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及保險

酒店

旅遊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台北富邦銀行 台新銀行 台灣美國運通

台灣渣打國際商業銀行 玉山銀行 花旗(台灣)銀行 星展銀行(台灣) 國泰世華銀行

華南銀行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

KKday Klook 義大遊樂世界 WOTA Lifestyle 奧丁丁

直接賺取

紅利轉里數

台新銀行 (聯名卡) 台灣美國運通 (聯名卡) 國泰世華銀行 (聯名卡)

保誠人壽 國泰人壽 明台產物保險 國泰產物保險

天成文旅繪日之丘 太魯閣晶英酒店 台中紅點文旅 台北天成大飯店 蘭成晶英酒店

台北亞都麗緻大飯店 台北花園大酒店 台北美福大飯店 台北福華大飯店 台北慕軒飯店

台南晶英酒店 和逸飯店 (台北民生館) 和逸飯店 (台北忠孝館) 和逸飯店 (桃園館) 和逸飯店 (台南西門館)

和逸飯店 (高雄中山館) 板橋凱撒大飯店 烏來璞石麗緻溫泉會館 晶泉丰旅 晶英國際行館

華泰王子大飯店 華泰瑞舍 華泰瑞苑 寒舍艾麗酒店 瑞穗天合國際觀光酒店

蜂巢 內湖凱旋酒店(至5/27) 天成文旅華山町 57Villa

現金回饋點數轉里數

花旗(台灣)銀行 星展銀行(台灣)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

指定夥伴清單

零售及其他

7-ELEVEN OPENPOINT CLUB Panasonic * (至6/16) HAPPY GO Hami Point 歐付寶

Ocoin PChome線上購物 Pinkoi RE紅包 * (至5/12) STUDIO A (台灣)

UUPON 台灣樂天市場 全家便利商店 國泰優惠小樹點 * 華碩(至5/12)

義大世界購物廣場 LINE POINTS * (8/22新增)

轉點

* 請至 Edenred 「亞洲萬里通」指定頁面兌換里數



生活品味獎勵 (現金部分)

台灣大車隊 F Infinite ez 訂 i-Ride 飛行劇院 Seth Ascetic

再興高爾夫俱樂部(6/1新增) 1825頭皮養護中心(7/1新增)
Jen SPA | 珍選天然有機保養
(7/1新增)

瑞庭足體養生館(7/1新增) Nail Angel美甲美膚沙龍(7/1新增)

康姿多媚美容美體SPA
(7/1新增)

生活健康及其他賺取

台北市 (中山 X 大同 X 士林)

SoShow Bar & Restaurant 九華樓 (至5/30) 小日子 (赤峰店) (至6/9) 天香樓 巴賽麗廳

巴黎廳 1930 驢子餐廳 (至5/30) 咖啡弄 (士林店) 度小月 (迪化店) 福來許

發記麻辣火鍋(至 5/29) 貝拉手工餃子(南西店)(5/16新增) Hatsu和牛燒肉專門店(中山店)
(6/1新增)

餐膳及宴會

EZTABLE (台灣) Ocard 貝拉手工餃子(宅配)(5/16新增)

全台

台北市 (信義 X 南港)

JK Studio 新義法料理 Jup Jup 精釀啤酒居酒屋 WILDWOOD 原木燒烤餐廳 一幻拉麵 (台北信義店) 台北鳥喜

汰汰熱情酒場 (市府店) 岬岬 (台北信義店) 魚君海鮮丼專門店 菓源 琺蘭綺瑥朵茶餐館

醐同燒肉 玉香齋素食烘焙(忠孝門市)

台北市 (中正 X 萬華)

ACME Breakfast Club (至6/16) B Line by A Train Jup Jup 精釀啤酒餐酒館 PRIME ONE 牛排館 小日子 (公館店)

小日子 (華山店) N2 Coffee Bike (信義店) 咖啡弄 (站前店) 梅門防空洞 戲台咖

指定夥伴清單

直接賺取

BoConcept 法裁客製西服 童顏有機 iCarry 舊振南餅店

老闆吃肉 七三茶堂 築咖啡 糕塔Gotop 精緻烘焙 龍鳳堂餅舖 (中山店)

酒肉鮮食料理鋪 喜之坊(光復店) 喜之坊(延吉店) (至5/31) 李亭香 快車肉乾(中和旗艦店) (5/19新增)

布田食品(東園創始店) (5/20新增) 掌生榖粒 京盛宇(永康概念店) (7/1新增) 幸福可可黑巧克力專賣店(7/1新增) 藏喜(7/1新增)

興華名茶(7/1新增) 晧雅日本生活百貨(7/1新增) 小珍珠烘焙(7/1新增) 壺意堂陶瓷美術館(7/1新增) JUELIN爵林堅果(永康店) (7/1新增)

遇上喜tea4joy御尚璽(7/1新增) 聖比德(東門店) (7/1新增) Hello慢慢看(7/1新增) 中保無限家(7/1新增) DURANCE朵昂思
(宏匯廣場店) (8/1新增)

DURANCE朵昂思
(線上商城)(8/1新增)

阿聰師芋頭文化館(8/5新增) 阿聰師的糕餅主意
(台中烏日高專櫃) (8/5新增)

阿聰師的糕餅主意
(台中河南店) (8/5新增)

阿聰師的糕餅主意
(大甲廟后店) (8/5新增)

阿聰師的糕餅主意
(大甲本店隨意館) (8/5新增)



台中

騷包酒吧 MARIPOSA Bistro 蝴蝶餐廳 Roundabout Café 小日子 (審計店) 小鍋甜點咖啡

好菜 味無味生活美學餐飲空間 咖啡弄 (台中店)(至6/30) 林金生香 研香所

迴鮭 瑚同燒肉 小惡魔雪莉貝爾創意冰品

南台灣 X 宜花東

Craft Café 咖啡廳 MU LOUNGE The Roof Wok on the park 全日餐廳 小日子 (神農店)(至6/9)

小方舟串燒酒場 毛丼丼飯專門店 毛房蔥柚鍋 ‧ 冷藏肉專門 沐餐廳 麋谷

荷里鶴 湖同燒肉 (高雄) 糊同燒肉 (台南) 墾墨咖啡 愛法餐廳iFrance Bistronomy
(6/30新增)

桃竹苗

Blu Bar 蘇維拉莊園(至5/12) 箶同燒肉 (新竹) 生活倉廚Life Kitchen (竹科店) 逸 ‧ 市集

逸薈軒 華漾 Dim Sum (環球桃園A8店) 普拉伯義大利坊 (新竹) 楜同燒肉 (桃園) 華漾Dim Sum (華泰名品城店)

貝拉手工餃子(青埔店)(5/16新增) 貝拉手工餃子(桃猿店)*(5/16新增) 汰汰熱情酒場(竹北店) (5/23新增) *僅於球場賽季期間營業

台北市 (松山 X 大直內湖)

潮粵坊 GMT義大利餐廳 Hi-Q褐藻生活館 X 123-1鱻食 SMEXY 音樂餐廳 古月同燒肉

玉香齋素食烘焙 (南京門市) 米香 汰汰泰式熱炒 (慶城店) 晴山 葫同燒肉

壺同燒肉 Hatsu和牛燒肉專門店(大直店)

(6/1新增)
一號糧倉(6/20新增) 驢子餐廳(春大直店) (7/21新增) 九華樓(春大直店) (7/21新增)

新北市

一幻拉麵 X 胡同居酒屋 水硯茶屋 旬辣本舖 胡同裏燒肉 璞食軒

華漾Dim Sum (環球新北中和店) 吾榖茶糧食茶館 (九份店)

指定夥伴清單

台北市 (大安)

BAR MOOD 吧沐 胡同燒肉 D Town by A Train Draft Land 歐買尬日式海鮮串燒 (市民本店)

ESIDE BOND
Greedy Bistronomy Café 咖啡 ‧
餐酒館

GUSTOSO 義大利料理 Liquid Bread Company Power Beef 日式烤牛肉飯小酒館

Purebread Bakery 蓬萊邨 Urban 331 衚同燒肉 七賢吧

大安九號 楊嘉明烘焙所 江南春 冷藏肉專門鍋無敵 金洹苑

好嶼HOSU 咖啡弄 (敦化店) 麗香苑 珍珠坊 魚君海鮮公有市場

魚君鮮魚專門居酒屋 彩虹座 登陸土星土耳其咖啡 樂埔町 (6/7新增) Grow Life 靠過來桌遊咖啡廳
(7/1新增)

老鄧Lao Deng 1949 (7/1新增)

更新日：2022/08/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