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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國泰、Mastercard 深化合作 
攜手推出全新渣打國泰 Mastercard 信用卡系列 

可享限量馬可孛羅會銀卡或金卡會籍 
 
 
[2021 年 7 月 8 日，香港] –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渣打」) 與國泰及 Mastercard 今日宣佈推出渣打國

泰 Mastercard 信用卡系列，為著重生活享受和熱愛旅遊的消費一族，提供專為他們愛好而設的優惠和服

務。按不同理財級別的客戶，全新推出的三款新卡包括「渣打國泰 Mastercard 信用卡」、「渣打國泰

Mastercard信用卡 - 優先理財」及「渣打國泰 Mastercard 信用卡 - 優先私人理財」。持卡人可以各類簽

賬更快更輕鬆賺取「亞洲萬里通」里數，以及繼續享有全港獨有以銀行服務直接賺取「亞洲萬里通」里數。

「優先理財」及「優先私人理財」持卡人，更可使用國泰航空商務貴賓室並優先辦理登機手續及登機，或

於推廣期內享有限量馬可孛羅會銀卡或金卡會籍待遇。合資格客戶亦可獲贈高達 200,000迎新里數！ 

 

於 2016 年推出全港唯一的「亞洲萬里通」聯營信用卡深受市場歡迎，在此佳績上，渣打、國泰與

Mastercard 決定再下一城，合作推出全新渣打國泰 Mastercard 信用卡系列，現有的渣打亞洲萬里通

Mastercard 信用卡亦將由全新的聯營信用卡取代，新卡將為現有及新客戶帶來更具旅遊及生活享受特色的

體驗及獨家禮遇。 

 

渣打香港個人、私人及中小企業銀行部主管王麗珠表示：「渣打與國泰和Mastercard過去合作推出聯營信

用卡非常成功，彼此建立起深厚的合作關係。今次推出的全新渣打國泰Mastercard信用卡系列，不單是一

張里數信用卡，更將『優先理財』及『優先私人理財』服務與信用卡結合 ，將購物、旅遊、生活享受和銀

行服務集於一身，提供市場上最獨特的信用卡服務計劃。 

 
「雖然疫情暫緩不少外遊計劃，但港人仍然偏愛以信用卡簽賬賺取里數，舊有聯營信用卡全年平均簽賬額

較市場平均水平高出近 20%；今年2 月至 4 月期間的信用卡活躍比率更高達 90%；反映不少客戶趁這段時

間預先累積里數，為下一趟旅程做好準備。同時，新卡因應不同理財級別，為『優先理財』及『優先私人

理財』持卡人提供更專屬的銀行財富管理服務，進一步發揮財富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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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顧客關係及零售總經理施愷民表示：「今日，我們很高興在香港推出渣打國泰 Mastercard 信用卡，為

全新尊尚旅遊生活品牌『國泰』一系列顧客禮遇的頭炮。全新『國泰』品牌將大家對旅遊的熱愛帶到日常

的生活範疇之中。『國泰』將國泰航空、馬可孛羅會及『亞洲萬里通』匯聚為一，精簡優化顧客與我們互

動的渠道，包括獲取會籍積分及使用里數的途徑。渣打國泰 Mastercard 信用卡讓顧客可享最優惠的里數兌

換比率。只要每 18 個月賺取或兌換里數一次，其賬戶內里數的有效期就得以延長。顧客可使用他們的里數

兌換飛行獎勵，或以『里數加現金』方式購買國泰航空及香港快運的機票，及選購琳瑯滿目的精選商品。 

  

「這一系列全新信用卡的推出進一步深化我們與渣打及 Mastercard 的長遠合作關係，為顧客帶來更多禮遇。

全新信用卡讓會員體現尊尚的旅遊體驗，享有優越的銀行服務，加上 Mastercard 廣泛的受理網絡，有助會

員在日常生活中更輕易賺取或兌換里數。此外，我們與 Mastercard 開展為期十年的聯營信用卡環球合作關

係，亦與渣打銀行在香港啟動同為十年的聯營信用卡及以銀行服務直接賺取里數的夥伴關係。藉著今日的

里程碑，我們將繼往開來緊密合作，共創佳績。」 

 
Mastercard 香港及澳門總經理陳一芳表示：「Mastercard 很高興能與渣打和國泰加強合作，攜手為準備

在疫後到海外旅遊、熱愛網上購物以及重視生活品味的香港消費者提供嶄新的信用卡產品，讓他們體驗無

縫、便捷的數碼支付，同時專享多項尊屬禮遇和服務。此外，憑藉 Mastercard快捷、安全及可靠的全球支

付網絡，渣打國泰 Mastercard信用卡持卡人在全球消費時均能獲得多重安全保障，無憂盡享旅遊及網上購

物樂趣。」 

 
渣打、國泰與 Mastercard 均重視環境保護，以貫徹可持續發展，因此，新推出的渣打國泰 Mastercard 信

用卡亦採用碳中和物料，以抵銷生產過程中的碳排放，並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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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國泰 Mastercard 信用卡專享禮遇： 

 渣打國泰Mastercard信用卡 
 
 

 

渣打國泰Mastercard信用卡 
- 優先理財 

 

 

渣打國泰Mastercard信用卡 - 
優先私人理財 

 

 
全年簽賬獎賞  國泰或香港快運航空簽賬：HK$3=1 里數 

 食肆、網上或海外簽賬：HK$4=1 里數 
 其他港元簽賬：HK$6=1 里數 

迎新禮遇  高達 60,000 里數  高達 100,000 里數  高達 200,000 里數 
馬可孛羅會禮遇  合資格簽賬滿 HK$500,000可獲贈高達 100 馬可孛羅會會籍積分  

 限量 12 個月馬可孛羅會

銀卡會籍 
 限量 12 個月馬可孛羅會

金卡會籍 
兌換「亞洲萬里通」

里數禮遇 
 兌換酒店住宿、租車服務、旅遊體驗獎勵，及饗宴獎勵可享9 折優惠 
 延續里數有效期、里數轉贈及購買「亞洲萬里通」里數可享9 折優惠 

國泰旅遊禮遇 
(只適用於馬可孛羅會

會籍禮遇結束後) 

 
 �每年 4 次使用國泰航空

商務貴賓室 

 �可使用特選經濟客艙專

櫃辦理登機手續 
 可享用等同於特選經濟

客艙乘客的優先登機服

務 

 每年 10 次使用國泰航空

商務貴賓室 (適用於同行

貴賓或「兌換名單」成員) 
 可使用商務客艙專櫃辦理

登機 
 可享用等同於商務客艙乘

客的優先登機服務 
渣打銀行服務禮遇 「亞洲萬里通」存款禮遇： 

 � 以指定新資金開立「亞洲萬里通」定期存款戶口可享高達 150,000 里數 
 
 

渣打優先理財服務： 
 由專屬客戶經理滿足理

財需要 
 尊享本地及離岸開戶服

務 
 於渣打其他市場可享優

先理財同等禮遇，及享

免費海外轉賬 

優先私人理財服務： 
 享用優先私人禮賓服務及

饗宴禮遇 
 享用環球酒店夥伴帶來的

獨家優惠，及免費機場轎

車接送禮遇 
 使用位於 Victoria 

Dockside 的 K11 
ATELIER 優先私人理財

中心 
 獨家投資方案及由專屬行

政投資顧問、保險策劃專

家及高級外匯專家組成團

隊，策劃理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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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了解更多：http://www.sc.com/hk/cx  

 

下載相片 

 

相片說明： 

 
 

渣打、國泰與 Mastercard 隆重呈獻渣打國泰 Mastercard 信用卡。 

左起為國泰顧客關係及零售總經理施愷民、渣打香港個人、私人及中小企業銀行部主管王麗珠，及

Mastercard香港及澳門總經理陳一芳。 

 

 

 
 

 

 
 

http://fingertips.hk/download/pressrelease08072021.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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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國泰 Mastercard 信用卡迎合熱愛旅遊和生活享受的人士需要，提升客戶體驗，當中「優先理財」與

「優先私人理財」持卡人更可使用國泰航空商務貴賓室。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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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查詢，請聯絡： 
 

渣打香港 
鄺慧茵 
+852-3843 0248 
cathy.kwong@sc.com 

 

國泰 
呂曉欣 
+852-2747 5393 
press@cathaypacific.com 

 

Mastercard  
老家玲 / 劉祉鋒 
+852-2588 8319 / +852-2588 8366 
Karen.Lo@mastercard.com /  
Janus.Lau@mastercard.com 

 
 

有關渣打銀行 
 

渣打是一個具領導地位的國際銀行集團，覆蓋全球 59 個增長迅速的市場，並為額外 85 個市場的客戶服務。

我們的使命是透過我們獨特的多元性，推動商業發展和促進繁榮。集團多年來的歷史及一直堅守的信念展
現於我們的品牌承諾「一心做好，始終如一」。 
 
渣打集團在倫敦證交所及香港證交所掛牌上市。 
 
渣打銀行自 1859 年在香港開展業務，現為香港三家發鈔銀行之一。渣打銀行於 2004 年 7月 1 日完成在香

港註冊的程序，並將銀行在香港分行的業務注入於在香港註冊的渣打集團全資附屬公司 -- 渣打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旗下。 

 
歡迎瀏覽 sc.com 內的 Insights 聽取更多的客戶分享及專業見解，並追蹤渣打的 Twitter, LinkedIn 及 
Facebook 取得最新消息。 
 

 
有關國泰  
 
「國泰」為尊尚旅遊生活品牌，將大家對旅遊的熱愛帶到日常的生活範疇之中，提供一系列產品及服務，

包括航班、酒店、購物、餐飲、健康養生和信用卡等等。我們與精心挑選的合作夥伴推出旅遊生活的尊尚

產品，旨在為顧客帶來多姿多采的優惠、不容錯過的獎勵和別具意義的體驗。 
 
國泰航空經營航空服務，是以香港為基地的航空公司，亦是環球航空聯盟「寰宇一家」的創辦成員。國泰

集團旗下亦包括香港快運、華民航空（全貨運航空公司）及多家附屬公司。國泰航空為太古集團的成員，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 
 
國泰一直以香港為家，75 年來用心連繫我們的家與世界各地，現更融入顧客的日常生活中。「國泰」的面

世，讓顧客每一次餐飲享受、信用卡消費、酒店住宿，甚至是向前踏出的每一步，我們都會與他們結伴同

行，讓大家的日常生活飛躍至更高層次。www.cathaypacific.com 
 
 

有關 Mastercard （紐約證券交易所代號：MA）www.mastercard.com  
 
Mastercard 是國際支付業的科技企業。我們的使命是透過令安全、便捷、智能和可達的交易來連接並推動

具包容性的數碼經濟，使全球各地的人受益。憑藉安全的數據及網絡、夥伴關係和熱 情，我們創新的解決

方案幫助消費者、金融機構、政府及企業發揮最大潛力。正商（DQ）推動著 我們的文化以及公司內外的
一切。通過與 210 多個國家及地區的聯繫，我們正在構建一個可持續 發展的世界，為所有消費者釋放無價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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