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用卡專屬優惠服務」調整公告           公告日：106.10.27 

感謝您長期對新光銀行信用卡的支持與愛用，本行自民國 107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信用卡市區特約

停車場臨時停車、道路救援服務、國際機場專車接送、國際機場外環停車場停車、機場貴賓室服務」活

動辦法以及「紅利點數/現金點數」辦法，說明如下： 

一、「信用卡市區停車、國際機場專車接送、國際機場外環停車場停車、機場貴賓室、道路救援服務」 

項目 適用卡別 現行辦法(適用至 106.12.31) 調整後辦法(自107.1.1起適用) 

市區特約

停車場臨

時停車 

1.無限卡、世界卡、鈦鑽卡之正

附卡持卡人。 

2.新鑽卡之正卡持卡人。 

使用條件： 

持卡人自實際使用本項優惠服

務月份之前 1 個月份須以有提

供該項優惠服務之信用卡刷卡

累計消費金額達 6,000 元以

上，方符合使用相關權益優惠

資格。 

使用條件： 

持卡人自實際使用本項優惠服

務月份之前 1 個月份須以有提

供該項優惠服務之信用卡刷卡

累計消費金額達 10,000 元以

上，方符合使用相關權益優惠

資格。 
道路救援 

1.無限卡、世界卡、鈦鑽卡之正

附卡持卡人。 

2.新鑽卡、御璽商務卡、鈦金商

務卡、御璽卡、鈦金卡、晶

緻卡、白金卡之正卡持卡人。 

國際機場

專車接送 

1.無限卡、世界卡、鈦鑽卡之正

附卡持卡人。 

2.新鑽卡正卡持卡人。 

使用條件： 

1. 自實際使用本項優惠服務

月份之前 1 個月份須以有

提供該項優惠服務之信用

卡刷卡累計消費金額達

6,000 元以上，且須刷卡支

付全部出國機票票款或

80%以上國外旅遊團費且

該單筆金額需達 1 萬元以

上，始符合相關優惠門檻。 

2. 本項優惠服務應於上開刷

卡消費團費/機票款日後之

六個月內使用。 

3. 使用國際機場專車接送

者，須於使用本服務 48 小

時前預約完成。 

使用條件： 

1. 自實際使用本項優惠服務

月份之前 1 個月份須以有

提供該項優惠服務之信用

卡刷卡累計消費金額達

10,000 元以上，且須刷卡

支付全部出國機票票款或

80%以上國外旅遊團費且

該單筆金額需達 1 萬元以

上，始符合相關優惠門檻。 

2. 本項優惠服務應於上開刷

卡消費團費/機票款日後之

六個月內使用。 

3. 使用國際機場專車接送

者，須於使用本服務 48 小

時前預約完成。 

機場貴賓

室 

無限卡、世界卡之正附卡持卡

人。 

國際機場

外環停車

場停車 

1.無限卡、世界卡、鈦鑽卡之正

附卡持卡人。 

2.新鑽卡、御璽商務卡、鈦金商

務卡、御璽卡、鈦金卡、晶

緻卡、白金卡之正卡持卡人。 

機場貴賓

室 

無限卡、世界卡之正附卡持卡

人。 

使用次數： 

1. 無限卡持卡人享有 1 年 20

次免費新貴通貴賓室服務。 

2. 世界卡持卡人享有 1 年 4 次

免費新貴通貴賓室服務。 

使用次數： 

1. 無限卡持卡人享有1年10次

免費新貴通貴賓室服務。 

2. 世界卡持卡人享有 1 年 4 次

免費新貴通貴賓室服務。 

國際機場

外環停車

場停車 

1.無限卡、世界卡、鈦鑽卡之正

附卡持卡人。 

2.新鑽卡、御璽商務卡、鈦金商

務卡、御璽卡、鈦金卡、晶緻

卡、白金卡之正卡持卡人。 

注意事項： 

提供桃園機場、台中清泉崗機場

及高雄小港機場的外環停車場

出國停車服務。 

注意事項： 

提供桃園機場及台中清泉崗機

場的外環停車場出國停車服務。 

 



二、「紅利酬賓計劃活動、現金點數回饋計劃活動」活動辦法 

項目 現行辦法(適用至 106.12.31) 調整後辦法(自 107.1.1 起適用) 

紅利酬賓計劃活動 

第五點 紅利點數

適用範圍 

 

持卡人使用新光銀行信用卡（不包含分

期 7 卡、日本航空聯名卡、寰宇御璽卡、

寰宇鈦商卡、京城銀行聯名卡、天官武

財神認同卡、新光加油卡、手機信用卡、

新光悠遊卡、世界商務卡）簽帳消費均

可累積紅利點數，但下列項目不予計算

累積點數：  

1.信用卡年費。  

2.循環信用利息。 

3.逾期繳款所衍生之費用（如違約金、

利息）。  

4.預借現金之本金、手續費及利息。 

5.通信貸款之本金、手續費及利息。 

6.餘額代償之本金、手續費及利息。   

7.繳納其他一般信用卡有關之手續費用

（如掛失手續費、毀損補發費、調閱

簽單費用、緊急替代卡手續費等）。  

8.公用事業費用(如水費、電費、瓦斯

費、電信費等) 。  

9.各項稅款(如綜合所得稅等) 。  

10.學雜費。  

11.新光人壽投資型保險費用。  

12.特定行銷活動專案。  

13.其他經本行公告不得計算紅利點數

之項目。  

持卡人使用新光銀行信用卡（不包含分

期 7 卡、日本航空聯名卡、寰宇御璽卡、

寰宇鈦商卡、京城銀行聯名卡、新光加

油卡、新光悠遊卡、世界商務卡、一卡

通聯名鈦金卡）簽帳消費均可累積紅利

點數，但下列項目不予計算累積點數：  

1. 信用卡年費。  

2. 循環信用利息。 

3. 逾期繳款所衍生之費用（如違約金、

利息）。  

4. 預借現金/通信貸款/餘額代償之本

金、手續費及利息。 

5. 繳納其他一般信用卡有關之手續費

用（如掛失手續費、毀損補發費、調

閱簽單費用、緊急替代卡手續費

等）。  

6. 稅款、學費、公用事業費用、路邊停

車費、交通罰鍰、公務機關各項費

用、公務機關信用卡繳費平台(含公

務機關/國營事業/公立醫療院所)、

電子化繳費稅處理平台、醫指付、

e-Bill 全國繳費網、電子票證/電子

支付平台連結信用卡付款之各型態

消費等。  

7. 新光人壽投資型保險費用。  

8. 分期付款專案（包括特約商店分期付

款、消費分期及帳單分期）之每月應

攤還本金及其手續費及利息。 

9. 其他非消費性款項或特定行銷活動

專案，或特定信用卡經本行活動說明

不得計算紅利點數之項目。 

10.其他經本行公告不得計算紅利點數

之項目。 

第四點 紅利積點

有效期限第二條： 
2.清點時間：於正卡持卡人每年生日當

日零時，以系統自動清除『持卡人兩年

前累積而未兌換之紅利點數』。   

2.清點時間：於正卡持卡人每月帳單結

帳日，以系統自動清除『持卡人兩年前

累積而未兌換之紅利點數』。  



項目 現行辦法(適用至 106.12.31) 調整後辦法(自 107.1.1 起適用) 

新光「現金點數」

回饋計劃活動 

第三點 現金點數

適用範圍 

持卡人使用本行指定信用卡簽帳消費

之消費款項，均可累積現金點數，但下

列項目不予計算現金點數： 

1. 信用卡年費。 

2. 循環信用利息。 

3. 逾期繳款所衍生之費用（如違約

金、利息）。 

4. 預借現金之本金、手續費及利息。 

5. 繳納其他一般信用卡有關之各項

手續費用（如掛失手續費、毀損補

發費、調閱簽單費用、緊急替代卡

手續費等）。 

6. 公用事業費用（如水費、電費、瓦

斯費、電信費等）。 

7. 學費、學雜費。 

8. 保險費(新光人壽傳統型續期保險

費/新光人壽投資型保險費)。 

9. 稅款（如綜所稅、地價稅、房屋稅、

牌照稅等）。 

10. 特定行銷活動專案。 

11. 其他經本行公告不得計算現金

點數之項目。 

持卡人使用本行指定信用卡簽帳消費之

消費款項，均可累積現金點數，但下列

項目不予計算現金點數： 

1. 信用卡年費。 

2. 循環信用利息。 

3. 逾期繳款所衍生之費用（如違約

金、利息）。 

4. 預借現金/通信貸款/餘額代償之本

金、手續費及利息。 

5. 繳納其他一般信用卡有關之各項手

續費用（如掛失手續費、毀損補發

費、調閱簽單費用、緊急替代卡手

續費等）。 

6. 稅款、學費、公用事業費用、路邊停

車費、交通罰鍰、公務機關各項費

用、公務機關信用卡繳費平台(含公

務機關/國營事業/公立醫療院所)、電

子化繳費稅處理平台、醫指付、e-Bill

全國繳費網、電子票證連結信用卡付

款之各型態消費等。 

7. 保險費(新光人壽傳統型續期保險

費/新光人壽投資型保險費)。 

8. 分期付款專案（包括特約商店分期付

款、消費分期及帳單分期）之每月應

攤還本金及其手續費及利息。 

9. 其他非消費性款項或特定行銷活動

專案，或特定信用卡經本行活動說明

不得計算現金點數之項目。 

10.其他經本行公告不得計算現金點數

之項目。 

第五點  現金點數

累積有效期限  第

二條 

2.清點時間：於正卡持卡人每年生日當

日零時，以系統自動清除『持卡人兩年

前累積而未兌換之現金點數』。   

2.清點時間：於正卡持卡人每月帳單結

帳日，以系統自動清除『持卡人兩年前

累積而未兌換之現金點數』。 

◎日本航空聯名卡、寰宇御璽卡、寰宇鈦商卡、京城銀行聯名卡、新光加油卡、新光悠遊卡、世界商務

卡、一卡通聯名鈦金卡的分期付款專案之每月應攤還本金及其手續費及利息亦不提供相關日本航空哩

程數/加油金/現金(刷卡金)回饋。 

◎如您對上述之專屬優惠內容變更有任何異議，您可依據信用卡約定條款第二十一條之約定，於修定生

效日之前通知本行中止契約；如您未於該期間內通知本行表示異議，將視同您已接受修正內容。 

請按此～詳閱各優惠詳細使用辦法/限制條件及更多優惠內容 

 

https://www.skbank.com.tw/CFO-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