

餘下里數亦須收取$50手續費。
 [h] 客戶如以積分換領飛行里數不

涉手續費。客戶以飛行里數換
領機票，需向該行直接申請，
而換領機票的手續費每張為
$30。

[5] 如何得知換取飛行里數的紀錄
 [i]  兌換里數所需之積分及有關手

續費將從客戶之信用卡帳戶內
扣除，並於下一期月結單清楚
列明。

[6] 另行登記參加卡公司飛行計劃
 [j]  會員須登記加入「加倍加賞」

積分計劃，計劃年費為$240 
(美國運通白金卡及白金信用
卡除外)。白金卡及白金信用
卡會員自動加入「加倍加賞」
積分計劃而毋須另繳積分計劃
年費。

[7] 合併卡公司不同卡種的積分轉為
飛行里數的限制條件	

 [k]  不可合併公司卡、美元卡、聯
營卡及由其他銀行發行之運通
卡的積分。

 [ l ]「飛行優惠計劃」持卡人名下各
種信用卡的「獎賞錢」均可合
併作為轉換飛行里數之用，惟
基本卡及附屬卡的「獎賞錢」
則不可合併計算。

 [m] 各合資格信用卡的簽帳積分不
可合併轉為飛行里數，網上積
分獎賞除外。持卡人於網上換
領獎賞，則可合併其名下所有
合資格信用卡的簽帳積分轉為
飛行里數。

[8] 飛行里數適用的飛行計劃
 [n] 滙豐「飛行優惠計劃」的新航

獎勵計劃KrisFlyer飛行里數
只適用於滙豐卓越理財信用卡
持卡人換領 。

 [o] 該行的飛行里數並不適用於任何
飛行計劃。客戶須以累積的飛
行里數直接向該行換取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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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信用卡飛行獎賞計劃資料比較
編 
號

發卡機構
信用卡類別/名稱

[1]
信用卡年費及 
年費豁免期

兌換每一飛行里數
所需的簽帳數額 

[2]

每次最低換領 
飛行里數 

[3]

換領飛行里數的手續費 
(如適用) 

[4]
積分換領期限

簽帳轉換成飛行里數
所需的時間

如何得知以積分換取
飛行里數的紀錄?

[5]

是否需要登記參
加卡公司的飛行
獎賞計劃?[6]

可否合併不同
卡種的積分轉

為飛行里數?[7]

飛行里數適用的
飛行計劃

[8]

  

1
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277 1010 
www.americanexpress.com.hk 

所有由美國運通發
出之運通卡 
(Centurion卡除外)

$180-$5,500 
(視乎信用卡類別)

$7.5=1里
1,000

[f]

轉換8,000里 以下，手續費
$100；轉換8,000-12,000里，
手續費$150；轉換12,000里

以上，手續費$200

永久有效
收到轉 換積分要求後，一般 約
7-10天完成積分轉換

致電信用卡客戶服務熱線，或
查閱飛行里數計劃之月結單

[j]
■ 
[k]

亞洲萬里通、皇家風蘭、
British Airways Executive 
C lub、Dynasty F lye r、
KrisFlyer、Enrich 、Flying Club

美國運通國泰航空
信用卡

$980 (豁免首年年費)
本地簽帳：$8=1里 
海外簽帳：$8=1.5里/$5.33=1里

— —

—
里數積分將定時自動於簽帳4-6
個星期內，存入基本卡會員之亞
洲萬里通帳戶

參考信用卡月結單或
亞洲萬里通帳戶月結單

□ □ 亞洲萬里通
美國運通國泰航空
尊尚信用卡

$1,800 (豁免首年年費)
本地簽帳：$8=1里 
海外簽帳：$4=1里

— —

2
中銀信用卡 
2853 8828 
www.boci.com.hk

所有中銀信用卡
(中銀新加坡航空
Visa白金卡除外)

普通卡：$220  
金卡：$550 
白金卡：$800
(豁免首3年年費)

亞洲萬里通：$12=1里；東方萬
里行：$12=1點「東方萬里行」
積分；南航明珠俱樂部：$12=1
公里；國航知音：$8=1公里

首次1,000里/公里/
點，其後50 0里 /公
里/點

—
白金卡：3年 
其他信用卡：

15個月 
4-6星期

參考客戶通知函，或
登入信用卡網上服務查閱紀錄

■
客戶須登記

「中銀信用卡飛行
里程」計劃

■ 
(中銀新加坡航空

Visa白金卡
除外)

亞 洲 萬里 通、東 方 萬里
行、國航知音、南航明珠
俱樂部

中銀新加坡航空
Visa白金卡

$800  
(推廣期內，永久免年費)

KrisFlyer：$10=1里 — — —
里數於月結單發出日兩星期內，

誌入KrisFlyer會員帳戶內
參閱KrisFlyer網頁或致電熱線 □ □ 星空聯盟

3
交通銀行 
2269 9699 
www.bankcomm.com.hk

白金卡 $1,000 (豁免首5年年費)
亞洲萬里通：$12=1里(12分)
其他飛行計劃：$8=1公里(8分)
(每簽帳$1獲1獎賞積分)

500
亞洲萬里通：每次$100
其他飛行計劃不設手續費

                  
5年 4-6星期

參閱亞洲萬里通、中國東方航空、
中國國際航空或中國南方航空
戶口內紀錄

□ □
亞 洲 萬里 通、東 方 萬里
行、國航知音、南航明珠
俱樂部

4
東亞銀行 
3608 6628 
www.hkbea.com

白金卡
$1,500 (豁免首2年年費；
特選客戶永久免年費)

$8=1里

5,000
每兌換5,000里，
需$50手續費 [g]

(最少$100，最多$500)

3年

4-6星期
客戶於成功兌換飛行里數後將會

收到確認信
□

■ 
(可合併2張白金卡/
1張白金卡及1張
World 萬事達卡)

亞洲萬里通

World 萬事達卡
$3,000 (顯卓理財及私人
銀行客戶永久免年費)

本地簽帳：$8=1里 
海外簽帳：$4=1里 [b]

5年

5
花旗銀行 (香港)
2860 0333 
www.citibank.com.hk

Cit i PremierMi les
Card 

豁免首年年費

亞洲萬里通/KrisFlyer：本地簽
帳：$8=1里；海外簽帳$4=1里
皇家風蘭/飛凡哩程常客計劃：
本地簽帳：$8.67=1里；海外簽
帳：$4.3=1里

亞洲萬里通/
Kr isFlyer：500 
皇家風蘭：2,000  
飛凡哩程常客計劃：
1,500 

 
—

永久有效 1-2星期 致電信用卡熱線 □ □
亞洲萬里通、KrisFlyer、
皇家風蘭、飛凡哩程常客
計劃

Citi Rewards Card 豁免首年年費

亞洲萬里通/KrisFlyer/皇家
風蘭/飛凡哩程常客計劃：
$3-$15=1里 [c1, c2]
Priority Club Worldwide :
$1.2-$6=1里 [c1, c2]

500
每5,000里，需$50手續費

(最多$300)
永久有效 1-2星期 致電信用卡熱線 □

■
(適用於Citi 

Rewards Card、
Citibank普通卡、
金卡、Ultima Card及

大來信用証)

亞洲萬里通、KrisFlyer、
皇家 風 蘭、飛凡 哩 程常
客計劃、Pr i o r i t y  C l u b 
Worldwide

6
大新銀行 
2828 8168 
www.dahsing.com

大新英國航空白金卡 $1,500 (豁免首3年年費) $6=1英航里程

— — — 每月自動兌換至飛行里數
參考信用卡月結單，或
致電銀行客戶服務熱線

□ □

oneworld

大新聯合航空卡
白金卡/金卡：$1,800/$680 
(豁免首年年費)

$8=1里 星空聯盟

大新ANA航空白金卡 $800 (豁免首年年費) $8=1里 星空聯盟

7
恒生銀行
2822 0228 
www.hangsengbank.com

恒生日航卡
白金卡：$800；金卡：$540 
普通卡：$240
(豁免首3年年費)

$10=1里 10,000 — 3年 最多1個月 於日航網站查核所累積的里數 □ □ 日航飛行儲蓄計劃

8
富邦銀行(香港) 
2566 8181 
www.fubonbank.com.hk

白金卡/ 
Titanium卡 
[a]

白金卡：$1,700 
Titanium卡：$550 
(豁免首3年年費) [a]

本地簽帳：$6=1里  
海外簽帳：$3=1里  

[d] 

1,000  
[f]

不論兌換里數數量，
每次兌換里數需$150手續費 

1年
里數於每次兌換後4至6星期內，
存入客戶指定的亞洲萬里通會員
帳戶

查閱下一期月結單 
[ i ]

□
(客戶毋須另行參加，只
需交回填妥的換領表)

□ 亞洲萬里通

9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2233 3000 
www.hsbc.com.hk

普通卡/金卡/白金卡/
滙豐運籌理財白金
Visa卡/滙豐卓越
理財信用卡

普通卡：$250；金卡：$550； 
白金卡：$1,500
(豁免期按推廣活動及優惠而定) 
滙豐卓越理財信用卡/
滙豐運籌理財白金Visa卡：
永久豁免

 
$16.6=1里 

[e]
600 —

2-3年  
(視乎卡種)

4-6星期
可透過信用卡月結單、熱線、所
屬飛行優惠計劃公司的月結單或
網站，查詢有關紀錄

■ 
(客戶須另登記

「滙豐飛行優惠計
劃」，該計劃年費
為$300/40美元/

人民幣300)

 
■ 
[ l ]

亞洲萬里通、
KrisFlyer [n]

10
中國工商銀行 (亞洲) 
2189 5588 
www.icbcasia.com

普通卡/金卡/
鈦金卡/白金卡

普通卡：$240
金卡/鈦金卡：$480 
白金卡：$1,000
(一般最少豁免1年)

$8=1公里

每次要求兌換：最少
500公里或其倍數；
每月自動兌換則不設
最少兌換要求

—

普通卡及金卡：
1年 

鈦金卡及白金卡：
長達3年

收到轉換積分要求後，將於14個
工作天內將兌換里數的資料發送
給有關飛行計劃作安排

參考客戶通知信，或透過航空公
司開立之飛行里數會員帳戶查詢

□ □ 國航知音

11
上海商業銀行 
2818 8236 
www.shacombank.com.hk

所有個人信用卡及 
Platinum 商務卡

普通卡：$220
金卡／Titanium卡：$480 
Platinum卡：$1,200 
Platinum商務卡：$500
(豁免期視乎卡種而定）

Platinum/Titanium卡：
$8=1里 
Platinum商務卡及其他卡款：
$12=1里

1,000
每兌換1,000 里，

需$10手續費
(最少$100，最多$500)

2年 4-6星期
 

向亞洲萬里通查詢 □ ■ 亞洲萬里通

12
渣打銀行 (香港) 
2209 5888 
www.standardchartered.com.hk

白金卡/
Titanium卡/ 
Visa Infinite卡/ 
渣打優先理財信用卡/ 
渣打Preferred Banking
信用卡

白金卡：$1,800 
Titanium卡：$600  
Visa Infinite卡：$6,000
優先理財信用卡：$2,400 
Preferred Banking卡：$1,800
(視乎卡種而定)

$15=1里 1,000或其倍數
每次兌換飛行里數需

$300手續費

渣 打 V i s a 
I n f i n i t e 卡及
渣 打 白 金 信
用卡：永久有
效；其他信用
卡：3年

4-6星期
於網上查詢積分獎賞，或

參考客戶通知信
□ [m] 亞洲萬里通、KrisFlyer

13
永亨銀行 
2543 2223 
www.whbhk.com

白金卡/
Visa Infinite卡

主卡：$1,000 
(年費豁免期一般為首3年)

$8=1里 —
—
[h]

2年 每月自動轉換至飛行里數 致電銀行客戶服務熱線 ■ ■ [o]

14
永隆銀行 
3711 6688 
www.winglungbank.com

白金卡/ 
公司卡/ 
Visa Infinite卡

白金卡/公司卡：$800 
Visa Infinite：$6,000
(豁免期視乎個別客戶而定)

$12=1里 1,000
每兌換5,000里，

需$50手續費
(最少$50，最多$500)

最長2年 約4-6星期 參考信用卡月結單 □ □ 亞洲萬里通

註

表中資料截至2010年9月初，最新情
況以發卡機構公布為準。
— 代表不適用或不設有 
■ 代表需要或可以
□ 代表不需要或不可以
表中資料，如無特別註明，1里一般
泛指1英里。而換領機票所需的飛行
里數，則視乎飛行計劃而定。

[1]  信用卡類別/名稱 
 [a]  一田信用卡及葆露絲信用卡

除外。
 
[2]  兌換每一飛行里數所需的簽帳數額
 [b]  海外簽帳可獲2倍積分，即

$4=1里。
 [c1]  於指定類別商戶簽帳(超級市

場、百貨公司、電訊公司)可
享5倍積分獎賞，即$1=5積
分，而其他簽帳 $1=1積分。

 [c2]  亞洲萬里通、KrisF lyer、
皇家風蘭及飛凡哩程常客計
劃需15積分換取1里數，而
Priority Club Worldwide需6
積分換取1里數。

 [d] 客戶同時須受「富邦信用卡積
分計劃條款及細則」及亞洲萬
里通條款及細則所約束。

 [e] 每簽帳$250可獲$1「獎賞
錢」，而每$1「獎賞錢」可
轉換為15里飛行里數。「獎
賞錢」計劃不適用於獨立戶口
優惠卡及iCAN卡持卡人。

[3]  每次最低換領飛行里數
 [f]  最低兌換額為1,000里數而兌

換額必須以500里數或其倍數
為兌換單位。

[4]  換領飛行里數的手續費
 [g] 兌換不足5,000里數之倍數，

餘下里數亦須收取$50手續費。
 [h] 客戶如以積分換領飛行里數不

涉手續費。客戶以飛行里數換
領機票，需向該行直接申請，
而換領機票的手續費每張為
$30。

[5] 如何得知換取飛行里數的紀錄
 [i]  兌換里數所需之積分及有關手

續費將從客戶之信用卡帳戶內
扣除，並於下一期月結單清楚
列明。

[6] 另行登記參加卡公司飛行計劃
 [j]  會員須登記加入「加倍加賞」

積分計劃，計劃年費為$240 
(美國運通白金卡及白金信用
卡除外)。白金卡及白金信用
卡會員自動加入「加倍加賞」
積分計劃而毋須另繳積分計劃
年費。

[7] 合併卡公司不同卡種的積分轉為
飛行里數的限制條件	

 [k]  不可合併公司卡、美元卡、聯
營卡及由其他銀行發行之運通
卡的積分。

 [ l ]「飛行優惠計劃」持卡人名下各
種信用卡的「獎賞錢」均可合
併作為轉換飛行里數之用，惟
基本卡及附屬卡的「獎賞錢」
則不可合併計算。

 [m] 各合資格信用卡的簽帳積分不
可合併轉為飛行里數，網上積
分獎賞除外。持卡人於網上換
領獎賞，則可合併其名下所有
合資格信用卡的簽帳積分轉為
飛行里數。

[8] 飛行里數適用的飛行計劃
 [n] 滙豐「飛行優惠計劃」的新航

獎勵計劃KrisFlyer飛行里數
只適用於滙豐卓越理財信用卡
持卡人換領 。

 [o] 該行的飛行里數並不適用於任何
飛行計劃。客戶須以累積的飛
行里數直接向該行換取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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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有方

12 間訂有最低換領里數
每次以積分換領飛行里數，大部分

發卡機構（12間）設有最低里數要求，個別

並就其後的兌換里數定下要求；視乎不同

發卡機構及飛行計劃，卡戶每次需以信用

卡積分換領最少500里數到10,000里數不

等。4間發卡機構〔美國運通的國泰航空信

用卡、大新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亞洲）及

永亨銀行〕則提供定時（如每月）自動兌換

里數的機制，並且不設每次換領最低里數

的要求及費用。

可合併不同卡種的積分
加快換取飛行里數

若想提早換領所需累積的里數，卡戶

可考慮合併卡公司不同卡種帳戶內的信用

卡積分，換領飛行里數。在調查中，有8間

發卡機構提供合併信用卡積分的安排，但

消費者要留意發卡機構合併積分的條款及

限制，例如所適用的卡種，詳情見表一。

積分有效期由3年至永久有效
卡戶在儲蓄飛行里數時，要留意信用

卡積分換領的期限，否則在到期時未換領

的積分會自動作廢。調查中，最常見的積分

期限為3年，有3間發卡機構向全部或部分

卡戶提供永久有效的積分。如預計未能在

積分到期前換取所需的飛行里數，卡戶宜

考慮換取其他信用卡獎賞優惠。

為確認卡戶的換領記錄，在卡戶以信

用卡積分轉換飛行里數後，部分發卡機構

表示會致函通知卡戶，卡戶亦可查閱信用

卡月結單、致電卡中心，或登入飛行計劃

的網站內瞭解。此外，卡戶需注意換領飛

行里數時，只有2間發卡機構（大新銀行

簽卡賺取飛行里數應量力而為 
 不少人選擇參加信用卡飛行獎賞計劃，以賺取飛行里數來換取「心水」目的

地的機票。

 消費者參加飛行獎賞計劃，為簽帳消費賺取到的積分多開闢一條換領出路，

無可厚非，但消費者應冷靜和實際地分析自己的需要而理性消費，切勿為賺取信

用卡積分及飛行里數而刻意增加簽卡消費。本會按各信用卡飛行獎賞計劃的兌換

率計算，發現消費者如利用簽帳消費來換領某一飛行計劃的來回香港、臺北的經

濟客位機票，所需累積簽帳數額由最低$45,000至最高接近$25萬；這還未包括

出機票時須支付的機場稅、燃油附加費和保安稅。至於要換領來回香港、東京的

經濟客位機票，所需累積簽帳數額更由$9萬至最高$50萬。

 相比透過飛行獎賞計劃換領機票，消費者直接購買心儀目的地機票的花費

明顯較低。如果純為換取飛行里數而簽帳，簽帳過了免息期後如帳戶結餘未有清

繳，需繳付高昂的信用卡利息，可能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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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發卡機構或飛行計劃的

網頁設有飛行里數計算器，

讓卡戶計劃換領目的地機票

或其他優惠前，先行預算所

需簽帳數額或飛行里數。

什麼是「飛行獎賞計劃」 ？
 「飛行獎賞計劃」指卡戶以信用卡簽帳消費賺取到的積分，按指定的比率換

領飛行里數。卡戶所選的目的地距離越遠，所需的飛行里數便越多。卡戶一般需

預先登記適用的飛行計劃。發卡機構一般在收到卡戶填妥的以積分換領飛行里數

的登記表格後約4至6個星期，便會將里數誌入其所屬飛行計劃的帳戶內；某些發

卡機構會每月定時自動將簽帳直接轉換成飛行里數。卡戶可在所屬的飛行計劃的

網站，根據所需的飛行里數而換取目的地機票或其他優惠。

及永亨銀行）會每月自動將簽帳轉換飛行

里數，其他發卡機構一般需4至6個星期處

理兌換申請。因此卡戶當月簽帳所賺取的

里數未必能即時反映在飛行計劃的帳戶

裏，或有延遲。

起飛秘訣
在申請信用卡的飛行獎賞計劃及以

飛行里數換領機票時，消費者要瞭解及考

慮什麼？

獲取迎新飛行里數

有何限制？
不少發卡機構在推廣信用卡時，會

提供飛行里數的迎新優惠。消費者在申請

前要細閱附帶條款及細則。例如：換取迎

新飛行里數的所需累積簽帳、飛行里數的

優惠兌換率是否有推廣時限、兌換數目是

否有上限等。

個別飛行計劃是否適合自己？
除清楚瞭解發卡機構的簽帳兌換比

率、各項收費及換領條件外，消費者亦要

考慮發卡機構所適用的飛行計劃，例如計

劃內有哪幾間航空公司可供選擇、經常乘

搭的航空公司是否在內、計劃的飛行網絡

是否廣泛等。

因應慣常簽帳額訂定「目的地」
是次調查中，所有發卡機構均表示

已換取的飛行里數不可更改或轉回至卡

戶的帳戶內，而換領手續費或不能退回。

因此，在換領飛行里數前，消費者要考慮

自己每月一般的簽帳數額，對比心目中的

理想「目的地」所需里數，早作計劃。當

然，如未能及時換取足夠的飛行里數以

換領機票，也可用里數換取飛行計劃內

的其他優惠。

旺季機票最好提前換領
在信用卡的條款及細則中列明，發

卡機構一般會註明不會負責飛行計劃的服

務質素及其條款細則的更改，例如航空公

司機位供應是否充足、換取機票所需飛行

里數的調整等。消費者如以飛行里數換領

旅遊旺季的機票，最好先作出預算，提前

換領。若對飛行計劃的內容有不清楚的地

方，消費者可往相關飛行計劃的網站瞭解

或與提供該飛行計劃的機構聯絡。

如何節省手續費？
如發卡機構收取換領飛行里數的手

續費，消費者可考慮合併信用卡積分或累

積較多積分才一次過換領，會較划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