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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萬里通」─ 亞洲首屈一指的旅遊及消閒獎勵計劃
歡迎你加入「亞洲萬里通」─ 亞洲首屈一指的旅遊及消閒獎勵計劃，讓你盡享各式各樣的精彩生活獎勵。
貴為「亞洲萬里通」會員，你可透過  
「亞洲萬里通」逾 500 間航空或非航空夥伴機構，輕易賺取源源不絕的旅遊
優惠及生活品味獎勵。本指南將為你詳盡介紹各種賺取及兌換「亞洲萬里通」里數的方法，讓你更輕鬆獲享
精彩獎勵！

夥伴機構
透過 9 個類別內超過 500 間夥伴機構，你的日常消費如搭乘航班、以信用卡或簽賬卡消費、酒店住宿及品嚐美膳等，
均可賺取豐富「亞洲萬里通」里數。請即參閱以下詳盡資料，了解賺取里數的簡易方法。

航空公司

搭乘 世界知名的夥伴航空公司，頭等客位可累積 150% 之實際飛行哩數、商務客位可累積 125%、經濟客位可累積
100%、50% 或 25% 之實際飛行哩數（須視乎搭乘「子艙位」而定）。
航空夥伴

可賺取100%飛行里數之經濟客位

可賺取50%飛行里數之經濟客位

生效日期

愛爾蘭航空

Y/B/H/K/L/M/V

不適用

2007年 4 月

柏林航空

Y/B/H

K/L/M/V/S/N

2012年 2 月

中國國際航空

Y/W 1

B/H/K/L/M/Q/G/S/V/U

2012年 7 月

新西蘭航空 2

Y/B/M/U3/E3/O3/A3

H/Q/V/W/T

2013年 1 月

阿拉斯加航空

Y/S/B/M/H/Q/L/V/K/G/T

不適用

2014年 1 月

美國航空（國際航線）

Y/B/C4/G/H/K/L/M/N/Q5/ S/V/W6,7/X4

不適用

2014年 9 月

美國航空（內陸航線）

Y/B/C4/G/H/K/L/M/N/Q5/ S/V/W7/X4

不適用

2014年 9 月

英國航空

Y/B/H/T8/W8/E8

K/L/M

2012年12月

國泰航空

W9/R9/E9/Y/B/H/K/L/M/V/S10/N10/Q10

不適用

2013年10月

中國東方航空

W11/Y/B

E/H/K/L/M

2013年 7 月

港龍航空

Y/B/H/K/L/M/V/S12/N12/Q12

不適用

2013年10月

芬蘭航空

Y/B/H/K/M/P/T

不適用

2012年12月

海灣航空

Y/H/K

L/M/Q

2010年 3 月

西班牙國家航空

Y

B/G/H/K/L/M/N/O/Q/V/S/P

2008年 1 月
2011年 2 月

日本航空（國際航線）

Y/W

B/H/K/M/L/V/Q/E/S

日本航空（內陸航線）

Y13/J13

不適用

2011年 2 月

印度捷特航空

Y/M/T/U

N/L/Q/S

2008年10月

智利國家航空

Y/B/H/K14/M15/L15/V15/S15,16/N16,17/Q16,17/O16,17/W18/P18

不適用

2009年 8 月

馬來西亞航空

Y/B/H

K/M

2013年 2 月

澳洲航空

Y/T19/W19/R19

B/H/K/L/M/V

2009年11月

卡塔爾航空

Y/B/S20/N20/Q20

H/K/M/L/V

2014年 3 月

皇家汶萊航空

Y

B/H/K

2011年 4 月

皇家約旦航空

Y/B

H/K/M/V/S

2007年 4 月

S7航空

Y/B/H

不適用

2011年 6 月

斯里蘭卡航空

Y/B/P/H/K/W/M/E/L/R

V/S/N

2014年 5 月

巴西天馬航空（國際航線）

Y/B/U/S/M/H/K/G/Q/V/L/W

不適用

2014年 3 月

巴西天馬航空（內陸航線）

Y/B/U/S/M

H/K/G/Q/V/L/W

2014年 3 月

全美航空

B/E/G/H/K/L/M/N/Q/R/S/T/U/V/W/Y/O21/P21/J22

不適用

2014年 3 月

1

搭乘中國國際航空「子艙位」W，可累積實際飛行哩數的110%。

2

搭乘新西蘭航空往返奧克蘭及香港之航段，方可賺取飛行里數。

17

只於阿根廷、智利及秘魯境內營運的智利國家航空航班的「子艙位」N、Q 及 O，
不可賺取飛行里數。
搭乘智利國家航空「子艙位」W 及 P，可累積實際飛行哩數的125%。

3

搭乘新西蘭航空「子艙位」U、E、O及A，可累積實際飛行哩數的110%。

18

4

美國航空C及X乃升等至商務客位的「子艙位」，但只限累積實際飛行哩數的100%。

19

搭乘澳洲航空「子艙位」T、R 及 W，可累積實際飛行哩數的110%。

5

航線橫越大西洋（往返北美洲及歐洲）之美國航空「子艙位」Q 不適用於賺取里數。

20

搭乘卡塔爾航空「子艙位」S、N及Q，可累積實際飛行哩數的 25%。

6

搭乘美國航空國際航線「子艙位」W，可累積實際飛行哩數的 110%。

21

全美航空O及P乃升等至頭等客位的「子艙位」，但只限累積實際飛行哩數的100%。

7

往來美國及加拿大之美國航空「子艙位」W乃列作內陸客位級別。

22

全美航空J乃升等至商務客位的「子艙位」，但只限累積實際飛行哩數的100%。

8

搭乘英國航空「子艙位」T、W及E，可累積實際飛行哩數的110%。

通過航空旅程所累積的里數積分須受不時增加的額外條款所約束，可以及不可以累積
里數積分的「子艙位」將會不定期作出修訂。有關約束和改動將不時於「亞洲萬里通」網站
www.asiamiles.com 作出公佈，會員亦可致電「亞洲萬里通」服務熱線 +852 2747 3838
查詢，索取最新資料。

9 	

搭乘國泰航空「子艙位」W、R及E，可累積實際飛行哩數的110%。

10

搭乘國泰航空「子艙位」S、N及Q，可累積實際飛行哩數的25%。
搭乘中國東方航空「子艙位」W，可累積實際飛行哩數的110%。

11
12
13

搭乘港龍航空「子艙位」S、N及Q，可累積實際飛行哩數的25%。
日本航空部分推廣票價只可累積實際飛行哩數的 50%。

14

只於阿根廷境內營運的智利國家航空航班的「子艙位」K，不可賺取飛行里數。

15

只於阿根廷及秘魯境內營運的智利國家航空航班的「子艙位」M、L、V 及 S，不可賺取
飛行里數。

16

只於厄瓜多爾境內營運的智利國家航空的「子艙位」S、N、Q 及 O，不可賺取飛行里數。

部分機票和航班不可賺取里數積分，包括旅遊同業折扣優惠機票、獎勵機票、免費贈送
機票、捐贈機票、團體機票或其他特價優惠機票、直航包機機票及部分聯號航班。
會員每次搭乘任何旅遊及消閒獎勵計劃之某一航班，不論所購買之機票或佔有之座位數量
多少，只可累積該旅遊及消閒獎勵計劃的里數積分一次。會員必須使用所購買的機票搭乘
認可航班以累積里數積分，所有未經使用或退款之機票均不可累積里數積分。航空獎勵
不可賺取飛行里數積分。

1

金融及保險

使用 通行全球的夥伴金融機構之信用卡 / 簽賬卡消費或 購買 周全可靠的保險計劃：
金融及保險夥伴

如何賺取

你可賺取
·每 6 港元         

使用美國運通國泰航空尊尚信用卡

·每 25新台幣                       =
·每 38 菲律賓披索               =
·每 8 港元         

使用美國運通國泰航空信用卡

·ANZ·AmBank·中銀信用卡
·中國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國泰世華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亞洲）
·廣發銀行·招商銀行·花旗銀行
·星展銀行·大來信用証
·玉山銀行·富邦銀行（香港）
·匯豐·K-Credit Card
·Krungsri Consumer·Maybank
·Metrobank Card Corporation
·NICOS Card·南洋商業銀行（中國）
·PaninBank·PermataBank
·上海農商銀行·上海商業銀行
·渣打銀行·台北富邦銀行
·台新銀行·東亞銀行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大華銀行
·Westpac·永隆銀行

= 1

（在海外消費時可賺取高達雙倍「亞洲萬里通」里數）

1
1

使用美國運通國泰航空尊尚公司卡

·每12港元（適用於本地消費）   =
·每10港元（適用於海外消費）   =
·每25新台幣（適用於本地消費）=
·每20新台幣（適用於海外消費）=

1
1
1
1

·每12港元                   =
  （適用於本地及海外消費）
·每25新台幣                  =
  （適用於本地及海外消費）

1

使用美國運通國泰航空公司卡

使用美國運通簽賬卡及信用卡

·將簽賬積分轉換為「亞洲萬里通」里數

使用交通銀行亞洲萬里通白金信用卡

·12 積分           = 1

使用交通銀行亞洲萬里通金信用卡

·15 積分           = 1

使用交通銀行亞洲萬里通普通信用卡

·18 積分           = 1

使用交通銀行信用卡

·將簽賬積分轉換為「亞洲萬里通」里數

使用國泰航空 RBC Visa 白金卡

·每1加拿大元         =

1

以RBC Visa Infinite Avion®、RBC Royal Bank® Visa
Platinum Avion 或RBC Royal Bank Visa Business Avion
簽賬，賺取RBC獎賞積分，再轉換為「亞洲萬里通」里數

·每1 RBC 獎賞積分      =

1

®

Royal Bank of Canada

1
1

·每 30新台幣                       =
·每42 菲律賓披索                =

美國運通

交通銀行

= 1

（在海外消費時可賺取高達雙倍「亞洲萬里通」里數）

以夥伴金融機構之信用卡 / 簽賬卡所得的積分轉換為
「亞洲萬里通」里數

1

·將簽賬積分轉換為「亞洲萬里通」里數

信諾環球保險

投保特選之保險計劃

·惠顧指定保險計劃，每 8 港元 =

5

昆士蘭聯保

網上購買全年綜合旅遊保險

·每份保單滿3,000港元或以上  =

4,000

備註：轉換率因不同夥伴或地區而異。個別夥伴金融機構只於指定地區參與「亞洲萬里通」。轉換手續可能設有最低及最高轉換額及服務費。

2

酒店

下榻 世界各地的星級夥伴酒店及度假村：
夥伴酒店

如何賺取

你可賺取

雅高·索菲特奢華酒店·鉑爾曼酒店及度假村·松贊林卡美憬閣酒店·美爵酒店及度假村·Suite Novotel
·諾富特酒店及度假村·美居酒店及度假村·Adagio City Aparthotels·Ibis Hotels·all seasons/ibis Styles
·Thalassa Sea & Spa Institutes·Caesars·Bally’s·Caesar’s·Flamingo LINQ·Harrah’s·Nobu Hotel·
Paris·Planet Hollywood·The Cromwell·Rio·國泰商旅·台北慕軒·和逸·天成飯店集團·台北天成大飯店
·台北花園大酒店·Delta Hotels and Resorts·費爾蒙酒店及度假村·全球酒店聯盟·安納塔拉度假酒店·
Art Series Hotels·AVANI Hotels & Resorts·The Doyle Collection·First Hotels·GLO Hotels·Individual
Collection·凱賓斯基酒店集團·The Leela Palaces, Hotels & Resorts·Lungarno Collection·馬哥孛羅
酒店集團·Mokara Hotels & Spas·Omni Hotels & Resorts·泛太平洋酒店集團·派樂雅度假酒店·
Per AQUUM·QT Hotels & Resorts·Rixos Hotels·Rydges Hotels & Resorts·Shaza Hotels·Tangram
Hotels·Thon Hotels·Tivoli Hotels & Resorts·海逸國際酒店集團·希爾頓全球酒店集團·華爾道夫酒店及
度假村·康萊德酒店及度假村·希爾頓酒店及度假村·希爾頓逸林酒店及度假村·希爾頓尊盛酒店·希爾頓
花園酒店·希爾頓歡朋酒店·希爾頓欣庭酒店·希爾頓分時度假俱樂部·Home Hotel·寒舍艾麗酒店·
凱悅酒店及度假村·柏悅酒店·君悅酒店·凱悅酒店·Hyatt Place™·Hyatt Summerfield Suites™·Andaz酒店
·洲際酒店集團·洲際®酒店及度假酒店·皇冠假日酒店®及度假村·英迪格酒店®·EVEN™ Hotels·假日®酒店
·智選假日酒店®·Staybridge Suites®·Candlewood Suites®·JAL Hotels·Nikko Hotels International·
Hotel JAL City·金陵連鎖酒店·卓美亞酒店及度假酒店·麗緻旅館系統·麗緻旅館系統·亞緻大飯店·
朗廷酒店集團·朗廷酒店·朗豪酒店·逸東酒店·文華東方酒店集團·萬豪國際酒店·JW萬豪酒店·
EDITIONSM·Autograph Collection®·萬麗酒店·萬豪酒店及度假酒店·AC Hotels by Marriott·萬怡酒店·
Fairfield Inn & Suites by Marriott®·SpringHill Suites by Marriott®·Residence Inn by Marriott®·TownePlace
Suites by Marriott®·Marriott Vacation Club®·Gaylord Hotels®·君華酒店集團·千禧國際酒店集團·
開元酒店集團·大倉飯店及度假村·Park Plaza® Hotels & Resorts·Preferred Hotel Group·Preferred
Hotels® & Resorts·Preferred Boutique™·Summit Hotels & Resorts™·Sterling Hotels™·Sterling DesignSM·
Summit Serviced Residences™·Radisson Hotels & Resorts·富豪國際酒店集團·麗晶酒店及度假村·
上海錦江酒店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上海錦江酒店國際（集團）有限公司·香格里拉酒店集團·香格里拉酒店及
度假酒店·盛貿飯店·嘉里大酒店·今旅·信和集團旗下酒店·信和集團旗下酒店（香港）·新加坡浮爾頓酒店
·囍寓（服務式住宅）·全球奢華精品酒店™·喜達屋酒店與度假村集團·喜來登酒店及度假村·福朋酒店·
St Regis® Hotels & Resorts·The Luxury Collection®·艾美酒店·W Hotels®·威斯汀酒店及度假村·雅樂軒
酒店·源宿酒店·太古酒店·瑞士酒店及度假村·Taj Hotels Resorts and Palaces·雅詩閣有限公司·
雅詩閣服務公寓·馨樂庭服務公寓·盛捷服務公寓·半島酒店集團·麗思卡爾頓®·台北西華飯店·
WORLDHOTELS·萬達酒店及度假村·萬達瑞華酒店®·萬達文華酒店®·萬達嘉華酒店®

以認可房租
入住任何一間
參與酒店一晚
或連續多晚

·詳情請瀏覽
www.asiamiles.com

電訊

透過 優質通訊或互聯網服務，與親友緊密連繫：
電訊夥伴

如何賺取

你可賺取

1O1O

登記選用指定1O1O之服務計劃，成為1O1O ClubBest™ 會員，即可將
ClubBest™ 積分轉換為「亞洲萬里通」里數

·每10 ClubBest™ 積分

=

1

Globe Telecom

登記使用 Globe Premium Plan 以累積消費賺取里數

·每120,000 菲律賓披索

=

40,000

NETVIGATOR*

新客戶透過網上申請指定網上行寬頻服務，並於1個月內成功進行安裝

·每次合資格申請及安裝 =

2,500

備註：轉換手續設有最低轉換額。

3

汽車及運輸

租賃 座駕、使用公共交通服務或 惠顧 夥伴加油站：
汽車及運輸夥伴

機場快綫

Avis

如何賺取

你可賺取

登記參加「多乘賞」計劃，將獎分轉換為「亞洲萬里通」
里數

·4獎分
·7獎分

透過港鐵網上購票服務，購買指定線之機場快綫車票
·機場快綫來回票
·機場快綫旅遊票

於指定地區以認可車租惠顧汽車租賃服務
凌志
·購買指定型號車輛

·
·
·

=
=

200
500

=
=

250
500

75
100（一程單程機場快綫）
150（兩程單程機場快綫）

·每次以合約租金惠顧，可賺取  
·每次以非合約租金惠顧，可賺取  

·每次選購LS及LX車系之認可交易  
=
·每次選購其他指定型號車輛之認可交易  =

20,000
10,000

=
·每次選購首5年計劃之認可交易
=
·每次選購首3年計劃之認可交易
·每次選購第4及第5年計劃之認可交易   =

5,000
3,000
2,000

豐田
·購買指定型號車輛
·以認可車租享用租車服務

·每次認可交易  
·每週末租車  
·每週租車
·每月租車

=
=
=
=

5,000
500
1,000
1,500

參加 Smiles 車主獎賞計劃，將 Smiles 積分
轉換為「亞洲萬里通」里數

·5 Smiles 積分    
·1.5 Smiles 積分

=
=

1（香港會員）
1（新加坡會員）

·合約價格
全球各地：以合約價格租賃

=

250  

·非合約價格
亞洲以外地區：每次認可租賃
亞洲以內地區：每次認可租賃

=
=

500
250

參加 PETRO-POINTS 積分計劃，將 PETRO-POINTS 積分
轉換為「亞洲萬里通」里數

·10,000 PETRO-POINTS 積分

=

1,000

預付 - 於rentalcars.com網站預訂、付款和確認租車服務並
完成租車服務

·每10港元（或等值外幣）    

=

2

當地支付 - 於rentalcars.com網站上預訂和確認租車服務，
然後到當地租車服務公司付款及完成租車服務

·每10港元（或等值外幣）    

=

1

於指定地區以認可車租惠顧錦江租車服務

·每10人民幣    

=

1

惠顧4S店車輛維修服務

·每20人民幣    

=

1

將錦江國際俱樂部積分轉換為「亞洲萬里通」里數

·6,000錦江禮享積分    

=

600

Sixt

於全球任何4,000個租車點以認可車租惠顧Sixt汽車租賃
或接送服務

·每次租車
·每次接送服務

=
=

500
1,000

太古汽車集團

於香港Jeep、Fiat、Abarth或Alfa Romeo陳列室及維修
服務中心選購任何汽車、售後服務、零件及禮品

·每8港元（最低消費︰1,000港元）    

=

1

噴射飛航

購買至尊噴射船之單程船票：香港（上環）<> 澳門

·每張尊豪位船票

=

200

·凌志維修保養計劃
皇冠汽車

Esso

HERTZ

Petro-Canada

rentalcars.com

上海錦江汽車服務
有限公司

於指定地區以認可車租惠顧汽車租賃服務

備註：轉換手續設有最低轉換額。必須預訂租車服務。

4

零售

選購心儀禮品、服務、美容產品及療程，或指定零售商之產品：
零售夥伴

如何賺取

Aerosoles·agnès b. FLEURISTE
·B&W Bowers & Wilkins·Clarins·Columbia
·MTM·Oregon Scientific·Rockport
·Samsonite·Sense of Touch·terre d'Oc
·雅潔洗衣

選購商品或服務

A for Apple®

網上選購A for Apple產品

·每1美元                      

訂閱/續訂《今周刊》

紙本雜誌
·6個月（26期）                  
·12個月（52期）                
電子雜誌
·6個月（26期）                  
·12個月（52期）                

今周刊

國泰航空機艙銷售服務 —《Discover the shop》

Chic Outlet Shopping®

港龍航空機上免稅品銷售 —《emporium》

你可賺取
·每8港元      

選購機上免稅品或府上送貨服務禮品（不包括以
禮券換取之免費禮品），每次消費須滿500港元
（以單一發票計算）

惠顧任何十個Chic Outlet Shopping® 購物村
透過港龍航空空中免稅品銷售服務於機上選購    
《emporium》各種產品，或選購《emporium》府上
送貨服務產品，每次淨額消費滿500港元或以上
（以單一發票計算）
轉換ELEMENTS積分

ELEMENTS 圓方
「亞洲萬里通」雙倍獎賞日

惠顧澳門之Clarins, Columbia及
Rockport: 每8澳門元                             
惠顧中國內地之Oregon Scientific及
Rockport: 每8人民幣                            

=

5

=

5

=

5

=

5

=
=

600
1,500

=
=

600
1,000

=
=

1
2

=
=
=

2
2
2

=

1

·99,999 ELEMENTS積分
·249,999 ELEMENTS積分
·499,999 ELEMENTS積分

=
=
=

2,200
5,500
12,000

·每1港元（於夥伴餐廳消費）

=

1

「亞洲萬里通」會員：
·每5港元      
·每5港元    
（惠顧國泰航空機艙銷售，
並以任何國泰航空聯營信用卡簽賬）

·1歐元                
·1英磅           
·10人民幣         
「亞洲萬里通」會員：
·每5港元      

法國嬌蘭

於法國嬌蘭的參與專門店或專櫃，購買產品消費滿
1,600港元（香港）、1,600澳門元（澳門）

·每8港元     
·每8澳門元   

=
=

1
1

舊振南餅店

於台灣舊振南門市選購正價產品

·每35新台幣                

=

5

購買6支裝酒品

·每套裝

500（於香港及台灣）

購買12支裝酒品

·每套裝

1,000（於香港及台灣）

樂事會 Laithwaites Direct Wines

「易賞錢」

登記成為「易賞錢」會員，並於參與之零售
商店消費，即可賺取「易賞錢」積分並兌換為
「亞洲萬里通」里數

·第一組兌換額：400「易賞錢」積分 =
·第二組兌換額：800「易賞錢」積分 =
·其後每組兌換額：400「易賞錢」積分 =

100
200
100

每日最高兌換額：以40,000「易賞錢」積分轉換 =

10,000

NetMile

將NetMile里數轉換為「亞洲萬里通」里數

·每6 NetMile里數       

=

1

·每1美元                  

=

2

莎莎網

選購莎莎特選品牌（Cyber Colors、葆麗美、
瑞士蜜黛詩、肌肽秀、泉肌、肌之子、Swiss Rituel、
Sasatinnie、莎莎、HOME SECRETS）產品
選購其他參與品牌產品

·每1美元                    

=

1

訂閱南華早報訂閱套裝

·訂閱套裝（1年，星期一至日）
·訂閱套裝（1年，星期六及日）
·訂閱套裝（6個月，星期一至日）
·網絡訂閱（1年）

=
=
=
=

4,000
1,500
1,500
1,200

南華早報

5

零售夥伴（繼續）

如何賺取

你可賺取

亞洲華爾街日報

訂閱《亞洲華爾街日報》

·電子版+印刷版（1年，週一至五，
印刷版+無限次瀏覽電子版內容）
·電子版（無限次瀏覽）

=

3,500

=

2,000

選購指定6瓶裝美酒禮盒

·每盒

500

選購指定12瓶裝美酒禮盒

·每盒

1,000

正價珠寶貨品

·8,000-19,999港元/澳門元     
·20,000-39,999港元/澳門元    
·40,000港元/澳門元或以上    

=
=
=

800
2,000
4,500

足金、特別及推廣貨品

·8,000-19,999港元/澳門元  
·20,000-39,999港元/澳門元   
·40,000港元/澳門元或以上    

=
=
=

250
600
1,500

The Wine Society of India

TSL | 謝瑞麟

備註：設有最低及最高消費額或兌換額。於香港以外地區，賺取里數之方法或有不同。

餐膳及宴會
盡嚐遍佈全球之夥伴餐廳美饌，或透過宴會夥伴舉行各種宴會：
夥伴餐廳

如何賺取

你可賺取

有關餐膳及宴會夥伴名單，請瀏覽 dining.asiamiles.com

·惠顧遍及全球的夥伴餐廳
·於宴會夥伴指定地點舉行宴會

·每 2 港元                              =
·請瀏覽 dining.asiamiles.com

1

備註：設有最低及最高消費額，包括服務費（惟不包括小費）。於香港以外地區，賺取里數之方法或有不同。

6

旅遊及消閒

享受假期、消閒樂趣及其他活動：
旅遊及消閒夥伴

如何賺取

你可賺取
·香港：
全年頭等客位套票
全年商務客位套票
全年經濟客位套票
全年導賞遊     

=
=
=
=

2,000
2,000
1,000
1,000

·日本：
指定商務客位套票

=

2,000

使用國泰假期之「即時預訂酒店」服務訂購住宿

·每 8 港元

=

1

Agoda.com

透過指定Agoda.com網頁預訂及確認酒店並完成住宿

·每 10 港元（或其相等幣值） =
（優惠適用於全球會員）

1

攜程旅行網

·透過攜程旅行網預訂並成交酒店住宿
·透過攜程旅行網預訂並成交國泰航空/港龍航空機票

·每20人民幣
·每80人民幣  

=
=

3
3

Expedia.com.hk

透過指定智遊天下網專頁訂房並完成住宿

·每10港元（或其相等幣值） =

2

HRS全球訂房網

透過HRS全球訂房網預訂酒店住宿並完成確認手續

·每10人民幣

=

2

Kaligo.com

經Kaligo.com預訂任何酒店住宿

·每1美元（或等值貨幣）

= 最少

國泰旅行社有限公司

在國泰旅行社旗下的指定澳門分社購買任何指定產品
（機票及相關產品除外）

·於同一交易內購買滿
200澳門元或以上

=

100

芒果網

透過芒果網預訂酒店住宿並完成確認手續

·每10人民幣

=

1

昂坪 360

購買以下任何一款導賞團套票，每次消費滿 200 港元
·「大嶼山文化探索之旅」導賞團（包括：昂坪纜車來回
車票、專業導遊全程導賞昂坪市集、寶蓮禪寺、天壇
大佛及大澳漁村，連豪華旅遊車接送往返大澳）
·360「尊享號」私人包廂（「尊享號」私人包廂來回車票
   + 免排隊購票服務 + 優先登車服務 + 主題景點
  「與佛同行）

·每 8 港元

=

5

國泰假期有限公司*
·國泰假期
·港龍假期

預訂及完成由香港或日本出發之指定旅遊及酒店套票

環亞機場貴賓室
·購買環亞機場貴賓室禮品卡

3

·惠顧貴賓室任何額外服務

·首次購買
    5次貴賓室服務 =
·再次購買
    5次貴賓室服務 =
·每 8 港元 = 5

機場世貿中心 -商務及會議中心
·預訂會議設施
·簽訂虛擬辦公室/虛擬辦公室（Plus）服務合約

·每次租用 =
·每份合約 =

500
3,000

Wellness Spa & Salon
·惠顧服務/產品

·每 8 港元 =

5

PointsHound.com

透過PointsHound完成預訂酒店住宿手續

·每1美元 =

1起

RedMR紅人派對

惠顧任何指定RedMR紅人派對香港分店

·每10港元=

1

Travelex

於參與之Travelex中國內地、香港及日本分店兌換外幣

·兌換外幣可賺取之「亞洲萬里通」里數會隨個別市場
而有所不同

環亞機場貴賓室

700；10 次貴賓室服務 =

1,200

600；10 次貴賓室服務 =

1,000

*以上為每人可賺取之「亞洲萬里通」里數，另加上搭乘國泰航班或港龍航班所賺取之實際飛行哩數。「即時預訂酒店」服務只適用於國泰航空及港龍航空的乘客。
備註：設有最低及最高消費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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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服務

享用各式專業服務如醫療及健康服務、全方位辦公室方案服務、或參觀指定貿易展覽會及其他精選活動。
專業服務夥伴

如何賺取

你可賺取
·每 8 港元
  （最低消費：500港元）
  （最高消費：10,000港元）

=

5

安美癌科治療中心

到以下參與之香港安美癌科治療中心選用指定健康
檢查服務：
·癌症檢查計劃
·預防子宮頸癌疫苗計劃
購買任何住宅物業

·每500港元

=

1

租賃任何物業

·每10港元

=

1

登記及參觀指定之貿發局香港展覽會

·每次認可參觀可賺取

於「貿發網」提交採購查詢，並轉換所賺取之買家獎
賞積分

·40「貿發網」買家獎賞積分
·80「貿發網」買家獎賞積分
·400「貿發網」買家獎賞積分

=
=
=

400
850
4,300

於集團旗下的環球參與成員酒店預訂並舉行認可之會議
活動，包括酒店住宿及/或餐飲宴會

·每 1 美元
  （每次認可活動最多可賺取25,000里數）
  （最低消費：6,500 美元）

=

1

朗廷酒店集團（會議服務）

·每8港元
  （最低消費：500港元）
  （最高消費：10,000港元）

=

5

確進醫療

到以下參與之確進醫療診所選用指定健康檢查服務：
· HealthchQ健康檢查計劃
  （智選、精美、尊貴及優越計劃）
· 糖尿病併發症檢查組合連醫生諮詢

富豪國際酒店集團（會議服務）

於參與之酒店預訂並舉行認可之會議活動

·消費滿 9,000 港元/人民幣或以上

=

4,000

·租用服務式辦公室：
    3至5個月租用期
    6 個月或以上租用期

=
=

5,000
10,000

·租用虛擬辦公室（最少6個月）：
    每份租用合約

=

2,500

·租用會議室（最少1天）：
    每次租用會議室

=

500

·選用商務環球白金卡日租辦公室方案
（須最少租用6個月）：
    每次選用套票

=

2,500

·租用視像會議室（須最少租用1小時）：
    每次租用會議室

=

500

安世地產

香港貿易發展局

雷格斯

選用辦公室方案服務

250或更多之「亞洲萬里通」里數

備註：設有最低及最高消費額或兌換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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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兌換「亞洲萬里通」獎勵
飛行獎勵
首先，請於獎勵換算表查閱你所選擇之夥伴航空公司是否提供有關獎勵，然後於 www.asiamiles.com 使用飛行獎勵
搜尋器計算兌換獎勵所需的里數。

以「亞洲萬里通」里數兌換飛行獎勵：
· 國泰航空、港龍航空、英國航空及澳洲航空 — 以你的會員號碼或用戶名稱登入 www.cathaypacific.com 或
www.dragonair.com，透過網上訂票服務兌換你的飛行獎勵。
· 其他航空公司 — 只需登入你的「亞洲萬里通」戶口及遞交兌換獎勵機票申請表。我們的會員服務主任將會聯絡你並
跟進你的申請。

生活品味獎勵
第一步

登入redeem.asiamiles.com

第二步

瀏覽各式生活品味獎勵
選擇你喜愛的類別及子類別獎勵。

第三步

將獎勵加入購物籃
選擇你喜歡的獎勵，查看賬戶認可性及有關送遞/領取獎勵之條款及細則。

第四步

確認購物籃內容及結賬
查看你的購物籃及點擊「下一步」以輸入送遞及交易資料。

第五步

輸入送遞及交易資料
當你輸入所需資料後，點擊「確認」按鈕並等待兌換確認頁顯示始關閉視窗。
其後我們將向你寄送確認電郵。
香港境內之確認通知書郵遞時間一般約需一週；香港境外則約需三週。
實際郵遞時間須視乎郵遞服務供應商及郵寄地址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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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換算表
你可以「亞洲萬里通」里數隨意兌換不同的飛行獎勵，並透過於 www.asiamiles.com 的飛行獎勵搜尋器
計算兌換獎勵所需的里數。  

亞洲萬里通」獎勵換算表
此換算表適用於兌換一家或多家（兩家）航空公司之飛行獎勵。如欲兌換的飛行獎勵涉及多家夥伴航空公司，
其中一家必須為國泰航空或港龍航空。
獎勵區域
實際飛行距離（哩數）

S

A

0–600

601–1,200

獎勵類別

B

C

D

E

1,201–2,500 2,501–5,000 5,001–7,500 7,501–10,000

F
10,001+

旅遊獎勵所需之「亞洲萬里通」里數

獎勵機票
單程經濟客位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40,000

55,000

70,000

經濟客位

15,000

20,000

30,000

45,000

60,000

90,000

110,000

單程特選經濟客位

12,000

18,000

24,000

30,000

48,000

66,000

84,000

特選經濟客位

18,000

24,000

36,000

54,000

72,000

108,000

132,000

單程商務客位

20,000

25,000

30,000

45,000

70,000

85,000

110,000

商務客位

30,000

40,000

50,000

80,000

120,000

145,000

175,000

單程頭等客位

25,000

30,000

40,000

70,000

105,000

130,000

160,000

頭等客位

40,000

55,000

70,000

120,000

180,000

220,000

260,000

（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只適用於不設特選經濟客位之航班）

客位提升獎勵
單程經濟客位提升至特選經濟客位

5,000

7,500

10,000

12,500

20,000

27,500

35,000

經濟客位提升至特選經濟客位

7,500

10,000

15,000

22,500

30,000

45,000

55,000

單程特選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

5,000

7,500

10,000

12,500

20,000

27,500

35,000

特選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

7,500

10,000

15,000

22,500

30,000

45,000

55,000

單程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

12,500

12,500

17,500

30,000

40,000

45,000

55,000

由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

20,000

20,000

30,000

50,000

70,000

80,000

100,000

單程商務客位提升至頭等客位

17,500

20,000

25,000

35,000

50,000

60,000

70,000

由商務客位提升至頭等客位

30,000

35,000

45,000

60,000

85,000

105,000

120,000

同行貴賓商務客位

20,000

25,000

35,000

50,000

75,000

95,000

115,000

同行貴賓頭等客位

30,000

35,000

45,000

75,000

110,000

145,000

160,000

同行貴賓獎勵機票

一般條款：
1. 所有獎勵區域之距離，均由出發地機場至目的地機場計算。若須中途停留第三地轉機，獎勵區域將按所有航段單程距離的總和計算。除特別註明外，所有獎勵均為來回旅程。
2. 獎勵區域「S」並不適用於愛爾蘭航空之單程航班；獎勵區域「S」及「A」並不適用於阿拉斯加航空往返墨西哥而距離少於1,200哩之航班。
3. 飛行獎勵不適用於任何聯號航班。
4. 包括不同客位級別及多家航空公司之飛行獎勵不適用於客位提升及同行貴賓獎勵機票。
5. 兌換國泰航空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獎勵適用於不設特選經濟客位之航班。

6. 兌換英國航空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獎勵適用於不設尊尚經濟客位（World Traveller Plus Class）之航班。

7. 由政府、其他機構、或機場營運單位徵收之費用及稅項為50港元或以上；由額外航空公司徵收之附加費為129港元或以上。所有乘客所需繳付之實際里數、政府及機場稅項/雜費及所有航空公司之
附加費將於預訂時顯示。
8. 須受兌換獎勵機票之其他條款及細則所約束。

10

優越獎勵機票換算表
優越獎勵機票讓你前往受歡迎目的地或於旅遊旺季時，獲享更佳機會兌換國泰或港龍航班機位。此外你更可選擇以
單程優越獎勵機票與單程標準獎勵機票一併使用，以享更具彈性的航班選擇。不同的獎勵機票需分開兌換。
獎勵區域

實際飛行距離（哩數）

S

A

B

C

D

E

F

0 - 600

601 - 1,200

1,201 - 2,500

2,501 - 5,000

5001 - 7,500

7,501 - 10,000

10,001+

優越獎勵機票

旅遊獎勵所需之「亞洲萬里通」里數

優越獎勵機票級別1*
單程經濟客位

15,000

25,000

30,000

45,000

80,000

95,000

120,000

經濟客位

25,000

35,000

45,000

75,000

120,000

155,000

190,000

單程特選經濟客位

20,000

30,000

40,000

80,000

130,000

145,000

185,000

特選經濟客位

30,000

45,000

60,000

140,000

195,000

240,000

290,000

單程經濟客位

20,000

35,000

40,000

65,000

120,000

135,000

170,000

經濟客位

30,000

45,000

60,000

115,000

175,000

215,000

285,000

單程特選經濟客位

28,000

42,000

55,000

130,000

210,000

225,000

275,000

特選經濟客位

40,000

70,000

90,000

225,000

310,000

365,000

450,000

優越獎勵機票級別2**

  * 優越獎勵機票級別1較標準獎勵機票提供更多兌換機會。
** 優越獎勵機票級別2較標準獎勵機票及優越獎勵機票級別1提供更多兌換機會。
一般條款：
1. 獎勵區域根據出發機場至目的地機場之單程距離計算。如旅程中包含中轉航段，此中轉航段之飛行距離將加入計算以決定該次單程總距離及適用之獎勵區域。除特別註明，此獎勵表內之獎勵適用於
    來回旅程。
2. 獎勵不適用於任何聯號航班。
3. 優越獎勵機票設有兩種所需里數級別。請確保於預訂旅程時，選擇最低所需里數級別。
4. 優越獎勵機票較標準獎勵機票更能讓你於旅遊旺季獲享更佳機會兌換國泰或港龍航班機位。
5. 優越獎勵機票適用於國泰航空及港龍航空之經濟客位及特選經濟客位。特選經濟客位只適用於國泰航空之航班。
6. 優越獎勵機票適用於包括不同航空公司（國泰及港龍航空）之旅程。
7. 優越獎勵機票須視乎客運量供應情況而定。
8. 單程優越獎勵機票和單程標準獎勵機票可一併使用，提供更富彈性的航班選擇。不同之獎勵機票需分開兌換。
9. 優越獎勵機票將於2014年10月21日起供會員兌換。
10. 由政府、其他機構、或機場營運單位徵收之費用及稅項為50港元或以上；由額外航空公司徵收之附加費為129港元或以上。所有乘客所需繳付之實際里數、政府及機場稅項/雜費及所有航空公司之
      附加費將於預訂時顯示。
11. 須受其他兌換飛行獎勵之條款及細則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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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航空公司獎勵換算表
以下表格詳列各夥伴航空公司可供兌換之獎勵類別。
獎勵選擇 / 航空公司

EI

單程頭等、商務及經濟客位

Y1 Y1

AB CA NZ AS AA BA CX MU KA AY GF
Y

Y1,8

Y2

Y

單程特選經濟客位

Y

Y

Y

Y

Y

Y

Y3

單程特選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

Y3

單程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

Y3

Y4

單程商務客位提升至頭等客位

Y3

Y4

Y

Y

Y

Y

Y

頭等或商務客位予同行貴賓

Y

Y

經濟客位提升至特選經濟客位

Y6

Y3

特選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

Y6

Y3

6

1

Y

1

Y

Y

1,8

Y

2

Y

來回特選經濟客位
單程或來回優越獎勵機票

JL 9W LA MH QF QR
Y

Y

Y

Y

Y1

Y

Y1

Y

Y1

Y

Y1

Y

Y

Y

Y

Y

Y

Y

Y

Y3

Y4

Y5

Y6

Y3

Y4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
=
=
=
=
=
=

國泰航空
中國東方航空
港龍航空
芬蘭航空
海灣航空
西班牙國家航空
日本航空

=
=
=
=
=
=
=

印度捷特航空
智利國家航空
馬來西亞航空
澳洲航空
卡塔爾航空
皇家汶萊航空
皇家約旦航空

寰宇一家」聯盟獎勵

EI
AB
CA
NZ
AS
AA
BA

=
=
=
=
=
=
=

CX
MU
KA
AY
GF
IB
JL

愛爾蘭航空
柏林航空
中國國際航空
新西蘭航空
阿拉斯加航空
美國航空
英國航空

Y

Y8

Y

UL

JJ

US

Y1

Y

Y

Y1 Y1

Y1

Y

Y

Y

Y

Y

Y

Y

Y

Y

Y

商務客位提升至頭等客位
Y

S7

Y
Y

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
亞洲萬里通」多家航空公司獎勵 7

RJ

Y

Y

5

BI

Y

Y

單程經濟客位提升至特選經濟客位

來回頭等、商務及經濟客位

IB

Y

9W
LA
MH
QF
QR
BI
RJ

Y

S7
UL
JJ
US

Y

=
=
=
=

Y

S7航空
斯里蘭卡航空
巴西天馬航空
全美航空

1

愛爾蘭航空（EI）、柏林航空（AB）、新西蘭航空（NZ）、芬蘭航空（AY）、西班牙國家航空（IB）、皇家汶萊航空（BI）、皇家約旦航空（RJ）、S7航空（S7）及斯里蘭卡航空（UL）不設頭等客位。

2

阿拉斯加航空（AS）不設商務客位。

3

國泰航空經濟客位提升至特選經濟客位獎勵只適用於「子艙位」Y、B、H、K及M。特選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獎勵只適用於「子艙位」W及R。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只適用於不設特選經濟客位
之航班。商務客位提升至頭等客位獎勵則只適用於「子艙位」J、C、D及 I。

4

港龍航空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獎勵只適用於「子艙位」Y、B、H、K及M。商務客位提升至頭等客位獎勵則只適用於「子艙位」J、C、D及 I。

5

美國航空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獎勵只適用於「子艙位」Y、B及H。商務客位提升至頭等客位獎勵只適用於「子艙位」J、D及 I。

6

英國航空經濟客位提升至尊尚經濟客位（World Traveller Plus Class）獎勵只適用於「子艙位」Y、B及H。尊尚經濟客位（World Traveller Plus Class）提升至商務客位獎勵只適用於「子艙位」W、T及E。
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獎勵只適用於不設尊尚經濟客位（World Traveller Plus Class）之航班。商務客位提升至頭等客位獎勵只適用於「子艙位」J、C、D、I 及R。

7

多家航空公司獎勵機票意指包括國泰航空加任何一家「亞洲萬里通」夥伴航空公司之單程或來回獎勵機票。多家航空公司獎勵機票不適用於客位提升及同行貴賓獎勵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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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13年1月31日起供會員兌換，並只適用於往來奧克蘭及香港之航段。

寰宇一家」聯盟成員獎勵換算表
以下獎勵換算表適用於兌換下列來回獎勵機票：
·同一旅程中包括兩家「寰宇一家」聯盟航空公司，其中並不包括國泰航空或港龍航空；或
·同一旅程中包括三家或以上「寰宇一家」聯盟航空公司，其中一家為國泰航空或港龍航空。
你可於同一獎勵旅程中選乘所有「寰宇一家」聯盟航空公司，惟該旅程之總飛行距離不可超過 50,000 哩。
獎勵區域

實際飛行距離（哩數）

旅遊獎勵所需之「亞洲萬里通」里數
經濟客位

商務客位

頭等客位

1

0 –

1,000

30,000

55,000

70,000

2

1,001 –

1,500

30,000

60,000

80,000

3

1,501 –

2,000

35,000

65,000

90,000

4

2,001 –

4,000

35,000

70,000

95,000

5

4,001 –

7,500

60,000

80,000

105,000

6

7,501 –

9,000

60,000

85,000

115,000

7

9,001 – 10,000

65,000

95,000

130,000

8

10,001 – 14,000

85,000

115,000

155,000

9

14,001 – 18,000

90,000

135,000

190,000

10

18,001 – 20,000

95,000

140,000

205,000

11

20,001 – 25,000

110,000

160,000

235,000

12

25,001 – 35,000

130,000

190,000

275,000

13

35,001 – 50,000

150,000

220,000

335,000

一般條款：
1. 獎勵區域是以所有航段之實際飛行哩數總和計算。
2. 你可於同一旅程中作最多五次中途停留、兩次轉機及兩次於起點、轉機點或回程點作終斷行程，惟須受個別聯盟航空公司之條款及細則所約束。
3. 由政府、其他機構、或機場營運單位徵收之費用及稅項為50港元或以上；由額外航空公司徵收之附加費為129港元或以上。所有乘客所需繳付之實際里數、政府及機場稅項/雜費及所有航空公司之
    附加費將於預訂時顯示。
4. 須受所有有關旅遊獎勵之條款及細則所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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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權益
除了透過「亞洲萬里通」里數兌換旅遊及其他生活品味獎勵外，你亦可從多個途徑以里數給自己與他人
更多喜悅。

餽贈里賞」
你可透過「餽贈里賞」購買「亞洲萬里通」里數，為摯愛親朋送上點滴心意。
你購買的第一組里數須為1,000里數，費用為32.5美元；其後每組須為500里數，每組服務費為16.25美元。
另每次交易無論購買的里數多寡，須繳付 20 美元服務費。在每年的一月至十二月期間內，你可︰
· 最多購買 15,000 里數
· 獲贈最多 30,000 里數
此外，若你以「亞洲萬里通」夥伴信用卡購買里數，更可同時透過簽賬賺取額外里數。

里數捐贈公益及環保計劃
你可透過里數捐贈，捐贈里數予五個不同的慈善團體，包括加愛協會、奧比斯、香港樂施會、香港紅十字會及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協助它們派遣工作人員、義工及醫護人員到世界各地幫助有需要的人士，或為分隔異地的
長者及其家人提供機票，讓他們共享天倫之樂。
除此之外，你亦可捐贈里數予由國泰航空及港龍航空推出的嶄新環保計劃「飛向更藍天」，以抵銷你因個人
飛行旅程所衍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為大自然作出頁獻。

達成里賞」
有時候，你或需購買額外的「亞洲萬里通」里數以兌換心愛的獎勵，方法十分簡單⋯⋯若你已累積里數達每項
飛行獎勵或每次 iRedeem 交易結賬所需里數之 70%，即可購買餘下的里數。每組2,000「亞洲萬里通」里數
費用為 60美元。

延長里數有效期
亞洲萬里通」里數的有效期為三年，若你的里數即將到期，你可將里數之有效期延長額外三年，以便留待
日後兌換心愛的獎勵。只需於里數有效期屆滿前提出有關申請，每次申請須以每2,000「亞洲萬里通」里數為
一組，並須繳付服務費（網上申請：40美元；其他非網上途徑申請：100美元）。

里數轉贈
透過里數轉贈，你可隨時將累積的「亞洲萬里通」里數轉贈給你的兌換名單成員，讓親友兌換各種精彩獎勵。
第一組轉贈的里數須最少為 10,000「亞洲萬里通」里數，並須繳付服務費（網上申請：170美元；其他非網上
途徑申請：250美元）。其後每組須為 5,000「亞洲萬里通」里數，並須繳付服務費（網上申請：140美元；
其他非網上途徑申請：200美元）。

交換里賞
你可透過 www.points.com 將不同常客獎勵計劃的積分與「亞洲萬里通」里數互相轉換。Points.com是全球
唯一獎勵計劃積分管理網站，讓你以其他獎勵計劃的積分轉換為「亞洲萬里通」里數，兌換琳瑯滿目的禮品卡，
獲享更多優惠。詳情請瀏覽www.poin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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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客位提升獎勵
現在，你可以里數兌換單一飛行航段的即時客位提升獎勵，於搭乘國泰航空頭等、商務或特選經濟客艙，
或港龍航空頭等或商務客艙時，體驗尊貴的飛行享受。查詢兌換獎勵之所需里數，請參閱「亞洲萬里通」獎勵換算表
www.asiamiles.com。為更快處理閣下之申請，請預先準備你的「亞洲萬里通」會員卡，訂票參考編號及機票。
如何兌換即時客位提升獎勵 : 國泰航空或港龍航空
世界各地機場：請於辦理登機手續時提出兌換獎勵申請。
如你未持有足夠里數及將於香港國際機場搭乘航班出發，你可透過「達成里賞」購買所需里數餘值之最多 30%，
以兌換即時客位提升獎勵。

兌換額外寄艙行李限額

搭乘國泰航空或港龍航空時，以「亞洲萬里通」里數兌換額外寄艙行李限額，便可節省超額行李費用。所需里數視乎
你的航程距離而定，獎勵區域則以每單一航段距離作計算。例如：兌換由香港往上海（獎勵區域A）之額外10公斤
寄艙行李限額只需6,500里數。
S

A

B

C

D

E

F

實際飛行哩數

0–600

601–1,200

1,201–2,500

2,501–5,000

5,001–7,500

7,501–10,000

10,001+

每10公斤所需里數#

5,000

6,500

9,000

12,000

18,000

21,000

24,000

每件所需里數*

8,000

10,000

12,000

16,000

24,000

28,000

32,000

獎勵區域

每件超出尺寸限額的行李所需里數^

12,000

欲享額外寄艙行李優惠，請於任何國泰航空或港龍航空辦理登機櫃台出示你的「亞洲萬里通」會員卡或於航班出發日期至少
10個工作天之前致電我們的服務熱線。
#  適用於任何由國泰航空營銷及營運之航班（包括國泰航空/港龍航空之接駁航班），及任何往來奧克蘭及香港、行程包括前往任何其他目的地之航班，不包括任何往來或途經美洲之旅程（額外費用
    按重量計）。
*  適用於任何由國泰航空營銷及營運（包括國泰航空/港龍航空之接駁航班）、行程包括往來或途經美洲及往來奧克蘭及香港之航班（額外費用按重量計）。
^ 適用於任何由國泰航空營銷及營運（包括國泰航空/港龍航空之接駁航班）、行程包括往來或途經美洲，或往來奧克蘭及香港旅程之超額行李, 經濟客位重量限額介乎23公斤（50磅）及最多32 公斤
（70磅），或各客艙級別尺寸限額介乎158公分（62吋）及最多203公分（80吋）之行李。

兌換「加長空間座位」

下次旅程，搭乘國泰和港龍航空經濟客位時預留「加長空間座位」，盡享更寬敞舒適的飛行體驗！
航班

收費/每個航段
「亞洲萬里通」里數

美金

長途航班
來往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洲、歐洲、非洲、中東或印度次大陸的航班。

26,000

$130

短途航班
以上並未提及的航班，包括來往日本，從韓國出發或來往紐約及溫哥華的航班等等。

7,000

$35

請在你的機票發出後，致電「亞洲萬里通」服務熱線+852 2747 3838（香港）或+800 27473838（全球免費熱線）以預留「加長空間座位」。
註：
1  會員須於預訂「加長空間座位」時已累積足夠里數兌換。
2  座位數量有限，機票一經簽發，先到先得。
3  收費可以美金或預訂有關座位時之港幣匯率折合當地貨幣等值繳付，並有機會受貨幣匯率波動影響。

你可於 www.cathaypacific.com 或 www.dragonair.com 網頁了解更多加長空間座位之詳情及安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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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服務
登入 www.asiamiles.com
你只須登入「亞洲萬里通」網站（備有英文、繁體中文、簡體中文、日文及韓文版本以供選擇），便可隨時更新
個人資料，並獲悉「亞洲萬里通」的最新消息。當你輸入會員號碼或用戶名稱及個人密碼（PIN），即可獲取
亞洲萬里通」的最新資訊及優惠，同時盡享各項網上服務：
·查閱「亞洲萬里通」賬戶結餘及最新賬目交易記錄，以及為你精心揀選的賺取里數及兌換獎勵資訊
·更新你的個人資料、個人密碼及提名 / 更改你的「兌換名單」成員等
·使用飛行里數計算器，計算你可透過旅程賺取的里數
·申請補發國泰航空、港龍航空及指定夥伴航空公司之飛行里數
·購買「餽贈里賞」里數
·兌換飛行獎勵及生活品味獎勵
·使用飛行獎勵搜尋器，計算兌換飛行獎勵所需的里數
·國泰航空及港龍航空自助訂位管理服務
·里數轉贈及延長里數有效期
·捐贈「亞洲萬里通」里數予慈善公益團體及環保計劃
·登記參加推廣優惠及登記你的電郵地址以訂閱里賞通訊，接收各項最新消息及精選優惠
·申請補發個人密碼及會員卡

「亞洲萬里通」網上拍賣
投入「亞洲萬里通」網上拍賣，你可以「亞洲萬里通」里數競投源源不絕的旅遊及其他生活品味獎勵。
依照簡單步驟，即可開始競投：
·瀏覽 www.asiamiles.com 內的網上拍賣分頁
·競投你喜愛的獎勵
·在競投表內鍵入出價（以「亞洲萬里通」里數為單位）及數量
·點選「出價」或「立即購買」按鈕
如你競投成功，可即時獲得電郵及 / 或手機短訊通知。同時，你亦可透過電郵及 / 或手機短訊得悉有會員出價更高，
以便你再次出價或維持原價。請於參與競投前細閱網上拍賣條款及細則。
備註：所有「亞洲萬里通」會員均已獲預辦網上拍賣用戶登記手續。會員必須年滿18歲並擁有有效之電郵地址方可參與競投。須受「亞洲萬里通」網上拍賣之條款及細則所約束。

「亞洲萬里通」iShop
透過「亞洲萬里通」iShop 網上購物，你可從各式商戶挑選逾千種品牌及產品之餘，並能輕易賺取里數。
透過 iShop 賺取里數，你只須：
·瀏覽 iShop 網站 shop.asiamiles.com
·以你的「亞洲萬里通」會員號碼 / 用戶名稱及個人密碼登入
·瀏覽我們的各式網上商戶及豐富的產品種類
·與日常消費一樣購買心頭好
別忘了先登入 iShop，再由此轉往有關商戶之網站。這步驟讓我們能透過「數碼存根」
（Cookies）
緊貼你的蹤跡，核實你的交易並把相關里數存入你的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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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asiamiles.com
升級版「亞洲萬里通」酒店及租車獎勵兌換體驗，為你帶來更多嶄新元素：
•   逾 60,000 家酒店選擇，由高級豪華以至廉價住宿一應俱全。
•   遍佈13 個國家的租車服務，提供各式豪華房車、高性能及混能汽車等選擇，配合你的商務或度假需要。
•   酒店及車輛資料詳盡清晰，房間或車輛類別、特色和增值服務均一目瞭然。更設有 TripAdvisor 酒店點評以供參考。
•   流暢的兌換手續，讓會員可於網上查詢獎勵最新供應情況，及即時確認兌換之酒店及租車獎勵。
只需數個簡單步驟，即可輕鬆兌換你的酒店住宿及租車獎勵。

第一步

登入
登入你的「亞洲萬里通」賬戶。

第二步

搜尋
搜尋你的心儀酒店住宿及租車服務獎勵，或瀏覽獎勵推介。

第三步

選擇
選擇酒店住宿或租車服務獎勵，並提供旅客資料。

第四步

付款
以「亞洲萬里通」里數繳付訂單。

第五步

確認
獲電郵即時確認，並收到行程表及預訂確認。

第六步

抵達
抵埗時出示預訂確認之列印本。

流動平台
只需用流動裝置與「亞洲萬里通」保持緊密聯繫，便可分秒掌握我們的最新優惠資訊，讓生活更優游、更賞心！
現在你可以透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下載我們的手機應用程式，隨時隨地享用「亞洲萬里通」的廣泛服務！

流動網站
現在就把 www.asiamiles.com 輸入到你的流動裝置瀏覽器，並設定成流動網站書籤，即可隨時隨地上網
管理你的「亞洲萬里通」賬戶、使用里數計算器及獎勵搜尋器、瀏覽最新優惠與生活品味獎勵，以及搜尋
夥伴機構資料，方便無比！
流動平台應用程式
隨時隨地查閱「亞洲萬里通」里數結餘，易如反掌！與此同時，你也可按照我們的
Google Map 尋找夥伴機構指引，到一流餐廳食府品嚐佳餚美饌。別忘記，你可選擇
使用電子會員卡或實物會員卡，賺取里數和兌換生活品味獎勵亦加倍方便。

備註：請瀏覽www.asiamiles.com獲悉最新資訊。如有任何爭議，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及Flight International Marketing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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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及細則
以下條款及細則一方面規限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與「亞洲萬里通」會員之間的合約關係。
請細閱以下條文，以了解有利於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國泰航空）
及夥伴機構的責任上所受的限制及其免責事項。

1.

釋義

活躍會員

指已完成一個認可飛行航段或累積最少250里數積分的會員。

航空獎勵

指在會員以所需里數積分作出兌換時由國泰航空或夥伴機構
發出的任何機票或客位提升。

亞洲萬里通」

指由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代國泰航空與其夥伴機構共同營運的
旅遊及消閒獎勵計劃。

亞洲萬里通」服務熱線

指「亞洲萬里通」之查詢電話。

同行貴賓獎勵機票

指由購買頭等或商務客位機票的會員以里數積分為同行之友伴
兌換同行貴賓獎勵機票。

會員

指本身為「亞洲萬里通」旅遊及消閒獎勵計劃的會員之任何
人士。

會員指南

指載列與「亞洲萬里通」有關的額外資料和條款及細則並且
不時予以修訂的「亞洲萬里通」會員指南，該指南載於
www.asiamiles.com

里數積分

指「亞洲萬里通」所使用之計算單位，該里數積分由亞洲萬里通
有限公司根據會員的航空旅程、所購買的服務和產品或所使用的
參與服務和產品全權酌情決定給予會員。

夥伴機構

指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已作出安排供會員通過使用其產品或
服務而賺取里數積分之公司或機構。夥伴機構名單資料已載於
www.asiamiles.com

兌換名單」成員，
或稱之為「被提名人」

指會員根據下述「兌換名單」之條款予以提名因而可共享
該會員以里數積分兌換之優惠的人士。

2.

一般條款

2.1

亞洲萬里通」乃由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管理及營運。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由國泰航空
全權擁有，而國泰航空為一家全球性航空公司，其業務、辦公室、關聯公司及商業夥伴
分佈全球各地。

2.2

所有兩歲或以上人士均可加入「亞洲萬里通」，惟未成年（18歲以下）人士必須於
家長或合法監護人同意下方可加入「亞洲萬里通」。會籍不適用於公司或其他法定
團體，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有權自行決定是否接納所有會籍之申請。

5.3

只有部分與夥伴機構進行之交易方可賺取里數積分，詳情可參閱會員指南、
亞洲萬里通」網站 www.asiamiles.com 及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及 / 或夥伴機構可能不時
特別刊發之讀物。

5.4

個別推廣優惠只適用於指定地區，其當地會員之定義則以會員於「亞洲萬里通」登記之
指定郵遞地址為根據。

5.5

亞洲萬里通」之會籍申請一經接納及批核，方會正式記錄會員所賺取之里數積分。

5.6

亞洲萬里通」里數積分不可轉至其他航空公司之飛行計劃，而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亦
不接受將其他航空公司之優惠積分轉換為里數積分。

5.7

里數積分不可轉至其他非航空夥伴機構之優惠計劃。惟個別註明的計劃除外，
如 Points.com 及「易賞錢」。

5.8

只有信用卡及簽賬卡夥伴機構、部分酒店夥伴機構、電訊公司夥伴機構及加油站夥伴
機構之常客計劃之優惠積分，方可轉換為「亞洲萬里通」里數。上述夥伴機構及相關
轉換的詳情載於 www.asiamiles.com

5.9

會員可將 Points.com 夥伴獎勵計劃的積分轉換為里數積分，或將里數積分轉換為其他
Points.com 夥伴獎勵計劃的積分。此情況將適用 Points.com 的條款及細則。

5.10

會員須確保其交易時所使用之姓名，尤其是印於機票上的姓名，與「亞洲萬里通」之
登記姓名完全相同，方可賺取里數積分。

5.11

所賺取之里數積分將於旅程或交易完成後 4 至 6 星期內存入會員的賬戶。會員須留意
部份交易處理里數積分所需的時間或許不同。

5.12

里數積分存入會員的賬戶後，即可兌換獎勵。

5.13

里數積分之有效期為累算日起計三年。

5.14

若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錯誤地拒絕給予某會員里數積分，則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的
法律責任僅限於向該會員提供原先所拒絕給予的里數積分。

6.

航空夥伴之里數積分

6.1

所累積的「實際飛行哩數積分」乃根據所搭乘之「子艙位」的「大圓周距離」，即由起點
的機場至目的地機場之間的距離而定，並以比例計算。如須接駁航班而轉至其他編號
之航機，所累積之里數積分則根據每個航段的「大圓周距離」之總和作計算基礎。不設
最低里數積分保證。客位升等或在非自願情況下降等，均不會影響所累積之里數。

6.2

若基於國泰航空或某航空公司夥伴機構控制以外的原因（如惡劣天氣或天災等事故），
而導致會員不能搭乘該航班及須要轉乘其他航空公司之航機，會員可累積之里數積分
將根據購買機票時原定之行程計算。在此情況下會員須透過郵遞或傳真將旅客收據及
登機證正本交回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

6.3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及 / 或所有夥伴機構可在有或未有通知會員之情況下，除去會員
搭乘某些特別航班累積里數積分之權利。

7.

非航空夥伴之里數積分

7.1

非航空夥伴交易可供賺取之里數積分，均按參與「亞洲萬里通」的各夥伴機構所訂明者
為準。個別夥伴機構賺取里數之方法以及賺取非航空夥伴機構里數積分之資格，已載
於www.asiamiles.com 及會員指南，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可隨時作出修訂。

7.2

會員每次繳付認可房租入住參與計劃的酒店夥伴機構，均有機會賺取里數積分。每次
酒店住宿乃指於同一夥伴酒店之入住記錄，不論入住房間數量、住宿日數及於住宿
期間的登記入住次數，均視作一次住宿計算。認可住宿乃指繳付酒店列明之房租或以
公司協議價格入住酒店，而非以特價優惠價格、團體價格或折扣價格入住酒店。會員
或須參加部分酒店夥伴機構之常客計劃，方可賺取里數積分。

2.3

會員將獲發一張會員卡及一個會員號碼，若會員使用該號碼或會員卡及相關之優惠，
即表示已接納由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國泰航空及所有夥伴機構所訂立的
「亞洲萬里通」條款及細則。

2.4

亞洲萬里通」之會籍及會員卡只供會員本人使用，並不可轉讓。會員卡屬亞洲萬里通
有限公司擁有之財物，一旦會籍被終止或在其他情況下被要求，則必須交還。若會員
不正當使用會員卡或計劃優惠，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有權隨時終止或暫停其會籍，
或撤回有關優惠。

7.3

會員每次以認可租金租賃參與計劃的汽車租賃夥伴機構的汽車，均有機會賺取里數
積分。不論汽車租賃數量及租用期，均一律視作一次租車記錄計算；並且不適用於
套餐優惠、旅遊同業或員工優惠價格租用汽車。部分汽車租賃優惠或須搭乘有關航班
方屬有效。

2.5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保留隨時更改「亞洲萬里通」架構、優惠及其他項目之最終權利，
包括本條款及細則，或終止「亞洲萬里通」計劃。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會致力將
「亞洲萬里通」及 / 或本條款及細則之任何改動通知各會員，惟會員有責任留意
「亞洲萬里通」計劃和本條款及細則之改動及更新。會員一經使用「亞洲萬里通」之任何
設施及優惠，即表示該會員已接納任何有關之改動。因「亞洲萬里通」或本條款及細則
的任何改動而導致任何損失或損毀，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國泰航空及 / 或夥伴
機構概不負責。

7.4

會員能否賺取里數積分，須受非航空夥伴機構的額外條款及細則所約束。

2.6

亞洲萬里通」之活躍會員將收到一張永久會員卡。對於遺失或損毀永久會員卡，
將收取補發費用。

2.7

所有18 歲以下之「亞洲萬里通」會員將不會接獲任何推廣優惠資訊。

3.

申請手續

3.1

申請人可於 www.asiamiles.com 或透過填寫申請表辦理申請手續，並可開始引用其
會員號碼以及累積里數積分。惟未經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處理及認可之申請表，
均視為未經確認之會籍，所累積之里數積分將不獲承認。

3.2

申請表必須正確填妥及由申請人簽署正本，否則申請表將視為無效，並不獲處理。

3.3

當成為活躍會員後，會員方可獲發永久會員卡。

3.4

4.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擁有批核會籍之最終決定權，並可拒絕任何申請人成為
「亞洲萬里通」會員。

終止會籍

8.

餐膳及宴會

8.1

餐膳
8.1.1. 會員必須於夥伴餐廳進膳及結賬，方可賺取里數積分。若會員入住酒店，並於
酒店內的夥伴餐廳惠顧美膳，則必須於該夥伴餐廳獨立結賬，方可賺取里數積分。
8.1.2. 會員於離開夥伴餐廳前，有責任核對「亞洲萬里通」美味無限賞單據（或印有
會員號碼及姓名之電子打印餐廳收據）以確保所載資料正確無誤，並須保留顧客
存根正本。若因遺失有關單據正本（或電子打印餐廳收據）及/或於結賬時未有
出示認可之會員卡，而導致遺失里數積分，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概不負責。
8.1.3. 賺取之里數積分根據餐飲與膳食消費及適用之服務費及稅項的總和而計算，
小費則不包括在內。詳情請瀏覽dining.asiamiles.com
8.1.4. 會員於夥伴餐廳用膳時，必須達至最低消費額，方可賺取里數積分；而會員每
次可賺取里數積分之消費額亦設有上限。有關消費額將根據個別市場情況而有
所不同。詳情請瀏覽dining.asiamiles.com
消費額

香港

賺取里數

最低消費額

最高消費額

2港幣

1

300港幣

10,000港幣

1加拿大元

1

60加拿大元

1,800加拿大元

中國

2人民幣

1

300人民幣

10,000人民幣

印尼

2,500印尼盾

1

400,000印尼盾

12,000,000印尼盾

10菲律賓比索

1

1,200菲律賓比索

50,000菲律賓比索

2澳門元

1

300澳門元

10,000澳門元

加拿大

4.1

會員若於 36 個月內未有任何賬戶活動之記錄，其賬戶將會於所有累積之里數積分
有效期屆滿時被取消而不作另行通知。

4.2

會員可隨時以書面通知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終止會籍事宜，並須交還有關會員卡。
與此同時，其所有里數積分結餘亦告無效。

4.3

若會員作出任何不恰當或欺詐行為，或錯誤使用「亞洲萬里通」計劃的優惠和獎勵，
或未能遵守本條款及細則，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有權即時取消其會籍資格及其使用
會員卡的權利。在此情況下，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應同時取消該會員的所有里數積分。

新加坡

1新加坡元

1

70新加坡元

2,000新加坡元

台灣

10新台幣

1

1,500新台幣

42,500新台幣

4.4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亦可依其完全酌情權終止某會員的會籍；並在此情況下向該會員
提供3－6 個月的終止通知。通知期到期之後，將取消所有未使用的里數積分。

泰國

10泰銖

1

1,600泰銖

55,000泰銖

越南

1美元

1

30美元

1,250美元

4.5

因故終止會員資格不得影響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國泰航空、夥伴機構和該會員截至
終止日期的累算權利和補償。

4.6

若會員不幸身故，其會籍及所有剩餘之里數積分將被取消。

4.7

若某會員以欺詐、不誠實或欺騙的方式已為自己或他人取得航空獎勵或其他獎勵，
則該會員對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國泰航空或夥伴機構的責任應包括但不限於所取得的
航空獎勵或其他獎勵或服務的全部價格以及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國泰航空或夥伴機構
因此招致或承受的全部費用和損害賠償。

4.8

菲律賓
澳門

8.1.5. 每次用膳後結賬，每間夥伴餐廳只會發出「亞洲萬里通」美味無限賞單據
（或印有會員號碼及姓名之電子打印餐廳收據）1張。
8.1.6. 會員須惠顧食物及/或飲料以賺取里數積分。適用於惠顧早餐/早午餐/午餐/
下午茶/晚餐/自助餐。特別註明之菜單除外。
8.1.7. 里數積分不可與其他與夥伴餐廳有關之推廣或折扣優惠一同使用。
「亞洲萬里通」建議會員於惠顧前先向有關夥伴餐廳查詢。
8.1.8. 賺取里數積分之有效性及認可資格，或須受夥伴餐廳的額外條款及細則所約束。

若被終止會籍，會員必須立即將會員卡交還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
8.2

5.

里數積分

5.1

欲賺取里數積分，會員必須於預訂及辦理登記手續、於夥伴機構消費結賬，或於領取
夥伴提供之貨品及服務時說明會員號碼及出示會員卡。部分夥伴可能採用不同之賺取
或存入里數的程序，會員應予依循。

5.2

會員如出示臨時會員卡以賺取里數積分，必須使用並提供與「亞洲萬里通」申請表格上
相同之會員姓名。

宴會
8.2.1. 會員必須於宴會夥伴指定之地點舉行宴會，方可賺取里數積分。若會員入住
酒店，並於酒店內的宴會夥伴惠顧美膳，則必須於該宴會夥伴獨立結賬，方可
賺取里數積分。
8.2.2. 會員有責任核對由宴會夥伴發出之單據，以確保所載資料正確無誤，並須保留
顧客存根正本。若因遺失由宴會夥伴發出之單據正本，及/或於結賬時未有出示
認可之會員卡，而導致遺失里數積分，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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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賺取之里數積分根據宴會餐飲與膳食消費及適用之服務費及稅項的總和而計算，
小費則不包括在內。詳情請瀏覽 dining.asiamiles.com

13.8

12.8.1 須於2013年10月8日或以後簽發，其行程、航空公司及機票到期日相同之機票。
更改項目只限為已確認之航班編號及時間。

8.2.4. 會員透過宴會夥伴舉行宴會時，必須達至最低消費額，方可賺取里數積分；
而會員每次可賺取里數積分之消費額亦設有上限。有關消費額將根據個別市場情
況而有所不同。詳情請瀏覽 dining.asiamiles.com
8.2.5. 里數積分不可與其他與宴會夥伴有關之推廣或折扣優惠一同使用。
「亞洲萬里通」建議會員於預訂前先向有關宴會夥伴查詢。
8.2.6. 賺取里數積分之有效性及認可資格，或須受宴會夥伴的額外條款及細則所約束。

9.

賬戶結算單

9.1

會員可於發單日起計，申請補發12 個月內的賬戶結算單，惟每張補發結算單須繳付
50 美元或 5,000「亞洲萬里通」里數積分作為服務費。

已預訂之獎勵機票在下列情況可供更改：

13.8.2 手續費適用於由一個已確認之航班時間/編號改至另一個已確認之航班時間/編號
手續費。
13.8.3 25美元或1,000里數積分之收費將根據每個航段及每位乘客計算。
13.9

航空獎勵機票在下列情況或可補發：
13.9.1 屬同一人使用。
13.9.2 完全未有使用該航空獎勵機票。
13.9.3 若新的旅程為更高級別的獎勵區域，會員須使用更多里數積分以兌換該獎勵。
13.9.4 會員於每次補發機票時須繳付 100 美元或 10,000 里數積分。
13.9.5 機票上之有效日期與原本的機票相同，並須搭乘同一航空公司航班。

13.10 有關航空獎勵一經簽發，將不可轉讓，但可退款。

10.

補發里數

10.1

會員必須於預訂服務或進行網上交易時，說明會員號碼；並於辦理登機手續、入住
酒店或繳付費用予其他夥伴機構時出示其會員卡，方可申請補發里數積分。

10.2

會員可透過「亞洲萬里通」網站 www.asiamiles.com 申請補發透過航空旅程所累積之
里數積分。申請補發國泰航空及港龍航空以外的夥伴航空公司之里數積分應另行傳真或
郵寄包括登機證正本及電子票務之機票單據的證明文件。

13.11 並非全部夥伴機構均提供所有種類之獎勵，會員須參閱本會員指南或瀏覽
www.asiamiles.com 的「兌換獎勵」部分。獎勵可隨時更改或取消。

會員亦可填妥「補發里數申請表」，並連同以下證明文件一併寄回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

13.12 部分夥伴航空公司所飛行之航段及目的地不可兌換獎勵。

10.3.1 航空公司（國泰航空及港龍航空除外）－ 登機證及電子機票收據。若申請補發
柏林航空、中國國際航空、阿拉斯加航空、中國東方航空、海灣航空、
馬來西亞航空或皇家汶萊航空航班的飛行里數，必須連同電子機票收據及
登機證正本一併遞交。

13.13 部分夥伴航空公司之航班不可兌換獎勵。

10.3

10.3.2 酒店、汽車及運輸、零售、旅遊及消閒 － 單據正本（雅高、Aerosoles、
agnès b. FLEURISTE、agoda.com、機場快綫、A for Apple、B&W Bowers &
Wilkins、Clarins、Columbia、攜程旅行網、ELEMENTS、Esso、Forbes Asia、
HRS全球訂房網、金陵連鎖酒店、Laithwaites Wine、芒果網、萬豪國際酒店、
「易賞錢」、MTM、開元酒店集團、昂坪360、Oregon Scientific、Petro-Canada、
環亞機場貴賓室、Ponti Wine Cellars、富豪國際酒店集團、rentalcars.com、
Rockport、Sense of Touch、香格里拉酒店集團、南華早報、喜達屋酒店與
度假村集團、太古酒店、terre d’Oc、雅詩閣有限公司、經濟學人、台北西華
飯店、亞洲華爾街日報、TSL | 謝瑞麟、噴射飛航及雅潔洗衣，請直接聯絡有關
夥伴機構查詢詳情。）
10.3.3 餐膳 － 美味無限賞單據正本或電子打印的餐廳收據正本（須印有「亞洲萬里通」
會員號碼及姓名）。

13.10.1 完全未有使用該航空獎勵機票。
13.10.2 須於機票有效期內退款。
13.10.3 每張機票會員須繳付120美元或12,000里數積分作為手續費用。

13.14 使用航空獎勵須受有關航空公司之條款及其他條款所約束。
13.15 會員一律禁止發售或交換累積之里數積分、航空獎勵或其他優惠。如有違反，所有
里數積分或獎勵均作無效，會籍亦會被取消。會員必須負責因其不恰當行為而導致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國泰航空及 / 或夥伴機構之所有損失。

14.

兌換航空獎勵手續

14.1

會員可透過互聯網或致電「亞洲萬里通」服務熱線，以預訂欲兌換之獎勵，並須於
出發前預訂。

14.2

會員透過電話兌換獎勵時，須提供個人資料驗證以進行兌換申請。

14.3

除會員本人外，其他人士包括被提名人，均不可辦理兌換獎勵之申請手續。

14.4

旅遊代理不可簽發航空獎勵機票。

14.5
14.6

10.3.4 宴會 － 請直接向有關夥伴機構查詢及出示收據正本。
10.3.5 金融及保險、電訊及專業服務 － 請直接聯絡有關夥伴機構查詢詳情。

兌換獎勵所需之里數積分將於簽發機票時從會員賬戶扣除。

若會員懷疑任何未經授權之兌換獎勵申請，必須立即通知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將會自行決定應採取之適當行動。若某會員因疏忽或其他原因
（包括泄漏會員的個人密碼）以任何方式造成未經授權兌換，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可就
任何未經授權之兌換，拒絕向會員提供里數積分賠償。

10.4

有關「亞洲萬里通」iShop，會員可於網上申請補發里數。請於提交申請表前確認
已細閱有關商戶交易細則及「亞洲萬里通」iShop之條款及細則。

14.7

簽發同行貴賓獎勵機票及客位提升獎勵須受其他條款所約束。

10.5

所有呈交之文件將會保留作記錄之用，會員應保留副本作其個人參考之用。難以核對
的文件將會延遲或可能妨礙申請程序。

14.8

會員如欲兌換額外寄艙行李獎勵，須於啟程前最少十天致電「亞洲萬里通」服務熱線。
會員必須於索取額外寄艙行李獎勵單據時說明預訂參考編號。

10.6

欲補發透過金融及保險、電訊、旅遊及消閒、汽車及運輸（包括汽車租賃）、零售、
餐膳及宴會（只限宴會夥伴），以及專業服務方面的夥伴機構所賺取之里數積分，會員
請直接聯絡有關夥伴機構解決任何問題。

14.9

於離境前及客機載重狀態許可下，你可於全球任何國泰航空及港龍航空登機櫃檯以你的
「亞洲萬里通」會員卡即時兌換額外寄艙行李限額。

10.7

會員必須於交易後的 6 個月內提出補發里數積分之申請，才會被接納處理。有關里數
積分將於收到會員申請表後 60 天內存入會員的賬戶。有關接納及處理「亞洲萬里通」
iShop 補發里數申請的所需時間，將按不同商戶或交易狀況而異，請詳閱網上申請表的
注意事項。

15.

航空獎勵 － 里數要求

15.1

如欲兌換一家或兩家航空公司之來回獎勵機票、客位提升獎勵及同行貴賓獎勵機票，
所需之里數積分乃根據起點的機場至目的地機場之間的單程實際距離計算。若去程之
單程距離總和與回程之單程距離總和不同，則以較長的距離作釐定獎勵區域之標準。

補發里數積分申請最多只可追溯至成為「亞洲萬里通」會員前一個月的旅遊記錄。

15.2

航班除可於目的地停留外，會員或被提名人搭乘任何夥伴航空公司（除中國國際航空及
西班牙國家航空不接受中途停留及終斷行程）均可在起點、轉機點或回程點作兩次中途
停留、兩次轉機及一次終斷行程。若在起點終斷行程，會員或被提名人必須返回起點
國家，但毋須是同一城市。會員必須在中轉站搭乘首班能提供機位往目的地之轉機
航班。以上均須受夥伴航空公司的各項條款及細則所約束。就本條而言，終斷行程指
出發城市與返回城市不同的航班行程，或者，乘客到達的目的地城市與其回程中從其
返回的城市不同的行程。

10.8

11.

兌換名單

11.1

會員每一次可提名多至5位親友加入為「兌換名單」成員，或稱之為「被提名人」，
被提名人可同享航空獎勵、額外寄艙行李及生活品味獎勵。

11.2

不論人數多寡，每次更改/刪除任何現有「兌換名單」成員，均會收取服務費（網上
申請：90美元；其他非網上途徑申請：160美元）。新增最多 5 位之「兌換名單」成員，
或更新現有成員的會員號碼或稱謂，則無需任何服務費。如欲登記成員名單，會員
可透過網上辦理。

15.3

如屬多航段旅遊獎勵，所需之里數積分以預訂任何單程客位最高客位為準。

15.4

11.3

若「被提名人」為小童或嬰兒，兌換旅遊獎勵所需的里數積分均與成人相同。公司或
其他法定機構均不可成為被提名人。

如屬單程旅遊獎勵，所有飛行航段均計算在內供兌換。在此情況下，只可作一次中途
停留。

15.5

11.4

被提名人欲申請兌換旅遊獎勵，會員須代為辦理手續，如同會員本人申請兌換獎勵
一樣；被提名人不可自行申請兌換旅遊獎勵。

如欲兌換「寰宇一家」聯盟航空公司的獎勵，獎勵區域所需之總里數積分乃根據所有
飛行航段之哩數總和而定（起點的機場至目的地機場之間的距離）。會員或被提名人
可作最多五次中途停留。此外，亦可作兩次轉機及兩次終斷行程。

11.5

若由「被提名人」/ 旅遊代理 / 秘書等致電「亞洲萬里通」服務熱線兌換獎勵，須同時提供
有關會員之證明資料。

16.

航空獎勵 － 優越獎勵機票

12.

保證

用戶在此做出如下保證：
12.1

使用者將遵守有關網站、材料及服務使用的一切適用法律、法規、條例和規章。

12.2

使用者僅會為法定目的而使用網站、材料及服務，且其在使用網站、材料及服務時不
會侵犯任何第三方的權利。

13.

兌換航空獎勵之一般條款

13.1

所有用作兌換航空獎勵之里數積分，必須為同一會員在同一賬戶內賺取的，並不可
連同其他賬戶內之里數積分一同計算。

13.2

以里數積分兌換航空獎勵均須受航空獎勵機位配額所約束。會員確認，國泰航空及
其夥伴機構保留下述權利，即按其絕對酌情權限制提供給航空獎勵的座位數量的
權利。此外，部分夥伴航空公司設有禁用管制日期，期間將停止接受兌換旅遊獎勵。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不保證在國泰航空或任何夥伴機構的航空公司將為航空獎勵提供
任何特定航班和等級或飛往特定目的地的座位。會員了解有關里數積分或可用以兌換
其他非航空獎勵。

13.3

乘客須負責獎勵機票之離境稅、機場或政府手續費、燃油附加費、保安稅及保險
附加費及任何獲授權單位收取的任何其他費用。乘客亦須負責因使用該航空獎勵機票
而引致之其他所有開支及費用、申索或賠償。

16.1 	 獎勵區域根據出發機場至目的地機場之單程距離計算。如旅程中包含中轉航段，
此中轉航段之飛行距離將加入計算以決定該次單程總距離及適用之獎勵區域。除特別
註明，此獎勵表內之獎勵適用於來回旅程。
16.2

獎勵不適用於任何聯號航班。

16.3 	 優越獎勵機票設有兩種所需里數級別。請確保於預訂旅程時，選擇最低所需里數級別。
16.4 	 優越獎勵機票較標準獎勵機票更能讓你於旅遊旺季獲享更佳機會兌換國泰及港龍航班
機位。
16.5 	 優越獎勵機票適用於國泰航空及港龍航空之經濟客位及特選經濟客位。特選經濟客位
只適用於國泰航空之航班。
16.6 	 優越獎勵機票適用於包括不同航空公司（國泰及港龍航空）之旅程。
16.7 	 優越獎勵機票須視乎客運量供應情況而定。
16.8 	 單程優越獎勵機票和單程標準獎勵機票可一併使用，提供更富彈性的航班選擇。不同
之獎勵機票需分開兌換。
16.9 	 優越獎勵機票將於2014年10月21日起供會員兌換。
16.10 	 由政府、其他機構、或機場營運單位徵收之費用及稅項為50港元或以上；由額外航空
公司徵收之附加費為129港元或以上。所有乘客所需繳付之實際里數、政府及機場稅項/
雜費及所有航空公司之附加費將於預訂時顯示。
16.11 	 須受其他兌換飛行獎勵之條款及細則約束。

13.4

會員於預訂機票時，必須清楚說明獎勵性質及日期，方可兌換有關獎勵。

17.

航空獎勵 － 同行貴賓獎勵機票

13.5

航空獎勵機票於預訂手續確認後始獲簽發。沒期限之航空獎勵機票將不獲接受。

17.1

13.6

若會員已提供所有有關資料，有關之航空獎勵機票將會自動於發票限期屆滿
（由國泰航空及航空夥伴機構決定）前獲得簽發。同時請注意：

若會員購買頭等或商務客位機票，會員亦可以里數積分為同行之友伴兌換同行貴賓
獎勵機票。同行友伴必須於旅程中與會員搭乘同一日期及客位級別之同一航班。
此獎勵只適用於來回獎勵機票。

12.6.1 會員須於預訂時提交所有資料。

17.2

此獎勵不適用於包含不同客位級別及多家航空公司之飛行獎勵。

12.6.2 航空獎勵機票並不設候補機位。

17.3

同行貴賓毋須為會員的「兌換名單」內之成員。

除特別註明外，所有航空獎勵機票的有效期均為簽發日起計之12 個月內。特惠推廣
機票或有其他有效期之限制。

17.4

會員每購買一張印有會員姓名之機票，只可兌換一張同行貴賓獎勵機票。

17.5

如欲兌換同行貴賓獎勵機票，會員必須向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提供其旅遊及所購
買機票的詳情。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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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若會員使用兌換機票、免費贈送機票、團體機票、旅遊同業折扣優惠機票或其他免費
機票，均不可兌換同行貴賓獎勵機票。

17.7

同行貴賓獎勵機票須受付款機票的條款所約束。

18.

航空獎勵 － 客位提升

18.1

會員可使用累積之里數積分，將所購買的認可「子艙位」機票提升至高一級別之客位，
客位提升獎勵之供應須視乎預訂時的獎勵客位情況而定（請參閱獎勵換算表之頁）。

18.2

此獎勵不適用於包含不同客位級別及多家航空公司之飛行獎勵。

18.3

要確定客位提升獎勵預訂，會員必須持有同一航班已確認及簽發之次一級別認可客位
機票。

18.4

會員在客位提升的航程中，只可賺取未提升前客位的基本里數積分，並須受本條款及
細則所約束。

21.3

以電子方式兌換獎勵：
21.3.1 獎勵將不會發出兌換獎勵通知書。
21.3.2 一封確認電郵將寄送至會員或被提名人的指定電郵地址。
21.3.3 如於兌換時註明，一個手機短訊將發送至會員或被提名人的指定手機號碼。

18.5

若會員使用兌換機票、免費贈送機票、團體機票、旅遊同業折扣優惠機票或其他免費
機票，均不可使用以取得客位提升機票。

18.6

兩歲以下及不佔座位之嬰兒機票不適用於客位提升獎勵。會員必須購買小童機票，
方可為嬰兒提升客位。

18.7

客位提升獎勵須受付款機票的條款所約束。

19.

航空獎勵 － 額外寄艙行李獎勵

19.1

獎勵區域是以每單一航段距離作計算。

19.2

會員可以里數積分以單一飛行航段作計算兌換額外寄艙行李獎勵，並適用於由
國泰航空或港龍航空營銷及營運之航班，但須視乎可供使用情況及負載而定。

19.3   	 此計劃不適用於聯營航班或聯號航班。

21.3.4 會員或被提名人將收到一張註有獎勵領取號碼及安全編號的電子兌換券，
以作兌換獎勵之用。
21.3.5 領取獎勵時必須向夥伴機構出示獎勵領取號碼，以及輸入安全編號以作核實。
會員並須出示其會員卡。
21.3.6 被提名人於領取獎勵時，須同時出示會員的會員卡副本及電子兌換券。

22.

亞洲萬里通」之「餽贈里賞」

22.1

餽贈里賞」適用於任何在過去12 個月內，於會員賬戶擁有最少一間夥伴機構（航空或
非航空）里數累積交易記錄之「亞洲萬里通」會員。

22.2

透過「餽贈里賞」購買里數，須以每 500 里數積分為一組，每次須最少購買1,000 里數
積分。每組售價為16.25 美元及每次服務費為 20 美元。

22.3

透過「餽贈里賞」購買里數積分，每位會員每年只限為自己購買15,000 里數積分，
及從第三者獲贈最多 30,000 里數積分。

22.4

透過「餽贈里賞」購買的里數積分將於交易後 24 小時內存入領受人之會員賬戶內。

22.5

所有「餽贈里賞」交易一經確定，一概不可退款、退換及轉讓。

23.

「亞洲萬里通」公益及環保計劃

23.1

會員可將里數積分捐贈予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不時指定的部分慈善團體。捐贈予每家
慈善團體，最少須為 10,000 里數積分，其後以每組 5,000 里數積分遞增。「飛向更藍天」
碳抵銷計劃之里數積分捐獻則根據會員所搭乘的旅程距離及客位級別計算，每單次
捐獻由 100 至 999,999 里數積分不等。

19.4   	 每名會員每單一飛行航段可供以里數積分兌換之最高額外寄艙行李限額為100公斤或
2件行李。不適用於任何包括往來奧克蘭及香港和往來或途經美洲之行程。
19.5

國泰航空額外寄艙行李限額不適用於港龍航班，反之亦然。

23.2

里數積分捐贈的總值並不可超過會員申請時戶口內所累積之里數積分總值。

19.6

不論搭乘之客位級別，所有會員之額外寄艙行李獎勵兌換率均為相同。

23.3

里數積分捐贈只供會員參加，被提名人不能參加。

19.7

此獎勵適用於首航段為搭乘國泰航班或港龍航班的旅程。

23.4

里數積分並不可捐贈予其他個別會員。

19.8

除特別聲明外，須受一般兌換獎勵之條款所約束。

23.5

捐贈之里數積分並不含現金價值，亦不可用作扣稅之用。

19.9

已兌換額外寄艙行李獎勵而未經使用之里數積分，均不得退款或轉讓。

23.6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不會對捐獻里數積分予慈善團體或「飛向更藍天」碳抵銷計劃之
會員收取任何手續費。會員捐贈之里數積分將於七天內從其賬戶內扣除。其後，會員之
捐獻將以兌換獎勵形式列印於會員之賬戶結算單上。

23.7

里數積分一經扣除，整個捐贈手續即被視作已完成，會員所捐贈之里數積分將不獲
發還。

19.10 額外寄艙行李優惠券於簽發日起計一個月內有效，惟只適用於原定之行程。

20.
20.1

20.2
20.3

兌換生活品味獎勵之一般條款及細則

會員可以里數積分兌換部分生活品味獎勵，包括但不限於redeem.asiamiles.com 網站
所提供的產品、飾品、酒店住宿和汽車租賃。所有用作兌換生活品味獎勵之里數積分，
必須為同一會員所賺取並存於同一賬戶內，並不可連同其他賬戶內之里數一同計算。
兌換獎勵之申請必須由會員親身辦理；非會員本人，包括其被提名人所提出之申請將
不獲處理。
生活品味獎勵須視乎供應情況而定，並須受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及有關夥伴機構之
條款及細則所約束。

24.

亞洲萬里通」之「達成里賞」

24.1

已累積每項飛行獎勵或每次iRedeem交易結賬達70%所需里數積分之會員，
可以每60美元購買一組里數積分。（每組為 2,000 里數積分）

24.2

會員只可於申請兌換獎勵時購買里數積分。

24.3

所購買之里數積分，必須立即用作兌換已申請之獎勵及推廣活動。所購買之里數積分
一經簽發，恕不退款。

20.4

生活品味獎勵或有不同之有效期，須視乎個別夥伴機構之獎勵條款及細則而定。
有效期以香港時間作準。

24.4

20.5

部分夥伴機構之獎勵或不適用於指定日期，會員於該段期間內將不可享用所兌換之
生活品味獎勵。

所有未用作兌換獎勵之里數積分，將保留於會員之賬戶內，而兌換獎勵後之里數結餘
不可超過 2,000 里數積分。

24.5

所購買之里數積分將視作商戶交易列於賬戶結算單的累積里數一欄內。

20.6
20.7

兌換生活品味獎勵所需之里數積分，將於接獲兌換獎勵申請表後從會員賬戶中扣除。
里數積分一經扣除，在任何情況下均將不獲退回。
會員可選擇透過「達成里賞」計劃購買尚欠之里數以兌換生活品味獎勵，惟須受下述
「亞洲萬里通」之「達成里賞」載列之條款及細則所約束。

24.6 上述「達成里賞」條文適用於兌換任何飛行獎勵及生活品味獎勵，惟不適用於
          「亞洲萬里通」之里數捐贈。

25.

+ Cash之條款及細則

20.8

+ Cash兌換方式只適用於兌換生活品味獎勵，並須受以下列於「
之條款及細則約束。

+ Cash」章節

25.1

+ Cash兌換方式須受所有列於「兌換生活品味獎勵之一般條款及細則」和「兌換生活
品味獎勵手續」章節之條文約束。

20.9

部分生活品味獎勵或須會員於指定限期前，與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或有關之夥伴機構
確定領取或享用其獎勵的安排，否則已兌換的獎勵將會作廢或供其他會員享用。

25.2

會員可選用

25.3

+ Cash兌換方式只適用於某些由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指定之生活品味獎勵，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亦會全權決定兌換任何一項生活品味獎勵所需之里數積分及金額。

20.10 兌換部分生活品味獎勵時，會員或須首先於辦理兌換獎勵申請前直接聯絡有關之夥伴
機構預訂獎勵。如會員臨時缺席或取消有關獎勵，夥伴機構將按有關之條款處理。
20.11 生活品味獎勵不可轉換為其他獎勵或現金。
20.12 所兌換之生活品味獎勵不可賺取里數積分。

25.4

20.15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並不負責任何生活品味獎勵所提供之保養服務，如會員對有關
產品之保養或維修事項有任何查詢或爭議，請直接聯絡該夥伴機構或供應商。
20.16 若發生涉及生活品味獎勵的任何爭議，在不損害「兌換生活品味獎勵之一般條款及
細則」之第13、14 和「責任免除及限制」的條文的情況下，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及 / 或
國泰航空關於涉及生活品味獎勵的任何產品或服務中的任何瑕疵或故障，或對直接或
間接就此造成的任何損失、傷害或損壞的唯一法律責任，僅限於自收到獎勵時起的
12 個月的時間內和僅限於（按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的意見）藉更換產品修復瑕疵或故障
或促使服務履行或給予會員兌換里數積分。

21.

兌換生活品味獎勵手續

除特別注明外，所有以
+ Cash 兌換方式兌換生活品味獎勵之款項須以美元繳付，
而有關款項須以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接受的信用卡繳付。

25.5

會員透過
+ Cash兌換方式兌換生活品味獎勵所繳付的所有款項，在任何情況下均不
可獲退回。

25.6

會員（或收取有關生活品味獎勵之人士）須繳付所有關於兌換、運送及收取該生活品味
獎勵而被徵收的所有稅項、關稅和費用（包括但不限於任何海關收費、進口稅、郵遞清
算費及運費）。

20.13 任何未能於有效期內享用之生活品味獎勵將會自動作廢。
20.14 所有生活品味獎勵均由代夥伴機構和其他第三方所製造或提供。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
並非任何生活品味獎勵之供應商及生產商，並且卸除與下列有關的所有法律責任
（i）任何產品類生活品味獎勵的品質、可商售性或對某用途的適用性；（ii）任何服務類
生活品味獎勵的品質。尤其是，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並不保證任何服務類生活品味
獎勵將以合理的謹慎和技巧予以提供。

+ Cash兌換方式，以里數積分及付款兌換某些生活品味獎勵。

26.

里數轉贈及延長里數有效期

26.1

透過里數轉贈，會員可將一組或多組里數積分，轉贈給「兌換名單」成員。第一組最少
為10,000 里數積分，須繳付服務費（網上申請：170 美元；其他非網上途徑申請：
250 美元）；其後每組則為 5,000 里數積分，須繳付 服務費（網上申請：140 美元；
其他非網上途徑申請：200 美元）。里數積分有效期為轉贈後起計三年內有效。

26.2

會員可於里數積分有效期屆滿前，延長額外三年之有效期，每次申請最少以每 2,000
里數積分為一組，並須繳付服務費（網上申請：40 美元；其他非網上途徑申請：
100 美元）。

26.3

所有交易一概不可退換及退款。

生活品味獎勵之申請一經處理，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將以電郵通知會員或指定的
被提名人。
21.1

以兌換獎勵通知書兌換獎勵：
21.1.1 你的兌換獎勵通知書將根據你指定的地址，於閣下賬戶成功被扣除里數的下個
工作天寄出。香港境內之平郵服務約需時一周，香港境外則最多需時三周。
實際郵遞時間視乎郵政服務供應商及寄送之地區而定。
21.1.2 會員可選擇以速遞服務發出兌換獎勵通知書（一般將以郵件寄出），服務費為
50 美元或 5,000 里數積分。
21.1.3 會員可申請補發兌換獎勵通知書，服務費為 50 美元或 5,000 里數積分。
21.1.4 會員須於享用、領取或收取生活品味獎勵時出示兌換獎勵通知書正本及其
「亞洲萬里通」會員卡。如由被提名人享用獎勵，除於兌換獎勵通知書特別
註明外，必須在領取獎勵時出示兌換獎勵通知書正本及會員卡副本。

21.2

如獎勵包括送貨服務，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將發出確認電郵予會員或指定的被提名人。
有關夥伴機構將直接與收件人（會員或指定的被提名人）安排送遞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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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服務費

27.1

以下為使用「亞洲萬里通」服務之收費概覽，僅供閣下參考之用。
網上申請

服務種類
補發「亞洲萬里通」會員卡
補發賬戶結算單
更改 / 刪除現有「兌換名單」成員
此項收費適用於任何1次更改 / 刪除。
更改已預訂之獎勵機票
適用於2013年10月8日或以後簽發，其行程、
航空公司及機票到期日相用之機票。更改項目
只限為已確認之航班編號及時間。收費將根據
每個航段及每位乘客計算。
重新簽發獎勵機票
此項服務只適用於更改航線，並不可更改
搭乘之航空公司。再簽發機票之到期日將維持
不變。 不適用於部分已使用之機票）

29.10 於每次消費之後，會員所賺得的「亞洲萬里通」里數將於其「亞洲萬里通」iShop交易
記錄內被商戶暫列為「審核中」、「已確認」或「取消」狀態。
其他途徑申請*

美元

里數積分
( )

美元

里數積分
( )

20

2,000

50

5,000

不適用

不適用

50

5,000

90

不適用

160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延長獎勵機票有效期
有關手續必須於機票有效期屆滿前完成
此項服務只適用於國泰及港龍航空機票）。
由原本有效期起計，機票有效期最多只限延長
30日。 不適用於部分已使用之機票）

不適用

獎勵機票退款
必須於機票有效期之前進行退款。
不適用於部分已使用之機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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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50

120

1,000

29.11 商戶將向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及Collinson Latitude呈交會員所有交易記錄以作追溯，
而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對任何交易記錄呈交延誤概不負責，唯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及
Collinson Latitude將力保商戶所呈交的交易記錄正確無誤。
29.12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有權訂定會員於「亞洲萬里通」iShop每消費一元可賺取之里數
數目或任何劃一數目。
29.13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有權於任何時候更改計算「亞洲萬里通」里數之方式或手續。
29.14 會員若向商戶要求中止交易或退貨，於「審核中」程序之「亞洲萬里通」里數將會被
取消，而該筆里數亦將自動由會員賬戶中扣除。當交易一經確認，「亞洲萬里通」里數
將會自動存入會員之賬戶。
29.15 經「亞洲萬里通」iShop賺取之「亞洲萬里通」里數可因不同原因而取消。商戶或未能對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或Collinson Latitude提出取消之準確原因。以下是部分導致交易
取消的常見原因：

10,000

5,000

29.15.1

會員向商戶退還貨品或取消服務。

29.15.2

會員最後點擊的網頁非連結自「亞洲萬里通」iShop。

29.15.3

會員於交易時使用非「亞洲萬里通」iShop認可之折扣禮券。

29.15.4

會員使用由商戶推出的優惠促銷如「推薦朋友」或類似之推廣優惠。

29.15.5

會員未有處理早前置於購物籃內之貨品，同時在交易時未有更新網頁。

29.15.6

會員於交易前清除「數碼存根」（cookies）/ 網頁瀏覽記錄，或受某些彈出式
廣告/廣告過濾軟件影響交易追溯。

29.15.7

會員於商戶新登記之戶口未能被商戶確認。

29.15.8

會員未能成功付款或符合商戶之信用檢查。

29.15.9

會員通過電話與商戶完成或更改有關之交易。

29.15.10 會員之交易未能符合商戶之條款及細則。

12,000

29.16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或 Collinson Latitude 若對任何「亞洲萬里通」會員賬戶之活動存有
懷疑，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有權暫停該會籍或擱置其一切交易。

特快處理兌換生活品味獎勵通知書
香港境內之速遞服務約需時4個工作天；
香港境外則需時10個工作天，視乎寄送之地
區而定。

50

5,000

50

5,000

補發兌換生活品味獎勵通知書
會員如遺失兌換生活品味獎勵通知書，可要
求補發。

不適用

不適用

50

5,000

40
（每組）

不適用

100  
（每組）

不適用

第一組最少為10,000里數積分

170
（每組）

不適用

250
（每組）

不適用

29.21 於「亞洲萬里通」iShop 購買產品或服務，須遵守交易商戶訂定之條款及細則，包括
但不限於送貨及退換條款。如欲對交易查詢或投訴，會員須直接聯絡商戶。

其後每組為5,000里數積分

140
（每組）

不適用

200
（每組）

不適用

29.22 所有保養服務均由商戶提供，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恕不負責。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並
依法不會負責任何產品或服務可能出現之品質缺陷或索償等。

第一組最少為1,000里數積分

32.5
（每組）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其後每組500里數積分

16.25
（每組）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每次手續費

20
（每次）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60
（每組）

不適用

亞洲萬里通」延長里數有效期
每組為2,000里數積分

亞洲萬里通」之「餽贈里賞」

不適用

亞洲萬里通」會員須承擔進入「亞洲萬里通」iShop 所帶來的一切可能風險，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並不負責於合理情況下，任何有關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
Collinson Latitude、商戶或會員間因溝通所帶來的一切可能損失。

29.18 會員若使用公眾電腦，當完成瀏覽「亞洲萬里通」iShop 網頁後，敬請謹記登出及關閉
所有視窗，以保障私人資料安全。
29.19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對會員因使用「亞洲萬里通」iShop 所引致之任何直接或間接損失、
毀壞或開支，依法毋須承擔任何責任。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亦不負責任何與商戶有關
之疏忽或違反合約，以及一切由其他原因所致之損失。
29.20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Collinson Latitude 或商戶於「亞洲萬里通」iShop 顯示之所有資料
及數據，均只作參考之用，惟個別資料及數據須遵守其明確列出之附屬條款及細則。

亞洲萬里通」里數轉贈

亞洲萬里通」之「達成里賞」
購買每組2,000里數積分

29.17

30.

*其他途徑包括「亞洲萬里通」服務熱線，香港國際機場的「亞洲萬里通」會員服務櫃台或
任何其他非網上途徑。

30.1

travel.asiamiles.com － 一般細則
本網站由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有限公司（許可證號：353953）（「亞洲萬里通旅遊
服務」）擁有和營運。你應在使用本網站之前閱讀該等條款及細則，你應細閱網站上的
完整條款及細則。你使用本網站，即表明你同意接受該等條款及細則的約束。如果你
不同意該等條款及細則或你在使用本網站過程中所連接的任何關聯文件或收到的其他
限制，則你不允許且同意不使用或訪問本網站。該等條款及細則全面適用於
「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預訂過程的所有方面，並符合香港法律。如果你從本網站兌換
產品及/或服務，則附加條款會適用。每次兌換都有適用於其自身的銷售條款及細則，
該等條款及細則會視乎兌換的類型而有所不同。所適用的具體條款（如取消政策等）
會在費用條件標籤下單獨具體說明，且應與該等條款及細則共同應用。

30.2  	 非航空旅遊獎勵兌換

28.1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在「亞洲萬里通」網站 www.asiamiles.com 內提供「亞洲萬里通」
網上拍賣，以里數積分作為拍賣單位，競投各類產品及服務。「亞洲萬里通」網上拍賣
的所有產品及服務，均受「網上拍賣用戶同意書」約束，並已列明在網頁內。任何其他
適用於產品及服務之特別條款及細則，均已在「網上拍賣用戶同意書」或網頁其他
地方中列明。

30.2.1    「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已與獨立承包商（「供應商」）訂約，以提供酒店
住宿、汽車租賃及其他地面服務。「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亞洲萬里通有限
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或聯屬公司（統稱為「亞洲萬里通」）對於該等獨立
承包商、其等員工、代理商、受雇人或代表的任何行為及/或疏忽概不負責，
「亞洲萬里通」亦不就某人士或財產在「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預訂或透過
「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預訂的任何地面服務期間或過程中，或在執行任何此
類安排過程中所偶爾發生、持續或遭受的任何損失、損害、傷害、事故、
延誤或不正常情況承擔責任或債務。為避免任何疑問，本條款不免除對由於
「亞洲萬里通」或其員工的過失造成或促成的死亡或人身傷害的責任。

28.2

會員必須年滿18 歲方可參加「亞洲萬里通」網上拍賣之競投。

30.2.2 	

28.3

所有出價將在認受前進行檢查，以確保出價者持有足夠之里數積分。所有出價一經
提交均不可撤回。

28.

29.
29.1

29.2

29.3

亞洲萬里通」網上拍賣

亞洲萬里通」iShop

該等條款及細則同樣適用於你及你的任何非航空旅遊兌換預訂中所列明的所
有人士。

30.2.3    「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有權酌情考慮不接受客戶或預訂。「亞洲萬里通旅遊
服務」亦可取消預訂，但於此情況下，應全額退還「亞洲萬里通」付款。
30.2.4 	

透過「亞洲萬里通」iShop 選購任何產品或服務所賺取之里數，須受下列條款及細則，
以及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所更新與公佈之任何附加條款所約束。任何條款及細則均有
可能被更改，請於消費前參閱有關條款及細則。

所有用作兌換非航空旅行獎勵的里數積分須為同一會員在同一賬戶內累積，
不可與其他賬戶合併計算。

30.2.5 	

亞洲萬里通」iShop 由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及 Collinson Latitude 共同營運。亞洲萬里通
有限公司及Collinson Latitude 均有權分別執行任何條款及細則。Collinson Latitude 並
有權根據 亞洲萬里通」iShop之營運需要而隨時更改、公佈及執行任何附加條款及細則。

以里數積分兌換非航空旅遊獎勵受限於供應商的存貨，這會限制獎勵的數
量。「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及其合夥夥伴有權酌情決定限制相關存貨，包括
設定暫停旅遊獎勵期間。

30.2.6 	

非航空旅遊確認單成立的前提條件是會員支付任何額外的相關稅款、費用、
附加費及其他必要費用，以及因預訂而產生的所有其他開支、雜費和費用、
索賠或債務。

30.2.7 	

在不違反第6條的情況下，「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提供網站，允許你瀏覽不
同類型的非航空旅遊服務並向該等非航空旅遊服務的供應商進行預訂。透過
網站進行約定，即視為你提出申請，以有關預訂所需的「亞洲萬里通」里數數
目並按照網站列出的相關其他條款及細則兌換預訂項目，該申請一旦為
「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接受，將成為一份具有約束力的合約，亦意味著該預
約已獲供應商確認。我們會透過電子郵件（連同非航空服務的相關單據）確認
的方式表明你的預訂已獲接受。

Collinson Latitude 將提供及管理「亞洲萬里通」iShop 之「商戶」，並由商戶提供產品及
服務以作銷售。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並不負責「亞洲萬里通」iSho p商戶之 一切銷售
內容，以及連結「亞洲萬里通」iShop 網頁之第三方（包括商戶之網頁）的銷售內容與
產品供應量。

29.4

任何人士均可進入及瀏覽「亞洲萬里通」iShop。如欲賺取「亞洲萬里通」里數，則須先
加入成為「亞洲萬里通」會員，登入並透過「亞洲萬里通」iShop 網頁，再進入所連結之
商戶網頁。若於消費前未經登入「亞洲萬里通」iShop，則一概不能賺取任何里數。

29.5

會員須同意每項「亞洲萬里通」iShop 消費，將可被「數碼存根」追溯及記錄。會員
並須確保個人網上瀏覽器之保安設定為允許「數碼存根」被提取使用。所有授權予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使用之個人資料，將一律根據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之個人私隱
條例使用。

29.6

會員須於「亞洲萬里通」iShop旗下商戶購買產品或服務，而該商戶須於消費前已正式
加入「亞洲萬里通」iShop，方可賺取有關「亞洲萬里通」里數。

30.2.10 	 禁止出售或交換非航空旅遊獎勵優惠。違者將賠償「亞洲萬里通」及/或其供
應商所蒙受或承擔的法律責任。

29.7

會員不可以「亞洲萬里通」里數於「亞洲萬里通」iShop兌換任何產品或服務。

29.8

會員若直接於商戶消費將不能賺取任何「亞洲萬里通」里數。會員須先憑個人賬戶登入
亞洲萬里通」iShop，再進入所連結之商戶網頁消費，方可賺取有關里數。

30.2.11  「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不負責就任何非航空旅遊獎勵服務/產品安排或提供任
何保險。

29.9

當有關商戶確認會員於「亞洲萬里通」iShop進行的交易後，相關數額之「亞洲萬里通」
里數將於30天內存入會員的「亞洲萬里通」賬戶。確認購物交易之所需時間須視乎個別
商戶而定，一般不多於120天，或可能需要更長時間。進行交易後，審核及確認交易之
責任由相關之商戶承擔，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並不保證「亞洲萬里通」iShop確認交易
之時限。

30.2.8 	

除非另有規定，在產品可供應的前提下，更改預訂會收取服務費，
如「服務費」一節所述。

30.2.9 	

非航空旅遊獎勵不可賺取「亞洲萬里通」里數積分。

30.2.12 	 特此明確聲明，「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作為提供根據本條款及細則購買的服
務所有人或承包商的代理行事，就任何非航空旅遊服務而發出的所有單據均
須遵守提供相關服務所應遵守的條款及細則。接納相關票據即視為你同意相
關條款及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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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13 	 如果你向「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提出一項預訂，「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會
記錄你的個人詳情，該個人資料的使用和處理將會根據「亞洲萬里通旅遊服
務」的資料私隱政策進行。「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可隨時修訂該私隱政策，
更新後的版本會在「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的網站上發佈。亞洲萬里通旅遊服
務客戶私隱政策的任何修訂版本將自在上述網站的公佈之日起生效。
30.2.14 	 該等條款及細則完整載列了「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就提供和旅行服務的所有
義務和責任，除非該等條款及細則所明確規定者外，概無約束「亞洲萬里通
旅遊服務」的任何保證、條件或其他條款。謹此明確排除可能因成文法、
普通法或其他原因而被另外隱含或納入我們雙方合約中的任何服務保證、
條件或其他條款。
30.2.15 	 該等條款及細則以及「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與你之間的合約內容概未限制或
排除「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對因其疏忽而造成的死亡或人身傷害責任。本條
款亦符合提交服務所在國家當地法律不允許限制故意不當行為或過失責任的
任何強制性規定。
30.2.16 	 在上述各條限制及相關法律許可的情況下，「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不就我們
之間的合約承擔責任，亦不就任何收入損失、利潤損失、合約損失、資料損
失或產生的任何性質的間接或後果性損失或損害，或任何產品或產品性能故
障所造成的任何損害（無論是因侵權（包括疏忽）、違約或其他原因引起）承擔
責任。
30.2.17 	 在適用法律許可及不違反前文規定的情況下，「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不因
使用網站、購買服務或服務項目交付而造成或可能之間或間接遭受的任何損
失或損害而向你或任何第三方承擔責任。
30.2.18  「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具有修訂該等條款及細則的權利及單方酌情權，但須
發出通知。該等條款及細則的任何修訂版本在對本網站公佈後生效，且適用
於生效後的所有兌換活動。
30.2.19 	 對於任何天災、戰爭、暴亂、民眾騷亂、恐怖活動、遵守任何法律或政府的
命令、規則、規例或指示、意外事故、洪水或風暴、罷工、敵對行為、超出
「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控制的事故或其他情況，「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免
於承擔因此產生的所有責任及義務，且在此情況下無需退還你已支付的任何
款項或酒店提供的服務的未使用部份。
30.2.20 	 該等條款及細則構成「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與你之間的完整協議。除非獲得
「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的書面同意，否則該等條款及細則（包括雙方之間
已議定的特殊條款及細則）的任何修改將不適用。
30.2.21 	 任何一方未能執行我們之間的任何合約條款並不構成對該條款的放棄，亦不
以任何方式影響其後執行該條款的權利。

30.5 	 服務費
30.5.1 	

以下為使用「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之收費概覽，僅供閣下參考之用。

服務種類

里數
取消「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之酒店住宿或租車服務
獎勵（可退款之訂單）
適用於取消部份或全數訂單

10,000

更改「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之酒店住宿獎勵
入住／退房日期、房型、酒店、房間數目、旅客資料
（僅限可退款之訂單）適用於每份酒店住宿獎勵訂單

1,000

更改「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之租車服務獎勵
取車/還車日期、時間、地點、車輛型號、旅客資料適
用於每份租車服務獎勵訂單

1,000

暫未提供網上取消及更改訂單服務
30.6 	 資料保護及數碼存根
30.6.1 	

我們會根據我們的個人資料私隱及保密政策使用你在使用本網站時向我們提
供的任何個人資料。有關數碼存根及在本網站使用數碼存根的資料載於我們
的個人資料私隱及保密政策。

30.7 	 知識產權
30.7.1 	

本網站所展示的頁面和內容均為「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的版權。不得複
製、傳輸或下載及保存本網站的任何部份，但你可在遵守下述條件的情況下
製作一份相關材料的單個副本﹕

		

30.7.1.1 	 材料僅可用於非商業目的的私人用途。

		

30.7.1.2  「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保留與原始材料有關的版權及其他知識
產權。

		

30.7.1.3

你不可以在任何網路電腦上發佈任何全部或部份副本。

		

30.7.1.4

本網站介紹的產品、技術或流程可能會受限於「亞洲萬里通旅遊
服務」或其他第三方保留的其他知識產權。此處並未就該等權利
授予任何許可。

30.2.22 	 若條款及細則的英文版本與任何外文譯本出現任何不一致之處，概以英文版
本為準。
30.2.23 	 該等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管轄，雙方謹此接受香港特別行政
區法院的專屬管轄權，惟須遵守你所在國家規定須適用本地法律及/或當地法
院具有管轄權的任何強制性條文。

30.7.2

訪問、瀏覽及使用網站及/或透過「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進行預訂，表明你
認可並同意，且已閱讀及瞭解該等條款及細則。

30.7.3 	

酒店預訂的條款及細則、汽車租賃的條款及細則和私隱政策為該等條款及
細則不可分割的部份，在此引述以納入該等條款及細則，因此應與之一並
閱讀。如果你不同意該等條款及細則及/或其他條款，請停止使用本網站。
除非另有明確說明，該等條款及細則和以引述的方式納入的其他條款（可隨
時予以修訂）構成你與「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之間的完整協議，並取代雙
方就標識的事項所達成的所有其他口頭或書面協議或理解。

30.7.4 	

所有帶識別符號®或TM的標識均為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有限公司所有或使用
的注冊商標或服務標識。未經國泰航空有限公司、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有限
公司或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的書面許可，你不得使用該等標識。

30.3  	 酒店獎勵的條款及細則
30.3.1 	

酒店獎勵包括房間總費用和客房稅項。所有個人性質的額外稅費和附帶收費
（如客房服務、迷你酒吧及室內電影）由會員自行負擔，由會員根據相關酒
店的支付條款及細則直接支付給酒店。

30.3.2

在酒店登記入住時須出示有效的護照或本地身份證及信用卡。

30.3.3

酒店獎勵受限於客房的供應情況，或須受部份限制。

30.3.4

支付服務費客房的供應取決於「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酒店合夥夥伴及相關
供應商設定的限額，可能會設定暫停期間。

30.3.5 	

客房預訂可予更改/變更，除酒店合夥夥伴及相關供應商所收取的任何其他費
用外，更改/變更預訂須向「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支付相關變更之服務費。

30.3.6

欲更改/變更預訂，會員應在取消期限（酒店所在國家時間登記入住前48小時）
之前聯繫「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的服務中心，該期限之後即不允許任何更
改/變更或取消且不予退款。

30.3.7

已預訂且未取消但未入住的會員不會獲得退款。

30.3.8

酒店標準可能會因不同的目的地而各異，同一個城市裡的酒店或度假村的標
準無法與另一城市相比較。酒店的星級僅為酒店舒適度的指示和參考指南，
「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並不獨立考察酒店的星級。

30.3.9

30.3.10

客房類型指「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與各酒店的已訂約客房類型。例如：
「不限客房類型」指客房類型將由酒店根據登記入住時的客房供應情況予以
分配。
有關酒店設施的資料由各家酒店提供。若任何列明的設施在你入住期間並未
提供或與網站的描述不符，「亞洲萬里通」不就此承擔責任。「亞洲萬里通」
無法保證所有資料均為準確、完整、正確或最新，「亞洲萬里通」亦不就任何
錯誤、中斷（無論因網站的任何臨時性及/或部份故障、維修、升級或維護或
其他原因）、相關資料不準確、具有誤導性或不真實資料或未提供資料而承
擔責任。各家酒店持續對本網站所示酒店資料的準確性、完整性及正確性負
責。短期內發生的市況或情況變化會讓網站所示資料成為不準確或過時。本
網站並不構成亦不得被視為對網站所列酒店（品質、服務水準或星級）的推薦
或認可。「亞洲萬里通」在此明確聲明，不對其網站所列任何酒店的品質、地
位或適當性做出任何聲明、保證或擔保。

30.4 	 汽車租賃的條款及細則
30.4.1 	

汽車租賃獎勵包括基本的租賃費用（期間費用、里數折讓及強制性稅項），惟
不包括租賃時應繳納的額外里數費用、稅項和附加費。

30.4.2    「亞洲萬里通」汽車租賃獎勵不包括可選商品（如損失傷害減免、單向服務
費、額外的駕駛員附加費等）或可選設備（如滑雪板架、兒童座椅等），亦不
包括該等可選產品/設備的收費。如果你需要該等可選服務/產品，應在取得汽
車之前直接向租車公司提出要求。
30.4.3 	

在領取租賃車輛時需出示有效的護照或本地身份證、駕照及信用卡。

30.4.4 	

汽車供應情況取決於「亞洲萬里通」與汽車租賃夥伴設定的限額，可能會設定
暫停期間。

30.4.5 	

汽車租賃獎勵受限於汽車的供應情況，或會受部份限制。

30.4.6 	

欲更改/變更或取消車輛預訂，會員應在取消期限（汽車租賃公司所在國家時
間提車前48小時）之前聯繫「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的服務中心，該期限之後
即不允許任何更改/變更或取消且不予退款。除汽車租賃公司收取的任何費用
之外，更改/變更預訂須支付「亞洲萬里通」服務費。

30.4.7 	

已預訂但未能依時取車或臨時取消訂單，將不會獲得退回任何里數。

30.4.8 	

提前退還租賃車輛/交車不會獲得任何里數退款。

30.4.9 	

會員必須遵守租車公司的條款及細則，包括（但不限於）租車公司對標準
年齡、駕駛司機和信用卡的要求。

透過「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服務
熱線、香港國際機場內之
「亞洲萬里通」服務櫃檯及其他
非在線方法作取消或更改訂單

30.8 	 年齡及責任
30.8.1 	

你聲明已達法定年齡，能夠根據該等條款及細則使用預訂設施和承擔使用本
網站可能產生的任何責任的法定義務。你須在經濟上支付你自己及利用你資
訊的其他人使用本網站的一切費用。你應監督利用你的姓名或賬戶使用本網
站的一切活動。你保證，你及你家庭成員在使用本網站時提供的一切資料均
為真實準確。如果你為未成年人或不具有行為能力，請不要使用本網站。

30.9 	 安全性
30.9.1 	

你必須確保你用於訪問本網站的任何密碼安全，不得對外洩露。如果你有
理由認為你對網站的訪問不再安全（如用戶名、密碼及個人身份證號碼
丟失、被盜或被未經授權披露或使用），你須立即更改受影響的訪問資料
並通知我們。

30.10 	 妥當使用
30.10.1 	 你對本網站的訪問建立在許可的基礎上，我們有權不發出通知，全權酌情決
定撤銷、限制或修訂你可取用的網站服務。
30.10.2 	 你僅可根據該等條款及細則及於任何情況下為合法的正當目的（包括遵守香
港或你訪問本網站的其他司法管轄區的一切適用法律、法規及行為守則）使
用本網站。除非「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明確許可，否則你不得為任何其他目
的使用本網站。
30.11 	 網站修訂
30.11.1  「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可不發出事先通知，以其絕對酌情權隨時修訂本網站
的任何部份，包括產品、服務和條款及細則，你持續使用本網站時應遵守使
用之時已公佈的條款及細則，該等已公佈的條款及細則將適用於任何預訂。
經修訂的內容和條款及細則一經發佈，即自動生效。每次向我們預訂時，你
須自行負責查對條款及細則以及列明的整體服務項目備註。「亞洲萬里通旅遊
服務」有權隨時拒絕任何人士訪問及使用本網站。如果你對本網站的任何部
份或對任何或所有使用條款不滿意，你惟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停止使用。
30.11.2  「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並無義務更新本網站的任何內容。「亞洲萬里通旅遊
服務」在編制本網站所示資訊時已給予合理謹慎，但仍無法保證本網站資訊
的準確性。欲核實任何資訊，你須自行負責與「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的相關
員工聯繫。因此，「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概不因本網站出現的任何錯誤、疏
忽或不準確而引發的任何負債或損失承擔責任。
30.12 	 第三方站點
30.12.1 	 透過本網站內的超連結訪問第三方互聯網站點或資源的風險由你自行負擔。
「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並未調查、核實、監察或認可該等網站的內容、準
確性、表達的觀點或其他連接。不對連接至或自本網站的網站所示資料的準
確性、內容、可用性或疏忽承擔任何責任。因此，於線上或離線訪問該等第
三方或與之開展交易之前，你應做出一切相關查詢和調查。我們不保證你提
交或被要求提交給該等第三方的任何資料的安全性。你不可撤銷放棄因透過
本網站訪問任何其他網站或與任何其他網站互動產生任何損失或損害而對我
們提出任何索賠。
30.13 	 旅遊資源
30.13.1 	 本網站各個部份提供的旅遊資源（包括但不限於交通建議、護照和簽證要求）
以諸多公開可得的資源為基礎，僅供指導之用。此類資訊僅為你提供便利
及作為一般參考，其準確性未獲核證或擔保。旅遊資源並非每日更新。
「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無任何義務更新本網站的旅遊資源。「亞洲萬里通
旅遊服務」在編制本網站所示資訊時已給予合理謹慎，但仍無法保證所有此
類資訊的準確性。你須單方負責向相關方予以核實。因此，對於本網站或由
本網站超連結至或指向的第三方站點所示旅遊資源的任何錯誤、疏忽或不準
確引發的任何負債或損失，「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概不負責。
30.13.2 	 除你的個人用途之外，我們並無授權將該類資訊用於任何其他目的，我們明
確禁止你為商業目的轉售、重新分配和使用此類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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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4 	 使用網站及材料須自負風險

33.3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將全力確保夥伴機構能提供有關產品和服務，但不負責因夥伴機構
未能提供有關產品和服務所引致的損失。當會員享用夥伴機構的服務時，須受夥伴
機構的條款及細則所約束，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亦不會負責任何損失。

33.4

為避免產生任何疑問，這些條件中任何規定均不得排除對因疏忽所造成的人員傷亡的
法律責任。通過成文法或以其他方式明示或默示的關於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國泰航空
及 / 或夥伴機構的所有條款特此在法律許可的最大範圍內予以排除。

30.14.1 	 你自行承擔使用本網站和材料的風險。你須評價及承擔使用任何材料（包括
以來任何材料的準確性、完整性或有用性）的一切相關風險。
30.14.2 	 我們竭力提供一個方便且實用的網站，但我們無法保證材料不存在錯誤，亦
不保證網站或運作網站的伺服器不存在病毒或其他有害成份。
30.14.3 	 如果對本網站的使用導致需要維修或更換財產、材料、工具或資料，我們將
不會負責有關費用。
30.14.4 	 本網站上的一切資訊均按「原樣」及「現有」狀況提供給你，不存在任何明示
或暗示的保證或條件，包括但不限於有關適銷性、適合特定用途或非侵權的
任何默示保證。在適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我們免除所有聲明及保證。
30.14.5 	 你確認，本網站、材料及服務的使用受限於第三方通訊系統和服務的供應情
況，而該等不受我們控制。如果第三方系統和服務不可用，則我們提供的網
站、材料及服務亦會中斷，對此我們概不負責。

34.

法律及司法管轄權

34.1

以上條款及細則，以及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及所有會員之間的關係，均受香港法例所
約束。所有會員使用有關計劃時，均受香港法庭條例的限制。

34.2

如英文版本之條款及細則與其他語言版本有差異，概以英文版為準。若有任何爭議，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30.15 	 保證
30.15.1 用戶在此做出如下保證
		

30.15.1.1 	使用者將遵守有關網站、材料及服務使用的一切適用法律、法
規、條例和規章。

		

30.15.1.2 	使用者僅會為法定目的而使用網站、材料及服務，且其在使用網
站、材料及服務時不會侵犯任何第三方的權利。

30.16 	 責任限制
30.16.1 	 在任何情況下，「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概不對訪問、使用本網站或其內所載
任何資訊引致（無論是否為雙方已預料或因違約、侵權（包括疏忽）、產品責
任或其他原因）的任何性質的直接、間接、特殊、懲罰性、懲戒性或後果性
的損失或損害（包括利潤損失及類似損失）承擔任何責任，即使已知道有關損
害的可能性。
30.16.2 	 該等條款及細則概未限制或排除因疏忽、欺詐或欺騙性不實陳述而造成的死
亡或人身傷害責任，亦不限制或排除依法不能排除的任何責任。
30.16.3 	 從本網站任何部份或透過指向本網站的連結處下載的所有軟體產品，其下
載、安裝及使用的風險完全由用戶自己承擔。
30.17 	 彌償保證
30.17.1 	 你同意會對「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因下述各項引發的任何索賠而產生或遭
受的任何及一切損失、損害、責任、成本和開支（包括合理的律師費）進行償
還，使「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免受損失
		

30.17.1.1 	你違反本協議的任何條款及細則。

		

30.17.1.2 	你與任何其他人士因你使用網站、材料或服務而產生糾紛。

30.18 免責聲明
30.18.1 	 本網站所載資訊的編制乃專為提供有關「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及其所提供服
務的相關資料。
30.18.2 	 本網站由「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真誠地利用內外部資源編譯而成。
「亞洲萬里通旅遊服務」竭力保持本網站所示資訊的最新性，但亞洲萬里通
旅遊服務有限公司並不就本網站所載資訊的完整性或準確性做出任何聲明
或保證。
30.18.3 	 本網站內容均按「原樣」提供，不存在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證或陳述，包括但
不限於有關適銷性、適合特定用途或非侵權的任何默示保證或默示條款。
30.19 監管法律
30.19.1 	 該等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管轄，並據此詮釋。

31.

夥伴機構促銷

31.1

國泰航空和夥伴機構可不時進行促銷，提供獎勵里數積分。獲得這些獎勵里數積分的
資格須受每項促銷的條款和細則的規限。若促銷要求預先登記，則獎勵里數積分僅在
會員於旅行或消費夥伴機構產品和服務之前在「亞洲萬里通」網頁上完成登記手續後
計入。

32.

個人資料私隱權及其他

32.1

會員提供的個人資料乃根據附件中「亞洲萬里通」客戶之個人私隱政策所管轄及使用。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將不時修訂有關政策及於「亞洲萬里通」網頁www.asiamiles.com
內公佈。任何經修訂之個人私隱政策將於上述網頁公佈日起生效。會員有責任通知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最新之通訊/郵寄地址，如會員未有通知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有關
更改地址事宜而導致任何損失，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概不負責。若會員未能提供或
更新有關資料，或會導致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未能為會員提供「亞洲萬里通」會籍及有關
優惠，屆時，會籍或會被終止。

32.2

會員將獲發一個保密的個人密碼（PIN），會員須確保此密碼不會外洩予任何未經授權的
人士。若會員密碼外洩或被濫用，包括里數積分未經授權被兌換，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
概不負責。

32.3

會員可能因使用「亞洲萬里通」引致稅務責任或披露義務。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保留
應任何稅收部門要求向其提供任何會員累算和兌換里數積分之詳情的權利。亞洲萬里通
有限公司卸除因以該方式與稅收部門合作所引起的一切法律責任。

32.4

里數積分及該里數積分中資產和對資產業權的所有權利自始至終歸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
所有，任何時候均不得轉移給會員。

32.5

與涉及里數積分的盜竊或與擅自或欺詐性兌換有關的風險，在里數積分累算入會員
帳戶後立即轉移至會員。

32.6

除這些條款和細則另有規定外，里數積分不可以任何方式予以轉讓，不能藉法律的實施
遺贈或以其他方式轉讓給他人。

32.7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未行使或實施本文中所載的任何權利不得被視為放棄該項權利，
不得影響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就該項權利或其他任何權利採取任何後續行動所享有的
權利。

32.8

若主管轄區的任何法院或行政機構發現這些條款和細則的任何規定無效或不能強制
執行，則該等規定的無效或不能強制執行不得影響這些條款和細則的其他規定。未受
該無效或不能強制執行影響的所有規定應持續充分有效。

32.9

以上條款及細則含有完整合同條款，表示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及會員對「亞洲萬里通」
本合約的理解，並替代了雙方先前就該條款及細則的討論、一致意見及理解（包括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對本條款及細則之任何失實陳述），但不包括由任何人士誘導
另一方同意合約的欺詐性失實陳述。

33.

責任免除及限制

33.1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國泰航空及 / 或夥伴機構均不對有關計劃提供或拒絕提供有關
優惠以及獎勵和獎勵的使用，而招致會員、被提名人或同行貴賓需承擔任何間接或
隨之而造成之任何損失 / 損毀或開支負責。無論此等後果乃因會員之疏忽而引致，或因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國泰航空及 / 或夥伴機構在所能控制之情況下發生，亞洲萬里通
有限公司、國泰航空及 /或夥伴機構概不負責。

33.2

基於「責任免除及限制」的第1條條文，以及華沙協定或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國泰航空
及 / 或夥伴機構所訂定之旅遊細則，及 / 或公司之契約、民事侵犯或侵害，或在不同情
況之下的責任限制，如遇有任何「亞洲萬里通」計劃（包括獎勵的提供和使用）的錯漏而
提出的索償，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只限於根據有關事件，而補發會員之里數積分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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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亞洲萬里通」客戶私隱政策
「亞洲萬里通」乃一項旅遊及消閒獎勵計劃，會員可藉此賺取里數和以里數兌換旅遊和生活
品味獎勵。「亞洲萬里通」由國泰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泰航空”或“國泰”）擁有並
提供給會員，「亞洲萬里通」由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由國泰航空有限公司全資擁有的附屬
公司）管理和營運。本「亞洲萬里通」客戶私隱政策（“私隱政策”）揭示了國泰航空和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合稱“我們”、“「亞洲萬里通」”或“我們的”）如何收集、貯存和處理
「亞洲萬里通」會員（“閣下”或“閣下的”）的個人資料。請閱讀以下私隱政策，並了解我們向
閣下收集個人資料的方式。 閣下向我們提供你的個人資料，即表示閣下同意本私隱政策內容
以及如本政策所述收集、使用、取用、移交、貯存和處理閣下個人資料的方式。

1.

保障閣下私隱的承諾

1.1

我們承諾保障閣下在「亞洲萬里通」的個人資料和私隱。為確保閣下可以作出合適的
選擇，並對閣下向我們提供有關「亞洲萬里通」會員的閣下個人資料（如下所定義）
充滿信心，我們謹此概述有關我們收集和使用閣下個人資料之常規及你可選擇收集及
處理個人資料的方法。

2.

我們收集的個人資料

2.1

我們有可能請求閣下提供我們網站多個領域、流動服務及可能其後用作核實閣下身份的
其他渠道的資料，包括但不限於：  

2.2

5.

「亞洲萬里通」網站上數碼存根的使用

5.1

數碼存根乃由字母和數字混合組成的身份確認代碼，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包括
asiamiles.com和shop.asiamiles.com（“「亞洲萬里通」網站”）將透過閣下網頁瀏覽器
將數碼存根傳送到閣下的電腦硬碟上。透過使用數碼存根，我們可為閣下提供更佳
服務和/或保留閣下在一個或多個網站內或跨網站的跨網頁資料。大部分網頁瀏覽器均
自動接受數碼存根，但如果閣下希望停用，閣下亦可以透過編輯閣下的網頁瀏覽器選項
在未來攔截數碼存根。

5.2

我們在此網站上使用兩類數碼存根：

5.3

5.2.1

臨時數碼存根：臨時存放在閣下瀏覽器數碼存根檔案中的數碼存根，直至閣下
離開網站為止。

5.2.2

長期數碼存根：存放在閣下瀏覽器數碼存根e文檔中較長時間的數碼存根（雖然
存放時間須視乎特定數碼存根的有效期限）。

數碼存根不會披露閣下的身份。
我們在網站中如何使用數碼存根和收集資料的實例：
臨時數碼存根
· 在我們的網站中讓閣下將資料跨頁面傳送，避免重複輸入（例如：每個頁面的登入
資料）。
· 註冊期間，讓閣下取用已貯存的資料。
· 訂購期間，我們可記錄閣下的選擇。

2.1.1

進入我們網站和使用我們服務的用戶名稱或會員號碼和密碼；

長期數碼存根

2.1.2

閣下的個人資料（例如：閣下的姓名、性別、出生日期、國籍、居住國家、護照
或其他個人身份號碼和任何有關閣下與我們附屬公司、關聯公司和/或業務關聯
公司註冊狀態相關的資料）；

· 編製匿名的綜合性統計數據，讓我們了解用戶使用我們網站的方式，並幫助我們
改善網站的架構。我們不會單獨披露閣下的身份。

2.1.3

閣下的聯絡資料，例如：閣下的電話號碼、郵遞地址、電郵地址及傳真號碼；

· 如果閣下已經選擇“記住我”選項，即會在登入框中貯存閣下已選擇的「亞洲萬里通」
會員號碼或用戶名稱。

2.1.4

閣下的飛行常客號碼；

第三方數碼存根

2.1.5

閣下的信用卡或借記卡資料及帳單資料，包括持卡人姓名、信用卡或借記卡號
碼、帳單地址和有效期限；

· 用作確定和跟蹤透過點擊放置在第三方網站的廣告標語進入我們網站的流量。

2.1.6

閣下的業務資料，例如：公司名稱、業務職務及相關聯絡資料；

2.1.7

閣下的旅遊資料，例如：航班資料、旅遊公司的個人資料、使用語言、目的地
聯絡資料、座位和膳食偏好、航班和酒店偏好及與遊客特殊需要相關的其他
資料；

2.1.8

閣下向本公司或代表本公司舉辦的市場調查和比賽活動所提供之資料；

2.1.9

交易記錄，包括閣下的里數積分交易記錄。  

我們在特定服務範圍內，將要求你提供個人資料（特別是關於你的個人資料及聯絡
資料）。若你未能提供個別服務範圍所需的指定個人資料，我們或無法完全提供你
所需之服務。

3.

收集和使用個人資料之目的

3.1

我們可能於以下情況使用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
3.1.1

處理和管理閣下加入「亞洲萬里通」的申請；

3.1.2

處理閣下請求由我們提供的任何產品或服務；

3.1.3

執行由閣下提交（透過網上、電話、流動服務或其他方式）的請求；

3.1.4

處理或確認閣下的旅遊安排；

3.1.5

提供航班受阻處理服務；

3.1.6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營運（包括里程追蹤）、提供相關的獎賞和服務、持續性
調查研究和計劃發展、向「亞洲萬里通」會員提供新聞和資訊以及與
「亞洲萬里通」計劃相關的其他數據記錄；

3.1.7

營銷、推廣及客戶關係管理、例如：開展市場調查或向閣下發出有關亞洲萬里通
有限公司、國泰航空或國泰集團其他公司和夥伴的最新優惠和推廣活動、核實
參與任何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國泰航空或國泰集團其他公司和夥伴提供的營銷
和/或推廣活動和/或優惠的資格（詳情請參閱第10部分 –“直郵推廣通知”）；

3.1.8

認證或核實由閣下就任何服務或產品提供的身份資料；

3.1.9

回應、處理和執行由閣下提交任何查詢；

以下乃我們網站的主要數碼存根，藉此為訪客提供滿意的瀏覽體驗
數碼存根名稱

此數碼存根將於session結束時或閑置達30分鐘之後過期， 用作達成
「亞洲萬里通」網站上的交易。

Remember Me

如果閣下已經選擇“記住我”選項，即會在登入框中貯存閣下已選擇的
「亞洲萬里通」會員號碼或用戶名稱。

TRACKER_AM

用作識別本網站的重複訪客，並利用我們已經獲取的其他資料試圖記錄
特定瀏覽資料（閣下進入本網站的方式、閣下瀏覽的網頁、閣下作出的
選擇、閣下鍵入的資料以及閣下進入本網站的路逕等），並貯存入客戶
個人檔案。

CoreID6

用作辨識本網站的重複訪客，並利用我們已經獲取的其他資料試圖記錄
特定瀏覽資料（閣下進入本網站的方式、閣下瀏覽的網頁、閣下作出的
選擇、閣下鍵入的資料以及閣下進入本網站的路逕等），並貯存入客戶
個人檔案。

以下乃由第三方在「亞洲萬里通」集團網站上設置的主要數碼存根
數碼存根名稱

在「亞洲萬里通」網站上，Coremetrics將配合CoreID6用作在線分析
網站。

3.1.11 遵循法例或法律要求，向第三者披露資料，如向入境及海關機構及/或邊境控制
部門提供有關資料；

「亞洲萬里通」網站上IBM Coremetrics使用以下技術：

3.1.12 以便本公司或我們的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或其他商業夥伴收取產品及
服務費，包括向第三方機構核實信用卡資料，以及將閣下提供的個人資料與
本公司或第三方機構的欺詐交易資料庫進行核對；
Coremetrics

3.1.15 以上述任何目的和/或與任何其他旅遊相關的服務和優惠，向我們附屬公司、
關聯公司和/或業務關聯公司傳送和使用和/或任何其他旅遊相關服務和該等公司
和關聯公司不時提供的優惠。

Web Beacon（網站信號）：亦稱為“顯明GIF”、“像素標籤”、“數據標籤”
或“圖像標籤”。此乃一個機制，存放於網頁上的細小代碼將藉此向IBM
數據收集伺服器執行圖像請求。 網站信號將透過從IBM Coremetrics向
相關「亞洲萬里通」網站請求和提交透明GIF圖像，藉此傳送數據。

3.1.16 為實現上述目的，我們可能透過電郵、直郵、電話營銷、短訊或本地監管機構
准許的其他方式聯絡閣下。   
我們將不時利用客戶的非辨認性資料，以供設計一個更適合你的網站及/或改善我們的
產品和服務。我們亦可能透露此類資料予第三者，而所有資料均為不能辨認個別身份。

3.3

除上述提及之用途外，未經閣下事先同意，我們絕不會明知或故意使用或分享你在
網上提供的個人資料用於以上披露的使用目的範圍之外。

4.

如何獲取或更改個人資料

4.1

你可以要求獲取及更改我們持有有關你的個人資料。若閣下欲獲取你的個人資料副本，
或你認為我們所收集或管理有關你的個人資料並不正確，或你認為我們持有的個人
資料用於以上披露的使用目的範圍以外或以欺詐或非法手段獲得或未經閣下事先同意
而向第三者提供，請致函至下列地址。

4.2

凡要求獲取或更改或刪除個人資料，或要求獲得關於我們持有的個人資料政策、常規及
種類的資料，必須以書面透過www.asiamiles.com網上表格發給我們或郵寄至下列地址：

		
		
4.3

香港大嶼山香港國際機場觀景路8號國泰城北座 6 樓
個人資料保障專員

我們將有可能就任何資料的取用請求收取合理的處理費用。

臨時數碼存根：“臨時”數碼存根只會在本次瀏覽器session的期間內
出現。臨時數碼存根將在以下期間出現：從網站收到第一個標簽之時
直至：1）訪客關閉有關瀏覽器所有瀏覽窗口，或2）閑置超過30分鐘
而未有從瀏覽器session收到數據收集標簽。一位訪客可能會關聯一個或
多個“session”。
訪客數碼存根：訪客數碼存根將在訪客關閉所有瀏覽器窗口之後仍然
存在。訪客數碼存根內含一個由Coremetrics提供的數碼存根ID，
以識別訪客跨越多“session”返回一個網站。

3.1.14 提供其他與「亞洲萬里通」、旅遊和/或忠誠計劃相關服務，例如：「亞洲萬里通」
iShop網上購物、「亞洲萬里通」里數捐贈和購買「亞洲萬里通」里數等服務；

3.2

用途
用作了解「亞洲萬里通」網站訪客的更多資料，然後再利用此等資料
營造出一個可為訪客節省時間及便於使用的網站環境。 此等資料可能
包括：搜索引擎轉接連結、附屬轉接連結、由網站廣告或其他推廣活動
接入的流量、訪客的網站訪問路逕、偏好網頁、已處理或放棄的交易和
銷售換算。此數碼存根亦會接收特定技術資料，例如：訪客瀏覽器的
版本和作業系統。 機票預訂資料（例如IP地址、「亞洲萬里通」會員
號碼、登入名稱和電郵地址）亦可獲取。個別訪客對網站的一切資料均由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所有。IBM Coremetrics不得向任何其他
IBM Coremetrics客戶披露專為「亞洲萬里通」收集的個人資料。

3.1.10 管理由我們或代表我們舉辦的比賽和抽獎活動，包括公布任何該等比賽的
勝出者；

3.1.13 改善交易保安，包括為了防範信用卡詐騙的風險而使用閣下提供的個人資料
與本公司或第三方機構的欺詐交易資料庫進行核對；

用途

Asia Miles_
userid_cookie

不接受選項
如果閣下不希望IBM Coremetrics將數碼存根貯存於閣下的瀏覽器，閣下
可透過設置閣下的瀏覽器拒絕接受數碼存根或當網站試圖將數碼存根
貯存於閣下的瀏覽器之時通知閣下。 如果拒絕接受數碼存根，閣下在
我們網站上使用的部分產品和/或服務可能會受到影響。
備註：如果拒絕接受數碼存根，閣下在「亞洲萬里通」網站上使用的
部分服務可能會受到影響。
5.4

停用/啟用數碼存根
所有4.0或以上版本的瀏覽器在私隱設定下均內置一個“數碼存根過濾器”。
閣下可透過修改瀏覽器設定選擇接受或拒絕數碼存根。但如果閣下選擇完全拒絕接受
數碼存根，閣下可能未必可以使用我們網站上的所有互動功能。
大部分網頁瀏覽器均自動接受數碼存根，但如果閣下希望停用，閣下亦可以透過編輯
閣下的網頁瀏覽器選項在未來攔截數碼存根。
閣下須在每個用作瀏覽網頁的設備上，設定瀏覽器。如果閣下使用多個瀏覽器
（例如：Safari、Internet Explorer、Firefox或 Google Chrome等），閣下須在每個
瀏覽器重複操作此程序。同樣地，如果閣下透過多個設備（例如：工作和家庭）連接
網站，閣下需要在每個設備上的每個瀏覽器上設定。 但如果閣下停用數碼存根或拒絕
接受儲存數碼存根的請求，本網站部分內容和閣下需登入網站的特定部分可能無法
正常運作，閣下訪問本網站時接收的廣告亦未必是符合閣下興趣的廣告。
目前，我們只會透過已聲明的方式使用數碼存根，而未來我們可能在必要時實施全新
數碼存根，為閣下提供更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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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我們可能會收集有關閣下的IP地址、瀏覽器類型、域名和訪問時間等資料。該等資料
將用作我們的內部研究，且獨立於透過網站、流動服務或其他渠道收集的個人資料單獨
存放。我們不會將IP地址關聯到任何個人資料。在極少的情況下，IP地址可能用作協助
阻止和/或防止網站濫用或犯罪活動。

6.

連接到其他網站的連結

6.1

本網站內含連接到由第三方公司按照不同私隱守則運作的其他網站的連結。當閣下離開
我們網站之時，閣下須保持警惕，並閱讀其他網站的私隱聲明。我們無法控制閣下向
該等第三方提交的個人資料或從該等第三方接收的資料。

7.

我們對個人資料的安全承諾

7.1

為保證個人資料的準確性、同時避免未經授權取用個人資料和確保個人資料的正確
使用，我們已經實施了適當的實體、技術、管理措施防範和保障我們所收集的個人
資料。

7.2

例如，我們使用SSL協議 – 互聯網加密的行業標準 – 以保障我們透過網上收集個人
資料的傳送。當閣下輸入敏感資料（例如：信用卡資料），此等資料經互聯網安全
發送之前即會自動轉變為代碼。我們收集的所有電子個人資料均已安全存放，並透過
使用適當的取用控制措施得以進一步受到保障。處置個人資料之時，內含個人資料的
紙質文件將會被安全銷毀，而存有個人資料的電子文檔則會被永久刪除。

7.3
7.4

8.

8.3

			·消費類電子產品；
			·電腦及其周邊產品；
			·印刷品，包括書籍、報紙和雜誌訂閱；
			·音像、視像出版物；
			·電腦軟件和遊戲；
			·流動電話及其周邊產品；
			·玩具；
			·家居用品；
			·體育設備；
			·時裝及服飾；
			·鐘錶及珠寶；
			·行李箱及手袋；
			·食品及耗材；
			·美容產品及化妝品；
			·禮品、鮮花及花籃；
			·健康及美容服務，包括但不限於：身體檢查和水療；
			·現金券、優惠券及禮品券。
10.1.11 專業及諮詢服務；
10.1.12 音樂會、體育盛事和特別活動的門票；
10.1.13 房地產購買或租賃；
10.1.14 由「亞洲萬里通」iShop提供的所有產品和服務。查閱有關產品請登入以下連結
shop.asiamiles.com/zh

另外，為進一步保障特定個人資料，閣下須輸入閣下的個人用戶名稱和密碼以進入
閣下的「亞洲萬里通」帳戶。
如上所述，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能會將個人資料委託予第三方服務提供商使用
（包括閣下所處司法管轄區以外的服務提供商），但我們將會約束保障個人資料的安全
且只可用作我們指定的目的。  

我們所收集的資料有可能會被傳送到香港以外的地方。
10.2

另外，我們有可能向我們的（不論是否閣下所處司法管轄區之內或之外）附屬公司、
關聯公司、業務關聯公司、服務提供商及我們認為適當的其他人士，披露和轉移有關
我們向閣下提供或閣下請求的服務和產品的個人資料，或與其共同使用個人資料。
我們有可能披露此等資料以推動該等服務和產品的新聞和資訊通訊和作第3部分“收集
和使用個人資料之目的”所述的用途。
與國泰航空或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視實際情況而定）共同使用閣下個人資料的實體
包括但不限於：
8.3.1

國泰集團的任何公司，包括但不限於，港龍航空、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國泰
假期有限公司、國泰航空飲食服務（香港）有限公司及香港機場服務有限公司；

8.3.2

向國泰航空和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提供與業務運作和/或「亞洲萬里通」計劃
相關的管理、營銷和研究、分銷、數據處理、電話營銷、通訊、電腦、付款或
其他服務的任何代理商、承建商或第三方服務提供商；

8.3.3

其他業務關聯公司，例如：「亞洲萬里通」夥伴、航空承運商、陸路或海路交通
營運商、忠誠計劃營運商、酒店營運商、信用卡發行商、零售商、餐廳及其他
涉及核准、給予或提供客戶服務或執行與「亞洲萬里通」計劃相關的客戶請求
的公司；以及

8.3.4

政府或非政府機構、代理機構和/或監管機構。

8.4

只要現行本地法律准許，我們亦可以在以下情況向第三方披露閣下的個人資料
（i）法律、法庭命令提出要求，或搜令或其他法定調查；（ii）調查機構；（iii）履行
我們與閣下的協議；（iv）其他政府或執法機構（例如：移民和海關管制和/或邊境
管制局）提出請求；（v）獲得閣下的明確同意，或（vi）我們真誠認為披露乃法律要求或
提出法律索償或抗辯、獲取法律意見、行使和維護我們的法律權益、保障我們及
我們附屬公司或關聯公司的權利或財產，或保障任何個人的生命、身體或財產。
當我們有理由相信，披露個人資料可識別、聯絡有可能侵犯我們的權利或財產（不論
是否故意）的人士或向其提出法律行動，或當其他人士可能會被此等行動受到傷害
之時，亦同樣適用。

8.5

我們亦可能轉讓在一項涉及國泰航空或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之全部或其部分或作為
公司重組、股份出售或其他公司管制變更一部分的併購或出售交易（包括作為破產收益
一部分的轉讓）中有可能被認定為資產的任何閣下資料。

8.6

請注意，由國泰航空或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收集或獲取的個人資料有可能被轉移到
一個相比閣下所處司法管轄區對個人資料保障較低的司法管轄區。閣下一經向
國泰航空或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提交個人資料或使用任何國泰網站或「亞洲萬里通」
網站，即表示閣下明白和同意此等轉移。  

9.

私隱政策之變更

9.1

如果本政策出現任何變更，我們將透過www.asiamiles.com網站發布，政策變更之日起
生效，閣下可隨時選擇獲告知我們收集和使用閣下個人資料的方式。如果在任何時候
我們決定使用閣下根據現行政策提交的個人資料，而使用方式與提交資料當時適用的
私隱政策出現重大差別之時，我們將以網站、電郵或書面形式向閣下告知並給予機會
選擇不准許使用個人資料或阻止此等使用。

10.

直郵推廣通知

10.1.

我們可能不時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包括閣下的姓名、聯絡資料及我們在閣下首次
登記期間或其後收集的所有其他資料）向閣下發出推廣資訊，例如：載有產品和服務
新聞、優惠、推廣及聯合推廣資訊的郵寄印刷品、電郵、電話和SMS短訊（亞洲萬里通
可能因此獲得或不會獲得酬金）。相關產品和服務包括：

閣下可透過以下方式同意接受以上內容：
10.2.1 閣下透過我們的網站或表格向我們提供閣下個人資料之時，勾選選擇框表示	
同意；或

個人資料之披露和轉移

8.1	 
「亞洲萬里通」計劃由國泰航空向閣下呈獻，國泰航空乃一間國際航空公司，其營運、
辦事處、附屬公司和業務夥伴遍及全球各地。因此，閣下在某一個國家提交的個人
資料將有可能被轉移到全球另一個或多個其他國家、或在全球另一個或多個其他國家
被使用、處理、貯存和取用（如本私隱政策所述）。
8.2

10.1.10 其他零售產品，包括但不限於：

登入文檔

10.2.2 閣下透過電話向我們提供閣下個人資料之時，向我們的客戶代表表示同意。
10.3

閣下亦可以透過以下方式隨時免費選擇不接收營銷通訊：
10.3.1 按照通訊中的“不接收”指示；
10.3.2 按照第4部分“如何獲取或更改個人資料”的指示，向我們致函上述地址；或
10.3.3 登入www.asiamiles.com的會員賬戶，更新閣下的電郵訂閱選項。

11.

資料監控人

11.1

向國泰航空和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提供或由國泰航空和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收集的
任何個人資料主要由國泰航空監控。

12.

資料保留期限

12.1

從閣下收集的所有個人資料，只會存放一段與資料處理相關和現行法律要求的期限。

本通告以英語撰寫，並可被翻譯成其他語言。如英文和翻譯版本出現任何不一致之處，則以
英文版本為準。
							

10.1.1 由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聯合品牌合作夥伴提供的產品和服務。 如需獲取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合作夥伴完整清單，閣下可登入我們的網站
www.asiamiles.com/am/zh/about/partners；
10.1.2 由國泰集團公司（包括但不限於，國泰航空、港龍航空、國泰假期有限公司、
國泰航空飲食服務（香港）有限公司及香港機場服務有限公司）提供的產品和
服務，包括旅遊、食品、飲品、餐飲、地面操作和機場服務；
10.1.3 航空旅遊及住宿服務；
10.1.4 財務、保險、信用卡、銀行、外匯兌換及其他相關服務和產品；
10.1.5 由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合作夥伴提供的獎賞、忠誠或尊貴計劃；
10.1.6 電訊、互聯網和流動服務；
10.1.7 非航空交通服務，例如：酒店接送、汽車租賃、豪華房車及的士服務、巴士
營運商、火車營運商和郵輪營運商；
10.1.8 食品、酒精和軟飲服務；
10.1.9 由旅行社提供的旅遊和休閑服務，包括假期旅遊產品和服務、主題公園和其他
旅遊勝地的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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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方法
亞洲萬里通」服務熱線
香港 +852 2747 3838 或 +800 938038 #（普通話熱線）
此熱線 24 小時提供服務 ，年中無休。你可使用自助服務查詢你的里數結餘及最近 3 項交易記錄。

亞洲萬里通」傳真號碼
香港 +852 2312 0883

亞洲萬里通」電郵
memberservices@asiamiles.com

其他地區之「亞洲萬里通」免費服務熱線Ω：
澳洲

1800 129 264

巴林

800 00 524（不適用於海外之流動電話）

比利時

0800 7 8973

加拿大

1 877 631 6283

中國內地

4006 747 123*#（普通話服務）
10800 852 2747*#（中國聯通，只限當地固網電話）
10800 152 2747*#（中國電信，只限當地固網電話）

丹麥

80 25 1010

法國

0800 909 119

德國

0800 182 6880

印度

000 800 852 1001

印尼

001 803 852 2765

意大利

800 781 921

日本

00531 85 3747

澳門

0800 978

馬來西亞

1 800 80 3747

紐西蘭

0800 44 9044

挪威

800 17 683

菲律賓

1800 1855 3838（PLDT）
1800 765 2747（ETPI）

新加坡

800 852 3747

南非

0800 99 0647

南韓

00798 8521 2743

斯里蘭卡

2 543 949（科倫坡境內）
011 2 543 949（科倫坡境外）

瑞典

020 797 475

瑞士

0800 56 3418

台灣

00801 85 6628θ（國語服務）
00801 85 2747

泰國

001 800 852 2755

荷蘭

0800 022 5710

阿聯酋

8000 852 03880

英國

0800 092 3595

美國

1 866 892 2598

Ω - 適用於當地支援長途電話服務之固網電話
- 適用於當地支援長途電話服務之流動電話，不包括：
		 • 中國、印度（BSNL - Mobile、MTNL - Mobile、S-Tel mobile、Videocon Mobile/Datacom、HFCL Infotel/Ping Mobile、TTSL（預付）、Etisalat DB Telecom, Unino）、
			 挪威之Netcom、荷蘭、菲律賓及英國之Mobile Orange
		 • 日本（預先登記之IDC、NTT及KDDI）
		 • 新加坡（預先登記之Singtel）
		 • 印尼（只限Mobile Indosat IM3）
		 • 馬來西亞（只限ATUR/Malaysia Telecom）
- 適用於當地付費電話，不包括：
		 • 中國、日本NTT 及泰國
		 • 於挪威及瑞典透過網絡撥號將徵收以克朗計算之費用
# 適用於當地固網電話、收費電話及支援長途電話服務之流動電話。服務時間為逢星期一至六，上午8時至晚上11時，包括公眾假期。
θ 適用於當地固網電話、收費電話及支援長途電話服務之流動電話（KG Telecom除外）。服務時間為逢星期一至六，上午8時至晚上11時，包括公眾假期。
* 只適用於當地固網電話。
請注意:
• 個別酒店或會收取撥打免費電話的行政費用，請於致電前查詢。
• 在不設免費服務熱線的國家，請致電香港「亞洲萬里通」服務熱線。
• 請使用設有按鍵之電話，以便輸入會員號碼及密碼以享用熱線服務。
• 如不能撥通以上號碼，請嘗試於撥號前先按「國際直撥號碼」。於日本使用Softback網絡時應在國際直撥號碼前先輸入0061；KDD為001；NTT為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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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萬里通」郵寄地址
香港荃灣郵政局郵政信箱1024 號
亞洲萬里通」

亞洲萬里通」會員服務櫃台
我們的會員服務台設於香港國際機場1 號客運大樓登機大堂 B 區（服務時間由早上 7 時至晚上11 時45分）及H區（服務
時間由早上 6 時至晚上9時30），為你提供以下各種會員服務：
· 亞洲萬里通」計劃詳情
·查閱最新里數結餘
·補發國泰及港龍航班的里數
·更改行程
·賬戶管理（如：更新個人資料 ）
·預訂獎勵機票
·簽發及領取獎勵機票（只限於B區服務台）
·即時兌換國泰及港龍航班的客位提升、額外寄艙行李獎勵及加長空間座位
·即時加入「亞洲萬里通」

亞洲萬里通」網站
會員請隨時登入 www.asiamiles.com 查詢「亞洲萬里通」詳情及提交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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